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3月1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易东阳）4月2日起将迎来为期3天
的清明小长假，乘飞机出行优惠频出。记者
今日从海南航空获悉，3月底至4月初，从
长沙直飞洛杉矶、 悉尼等多条国际航线价
格“跳水”，其中往返洛杉矶经济舱最低价
1200元（不含税）。

记者了解到，每年春运过后的3月底至
4月初，气候适宜，国际机票价格下降，适宜
国际错峰旅游出行。海南航空今日公布，长
沙出港往返洛杉矶经济舱最低价1200元
（不含税）；往返悉尼、墨尔本经济舱最低价
880元（不含税）；往返札幌经济舱最低价
900元（不含税）。

湖南日报3月16日讯 （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张倩 ） 3月是南方一年中
降雨日数最多的一个月。早春时候，我
们还经常见到春天明朗灿烂的模样；
进入3月， 春天却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根据天气预报， 这雨停停歇歇可能还
要持续一段时间， 每天都记得带雨伞
就对了。

常年3月，湖南的降雨日数在14天至

18天左右， 部分地区一个月将近三分之
二的日子都在下雨。今年3月也是如此，以
长沙为例，截至今天，16天里只有1日、2日
和8日3天完全没下雨。 面对持续的阴雨，
大家要放平心态， 因为后期雨水还要接
二连三、缠绵不休。

在下雨的天气里，大家别忘了提防
雷电。惊蛰节气期间，我省也进入到雷
暴等强对流天气多发的时段。气象专家

提醒，17日至19日省内可能出现雷电等
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7天省内多阴
雨，降水南多于北；气温波动上升，且南
高于北，20日至21日有一次冷空气影响
过程。预计17日至20日白天有中等阵雨
或雷阵雨，其中17日至19日湘中以南局
部大到暴雨或暴雨，湘中附近可能有50
毫米以上降水、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
对流天气。天气潮湿阴冷，提醒大家及
时增减衣物， 多吃祛湿驱寒的食物；同
时，降雨造成道路湿滑，出行时需注意
交通安全。

湖南日报3月16日讯 （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罗丹 ）“天上钩钩云 ，
地上雨淋淋。”从小我们就知道，看云
可以识天气， 想要准确地观云识天，
可于本周日（3月19日）前往省气象

局，参观国家级气象科普基地湖南省
气象预警中心，参与科普讲座和气象
知识竞答。

3月23日是世界气象日，今年气
象日的主题是“观云识天”。为纪念

世界气象日，3月19日上午9时至11
时， 省气象预警中心将对社会公众
免费开放，气象部门同时将举办《观
云识天》科普报告会 。此外 ，气象部
门还将开展《流动气象科普万里行》
活动，到社区、学校 、农村进行气象
科普，并开展《观云识天》随手拍大
奖赛。

湖南日报3月16日讯（记者 曹娴）
省环保厅今日向各市州政府通报2月
全省环境质量状况，14个市州所在城
市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6.3%，与上
年同期相比上升9.1%。 按照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 空气质量居
前三位的城市为吉首、怀化、张家界，
倒数一、二、三位分别为株洲、湘潭和
长沙。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监测
断面水质达标率为95.6%。

省环境质量监测中心站数据显

示，2月，除株洲和永州外，其他12个市
州城市的优良天数同比持平或不同程
度增加。全省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
颗粒物PM10的月均浓度值，分别为59
微克/立方米、86微克/立方米。

地表水方面，全省345个监测评价
断面中， Ⅰ～Ⅲ类水质断面330个，占
95.6%；29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中， 开展监测的28个水源
地水质达标； 洞庭湖湖体断面水质总
体为轻度污染，营养状态为中营养，主

要污染物为总磷。
通报对各地存在的以下问题提出

了整改要求： 一是永州市大气环境质
量方面，PM2.5和PM10的月均浓度值
分别上升了51.2%和19.7%；二是长沙、
岳阳、益阳、郴州、邵阳、常德、湘潭和
衡阳市辖区内存在水环境不达标或连
续下降的问题， 其中长沙三角洲和益
阳大通湖断面水质， 本年连续两个月
均为劣Ⅴ类，岳阳市城陵矶断面连续5
个月较上年同期水质下降。

