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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11月24日，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举行新
闻发布会，通报2016年“美丽长沙 绿蕾护航”
专项行动成果：全省进出境邮件接收、转发均
集中于长沙地区， 因此该局今年3月启动了专
门打击非法邮寄植物种子（苗）、 繁殖材料行
动，截至11月15日，累计截获违禁邮寄进境植
物110批次、567种次，共计种子18.3万粒、苗木
1495株，批次同比增长410%。

玩家收藏，催生濒危植物非法邮寄
“濒危植物非法邮寄进境增速非常惊人！”

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高级农艺师罗志萍告
诉记者，在此次专项行动截获的植物中，有246
种 次 属 野 生 动 植 物 国 际 贸 易 保 护 公 约
（CITES）管控物种，占全部被截获植物种次的
43.3%。其中，因面临灭绝危机而被明确禁止国
际交易的CITESⅠ类濒危植物有46种次。包括
31株苗木和6240粒种子； 较稀有而被管制进
行国际贸易的CITESⅡ类濒危植物有200种
次，包括511株苗木和13187粒种子。

根据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后期跟踪发
现，我省绝大部分“海淘”濒危植物消费者，不
是为了进行贸易， 纯粹用于个人收藏。“近年
来，奇花异草在国内掀起一股收藏热潮，部分
珍稀品种更是资深玩家追求的极品，我省也有
了一大批爱好者、收藏家。”罗志萍说。

经鉴定，今年被截获的濒危植物，大部分
属于多肉植物、瓶子草属植物和裸子植物。“大

多价格高昂。” 一位检验检疫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百岁兰是我省违禁邮寄入境最多的濒危植
物之一，这种古老的裸子植物，只在非洲西南
部的近海沙漠中才能找到， 人工栽培极其困
难，一株价格可过万元。

根据我国法律法规规定，CITES管控物
种，如果非法购买总价值超过20万元，就要承
担刑事责任。 而走私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5
株以上或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10株以上，不
论价值大小，都要承担刑事责任。

检出有害生物同比增长5.6倍
“洋植物”具有极高检疫风险，除了自身的

入侵性外， 往往还携带传播多种病原微生物、
病虫害。

“今年，我们在截获违禁邮寄入境植物时，
同时还截获了‘藏匿’其中的日本菟丝子、假高
粱、三裂叶豚草、长芒苋等‘超级杂草’种子。”
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高级农艺师罗志萍表
示，这些外来有害物种将影响本地生态平衡。

此外，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从被截获的
“洋植物”中，还检出有害生物28种次，同比增
长5.6倍。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展示了40余种被截获的“洋植物”，几乎所有
种子（苗）、繁殖材料上都潜藏了有害生物。罗
志萍指着一批来自克罗地亚携带土壤的多肉
植物种苗告诉记者，这批植物和土壤中检出多
种线虫，其中松材线虫对于松树是一种毁灭性
病害， 被世界各国列为头号植物检疫对象，一

旦传入省内，可能导致我省松树林大面积毁林
的恶性灾害，“长沙属于亚热带大陆季风气候
地区， 适宜于外来有害生物和物种的定殖、扩
散。而植物随附的土壤，还很有可能把国外疫
病疫情带入湖南。”

学校、医院被列入重点关注区
据通报，我省非法邮寄进境植物在寄递上

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专业化，寄件人往往是
国外专业购物网站；二是隐蔽性，大多数藏匿
于入境的国际平寄邮包和信函中，且不如实申
报物品名称，甚至刻意伪装成其他物品。

“这些特点增加了检验检疫难度，让检疫风
险更大。”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葛军凯表
示，为了提高截获成效，该局对历史截获数据进
行分析， 筛选出高风险国家邮寄物及重点关注
人群，“对高风险国别、重点人群，现场查验会更
加严格，面单信息将100%筛查，进境邮件100%
过X光机，可疑邮件100%开包检查。”

分析结果显示，我省违禁邮寄进境植物主
要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分布于欧美、非洲、亚
洲和大洋洲。而重点关注人群中，大学学生、医
院工作人员占比较高，“目前，我们对于寄往学
校、医院的进境邮包已经提高了开箱率。”一位
检验检疫工作人员表示。

� � � �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今年开展严厉打击非法邮寄植物种子（苗）、繁殖材料专项行
动，截至11月15日，累计截获违禁邮寄进境植物110批次、567种次，种子18.3万粒、苗木
1495株———

违禁邮寄入湘植物增4倍 湖南日报北京11月24日电 （记者
陈薇 ）今天，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中
国国际电视总公司、长沙市委宣传部、潇
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和光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联合承
办的大型史诗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
项目启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刘少奇之子、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
任委员刘源，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
晋，中国文联原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
李准，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
员仲呈祥，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
长、副省长蔡振红出席。

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由湖南省
委联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
等单位牵头组织创作，由中国国际电视总
公司、湖南卫视、潇湘电影集团、湖南和光

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投资拍摄，海波
担任编剧，嘉娜沙哈提担任导演。据悉，这
是首部展现刘少奇同志光辉历程的电视
剧。剧中将首次展现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
史料和生活细节，让观众可以真切感受到
蕴藏于层层历史褶皱之中那最为炽烈的
生活和最真挚的情感。

蔡振红指出， 拍摄《共产党人刘少
奇》，既是对刘少奇同志的深切缅怀，也是
对我党优良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更是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文艺实践。他表
示，湖南是刘少奇同志的家乡，文源深，文
脉广，文气足，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以高度的使命感和担当精
神，精心拍摄好《共产党人刘少奇》。