2月全省空气质量有所改善
●吉首、怀化、张家界居前三，株洲、湘潭和长沙分别列倒数一、二、三
●长沙三角洲、益阳大通湖断面水质今年连续两个月为劣Ⅴ类

多条长沙直飞航线
票价“跳水”

往返洛杉矶最低价1200元

月桂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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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6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李柏槐）落实省委、省政府发展
精细农业的部署，省农机局今起铺开“三
减量行动”: 植保飞机发展到1000架，减
少农药施用量500吨；推广500台化肥同
步深施机， 减少化肥施用量2000吨；推
广200台生物质制肥机， 减少畜禽粪便
污染量30万吨。

新型无人飞机在农业植保领域大显
身手，湖南已推广500多架。植保飞机喷

洒农药因其雾化度高、下压力强，每亩施
药量较常规喷洒大大减少。据田间测算，
一架无人机可管1200亩至2000亩。今
年， 省农机局借助洞庭湖区农机化提升
工程，全省再推广无人植保飞机500架，
加上已有的共1000架，估算全省一年可
减少常规农药施用量500吨。

另一种新型农机———化肥同步深施
机，由湖南龙舟农机公司研制，加挂在高
速插秧机上，实行侧深同步精准施肥，可

减少化肥施用量30%以上。 今年湖南对
农民购买化肥同步深施机每台补贴
7000元， 全省推广化肥同步深施机500
台，一年可减少化肥施用量约2000吨。

省内企业还研制出一种新型的生物质
制肥机， 将畜禽粪便加上稻草等农业
废弃物装罐， 加入发酵菌，4个小时转
化为有机肥料。 一台生物质制肥机每
天可处理畜禽粪便6吨、秸秆4吨。今年
全省将推广生物质制肥机200台，一

年可减少畜禽粪便污染量30万吨以上。
“农药化肥做减法， 质量效益做加

法。”省农机局局长王罗方称，农业要改
变粗放型经营，就需精打细算，真正把精
细农业落实到田间地头。

湖南日报3月16日讯 （记者 张尚
武 ）长沙工厂化育秧订货会今天在长
沙县金井镇“开锣”。 如同市民逛超
市， 种田农民签一纸订单， 育秧、插
秧随便购买 。这对于缺劳力 、少机具
的农民来说，真是方便到了“家”。

近年来，长沙市水稻生产机耕、机收
基本普及，机插秧却始终是一块短板。去

年，全市水稻机插秧面积33万亩，机插率
仅21%。今年，市里选择长沙、望城、浏
阳、宁乡，投资奖补900万元，新建四大
育秧工厂；依托同展、云麓、鼎钧、营健等
合作社， 采用密室叠盘快速催芽齐苗新
技术， 每年为农民提供工厂化育秧4万
亩。

在今天的工厂化育秧订货会上，种

粮大户张曙光当场购买1.89万盘早稻
秧，订单价每盘包插到田3.5元。他选品
种、看机具、算细账，高兴地说，比自己搞
更合算。整个上午，两批次1000亩秧苗
订购一空。记者现场看到，占地20多亩
的育秧工厂， 装配自动化精量播种流水
线，500平方米的智能密室，叠放几十层
秧盘。据介绍，种谷装盘加盖营养土，在

密室中仅两天，就完成破胸、出苗、齐苗，
每批次秧苗可插500亩大田。

机插秧推广难的原因在于， 秧苗生
长受气候影响， 高度与机插要求难以对
接。市农机管理处王安尧处长称，长沙市
今年主推秧苗工厂化生产，为机插“量身
订制”，育秧耗时减一半、成本降一半，带
动农民打通机插秧的“最后一公里”。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最近，有网友反映，现在好多日用品都无法寄递了，特别
是一些游客反映， 旅游时购买了一些以往可以寄递回家的物
品，现在有可能不能寄递了。