据悉，《共产党人刘少奇》 将于2018
年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推出。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仁）11月22日至24日， 省军区
司令员黄跃进率工作组到长沙警备区检
查指导年终军事训练考核工作，强调要提
高省会城市武装工作的责任担当和能力
素质，切实把责任担当意识和标准要求立
起来。

黄跃进一行先后来到开福区人武部
和长沙警备区机关考核现场进行检查指
导。他指出，长沙市是湖南省会城市，处于
全省改革发展的中心地区，也是探索前行
的前沿地带，武装工作面临的环境条件更
为复杂， 反映的问题更具典型性和普遍
性。研究新情况新条件，破解新矛盾新问
题，探索新途径新举措，有利于引领带动

全省城市武装工作创新发展。
黄跃进强调，组织年终军事训练考核

是军事机关的重要工作， 也是对党委工
作、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政治等工作的全
面检验，更是对党员干部担当精神的一种
考察。省军区把考建用结合起来，把年终
考核与干部调整使用相挂钩， 大力营造
“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氛围，要
把省会城市武装工作的责任担当意识和
标准要求立起来。党员干部的担当，既需
要勇气，更需要能担当、善担当的能力。省
军区系统干部需要在掌握组织指挥、业务
工作和参政议政“三套本领”的同时，突出
强化统揽全局能力、科学决策能力、依法
履职能力、组织发动能力、贯彻落实能力。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左丹）湖南省推
进“全面改薄”工作已经做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
半，整体进度位于全国前列。副省长向力力要求，
严格按照“全面改薄”要求，确保改薄整体目标实
现，确保薄弱学校办学水平提升，确保农村义务
教育发展水平提高。这是记者从今天下午举行的

湖南省“全面改薄”工作推进视频会上获悉的。
“全面改薄”是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

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简称，是2014年启
动的一项由国家统一部署的重要工作。根据规
划，2014年至2018年，湖南“全面改薄”规划投
资209亿元，建设校舍1049.89万平方米，购置

设施设备37.82亿元。截至目前，已完成总体规
划任务过半，薄弱学校教学条件和基础设施得
到明显改善， 其中校舍建设累计开工面积
706.2万平方米 ， 开工率为67.3%； 已竣工
622.51万平方米，竣工率为59.3%。

向力力强调，“全面改薄”关键要聚焦薄弱
学校、精准发力，切实提高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质量，要硬件软件一起抓，做到区域范围全覆
盖、薄弱学校全覆盖、基本办学条件改善全覆
盖。各级各部门主动作为，形成合力，确保如期
完成改薄任务。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通讯员 文双
龙源 记者 张斌)11月23日， 湖南省县市
区人大、政府、政协换届选举风气巡回督
查工作会议召开。根据省委要求和会议部
署，我省将派出专门力量，对县市区人大、
政府、政协换届选举风气开展巡回督查。

今年11月底前，全
省县市区人大、政府、政
协换届选举工作将全部
完成。 为进一步压紧压
实市县区两级换届风气
监督工作责任， 督促市
县区两级抓严抓实督查
督导工作， 营造风清气
正换届选举环境， 确保
换届选举圆满顺利，全
省7个巡回督查组将分
赴各地， 开展随机抽查
督查。

督查组将以不发通
知、不打招呼、不陪同等
方式，直奔县市区，直插
会场和驻地， 通过现场
查验、督促责任落实、举
报受理和查处、 开展个
别访谈、 查阅资料等方
式开展工作。

会议要求， 切实把
思想行动统一到省委部
署要求上来， 发挥好

“探头”作用，把问题督上来，把压力传
下去，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把巡回督查
工作从严从实抓出成效。会上，参加全
省乡镇人大、政协换届选举风气巡回督
查的同志依次汇报上一轮督查工作开
展情况。

大型史诗电视剧
《共产党人刘少奇》项目在京启动

黄跃进在长沙警备区检查指导工作时强调

把责任担当和标准要求立起来

7个巡回督查组将赴县市区督查
确保人大政府政协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湖南“改薄”工作完成任务过半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李勇）11月16日至23日，解放军代表团全国
人大代表薛国强、王永生、纪海泉、王维俊、陈
薇一行来湘视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一府两
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支持国防军队建设、
加强军政军民融合等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成员徐明华、副省长何报翔出席相关活动。

在湘期间，视察组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
我省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工作汇报。并

先后考察了省水利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
民检察院、三一重工、江南工业集团、株洲炎陵
县龙渣瑶族乡、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株洲市
人民检察院、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等单位和企
业。视察组指出，近几年，湖南在党中央、国务
院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带领
下，全省坚决贯彻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带领
全省人民顽强拼搏、积极进取，主动适应新常

态，努力克服多重困难与挑战，经济社会实现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时，视察组对我省在支
持国防军队建设，加强军政军民融合方面所做
的工作表示肯定。

徐明华在座谈会上表示，这次视察充分体
现了军队全国人大代表对湖南的关心和支持，
希望各位代表对湖南各方面工作多提宝贵意
见，积极向国家反映湖南在发展中的难点热点
问题， 为湖南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鼓与呼，支
持湖南的发展。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了相关
活动。

解放军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来湘视察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廖声田 宁奎）今天
上午，张家界市举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报告会，省委宣讲团成员、省社科院
党组书记、院长刘建武作宣讲报告。

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中，刘建武紧紧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准则》《条
例》要求，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从
严治党的经验与成果，分析了当前党的建设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阐释了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新的部署、要求，解读了新形

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
督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基本要求和重大
举措。

会后，与会人员就报告会内容进行了热烈
讨论。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大力弘扬实干精
神，用全会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为早日实现“旅游胜地梦 全面
小康梦”作出更大贡献。

省委宣讲团到张家界宣讲六中全会精神

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