过去能寄递的许多物品现在不能寄了， 源自国家邮政局
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的《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去年底正式落
地实施。根据该规定，一部分日用品寄递受到限制：卷烟不能
超过两条，白酒不能超过56度，手机不能空运只能陆运，一次
性打火机、 刀具等不能寄递……禁寄物品种类从58种增加到
188种，该规定也被称为“史上最严寄递新规”。

过去很多能寄递的物品现在不能寄递了
每年春节过后， 长沙市岳麓区王先生总会给吉首老家的

父亲寄递三五条香烟。2月初，他拨打快递公司电话，准备快递
香烟，快递员告知每次只能寄两条。“烟又不算什么危险品，快
递为什么要限量呢？”王先生很纳闷，但还是只能按照规定做，
只给父亲寄了两条烟。

前不久，长沙的陈先生在古玩市场，看中一件象牙制品，
想通过快递赠送给广东的朋友，但快递员也拒绝了。他接连咨
询了3家快递公司，都被婉拒。因“新规定”明确禁止寄递象牙、
虎骨、犀牛角等制品。

衡阳的胡先生每年冬季都要去一趟新疆， 购买一批新宰
杀的绵羊皮。以往，他收到羊皮后，便在当地简易晾干发回老
家。而去年冬天，他照例收了很多羊皮，找了好几家快递公司，
要求快递，但没有一家敢承接其业务，原来，这种牲口皮类不
经过当地防疫部门严格处理，不能够寄递。胡先生只好主动找
到当地防疫部门处理后，再寄递回来。

“能递”与“不能递”，物品寄递要弄明白
一些人外出，总会采购各式各样的物品寄递回家，如生活

用品、当地土特产、旅游区纪念品等；还一些人经常网购生产
资料，这样做既经济快捷又简单省事。

娄底的高先生是长期从事古典家具加工制造的专业户，他
每年需要从外地购进上10吨的原质桐油。这种物品过去都是密
封贮藏，运输途中也能保证安全。10多年来，高先生都是通过物
流公司运回厂内。去年，他因急需两小桶桐油，便改在网上下
单。按常规，一般在两三天之内就能收到物品，但是过了近两
周，还是杳无音讯。高先生一打听，所有的快递公司都拒绝接收
这一包裹。原因是“新规定”明确规定，桐油类物品不能快递。

益阳肖女士经常外出旅游， 总会在旅游点购买一些有当
地特色的纪念品，也有一些朋友托她代购物品寄回来。以前，
她去西藏旅游时，曾帮朋友带过藏刀、犀牛角制品等。当时都
是店家代寄回来。“新规定”出台后，这些物品还能像以前一样
快递么？肖女士特意咨询了多家快递公司才明白，这些物品不
能寄递了。

湖南邮政速递物揽投员小张介绍，“新规定”刚开始实施，
他们作为第一执行者，确实还有很多弄不明白的物品，像枪支
弹药、易燃易爆物品等不能快递过去也非常明确。但“新规定”
出台以后，又增了100多种物品不能快递；而这些物品，平常
他们也没有过多地留心，所以一不小心就接收过来了，而结果
会受到处分。如遇到有不明液体、不明粉末，但并不知道这些
物品不能快递，揽收回来后，处分非常严重；还有个别同事不
小心收了这种单，被公司开除。

“新规定”落地必须上下联动，防惩并举
“新规定”落地是一项复杂工程，涉及到整个邮政业，快递

企业、电商平台及所有客户。省邮政管理局负责人认为，要真
正使“新规定”全面落地，必须坚持上下联动、防惩并举。仅靠
行政部门和快递企业，没有所有快递员队伍和客户的配合，是
无法全面落实到位的。

“新规定”出台后，省邮政管理局组织了专门班子，着手制
定相关落地措施。

湖南邮政、湖南圆通、湖南顺丰等快递企业，雷厉风行落
实“新规定”。重点放在快递队伍的培训，提高承接快递的辨别
能力，把“不能递”的物品控制在第一环节。

如何让新规全面快速落地？ 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
勇表示，开箱验证、实名登记、禁寄物品管理等规定的执行，不
能仅仅依靠快递行业，上游的用户、电商、企业同样需要规范
和约束。“仅仅监管快递是不够的， 应该从源头上监管。 现在
75%的快件是来自电商，如果电商环节控制好，至少问题可减
少一半以上。”

防止故意寄递“不能递”物品，是“新规定”全面落地的重
要一环。工商、质监、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责任重大。对这种
行为，发现一起，要查处一起。

省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提醒消费者：网上购买商品，最
好和商家有约在先，如果属于不能寄递的物品，商家应通过何
种方式退钱给买家；如果买家遇到权益被侵害，建议向当地消
协部门投诉， 而且一定要留好当时购买的票据和寄递单等证
据，方便以后维权。建议大家最好不要购买禁递物品。

卷烟不能超过两条，白酒不能超过56度，手机
不能空运只能陆运，一次性打火机、刀具等
不能寄递……

当心，
188种物品不能寄递！

湖南日报3月1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今日发布， 为方便
广大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将在4月中旬对全
国铁路列车运行图进行调整，4月14日及
以后始发的旅客列车车票定于3月21日起
开始发售。

目前，火车票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电
话订票的预售期最远为30天。按此计算，3
月16日即可最远预订4月14日的火车票。
记者今日在12306网站查询发现，4月14日
始发的所有车次均显示为“列车运行图调
整，暂停发售”。

另据介绍，4月2日至4日清明小长假
期间，长沙南至怀化南、邵阳将分别增开一
趟高铁列车。具体车次、时间以12306官网
公告为准。

全国铁路4月中旬调图

4月14日及以后火车票
改为3月21日起发售

农药化肥做减法 质量效益做加法
湖南农机推进“三减量行动”

长沙工厂化育秧订货会“开锣”

订单购买育秧插秧

3月16日，浏阳市柏加镇仙湖村苗木基地，多种花木交织，呈现出一片彩色森林的画面。柏加镇是“全国花
卉苗木生产示范基地”“湖南省农业旅游示范点”，目前有一级园林绿化企业10家、二级园林绿化企业25家、花
木专业合作社180家，花木种植面积1.8万余亩。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徐红星 摄影报道

“我们的中国梦”
曲艺名家送欢乐进浏阳

湖南日报3月16日讯（记者 陈薇 通
讯员 曹梦佳 ） 今晚7时30分， 由中国文
联、中国曲协、湖南省文联主办的“我们
的中国梦” 曲艺名家新秀送欢乐———走
进浏阳专场演出在浏阳高新区宏伊工业
园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前
光等出席。

本次演出是中国曲协专门安排的公益
性文化惠民活动， 来自全国的多位著名表
演艺术家， 为浏阳群众奉献了一场曲艺盛
宴，现场近2000名观众兴致勃勃地观看了
演出。

欢乐的开场歌舞拉开了演出的序幕。
随后，湖南省曲协主席、著名相声艺术家大
兵和他的搭档赵卫国、 黄荣联袂出演了群
口相声《向领导汇报》。黄宏表演的小品《泄
密》，冯巩、李志强表演的相声《朋友你好》，
李金斗、 夏吉平表演的滑稽双簧《说学逗
唱》相继登场，节目风趣幽默，尽显大家风
范。来自全国的艺术家还表演了四川清音、
二人转等曲艺节目， 让浏阳观众领略了曲
艺之花的别样风情。

最后，由中国曲协主席、著名相声艺术
家姜昆和搭档戴志诚合作的相声《乐在其
外》作为整场演出的压轴好戏登场。现场高
潮迭起，掌声不断。整场演出形式多样，观
众沉浸其中，尽享欢乐。

彩色
森林

3月雨水缠绵不休
出门记得带雨伞，下雨天提防雷电

周日，气象部门邀您“观云识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