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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喻晗）进入长沙市场100天的摩拜
单车，今日发布10万辆共享单车汇总而成
的大数据： 省会五类区域表现出明显的骑
行需求，其中，以五一广场、东塘友谊商城
为中心的两大商圈区域， 集合了全市25%
的骑行量，占比居首。

此外， 有21%的骑行量发生在校园地
带，湖大和农大等高校成为高频骑行点；橘
子洲、 岳麓山和梅溪湖等景点吸引了13%
的骑行量，每到周末增幅尤其明显；19%的
用户会骑摩拜单车到万达、 德思勤等写字
楼作为上班通勤； 还有22%的用户会在小

区周边找车。
数据显示， 自今年2月13日摩拜单车进

入长沙以来， 用户百日骑行的总距离已超过
4682万公里， 相当于绕长沙二环线96万圈。
而从单次出行距离看， 长沙九成以上用户的
骑行距离在3公里以内，单次骑行平均距离为
2180米，印证了“最后一公里”的庞大需求。

行业专家呼吁， 尽早设立行业准入门
槛， 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有责任通过科技手
段来强化管理。 摩拜单车华南区总经理赵
剑平介绍， 用技术手段解决乱停车问题，6
月将在长沙落地首个智能推荐停车点，并
逐步推广到全城。

�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刘勇）早稻刚
进入分蘖盛期， 新谷大约还需要两个月才能
上市，湖南的夏粮收购库容已提前备好。中储
粮湖南分公司今天在湘潭市召开媒体通气会
发布，全省目前已筹集仓容约140万吨，可以
足额保障今年新产早稻的收购。

中储粮湖南分公司是全省早稻收购特
别是政策性收购的执行主体。 受市场粮价
低迷影响，湖南从2013年到2016年连续4年
启动早稻政策性托市收购， 以保护种粮农
民利益。这让全省粮食高仓满储。为此，中
储粮湖南分公司今年提早启动储备粮的轮

换销售，同时加大去库存力度，积极腾出库
容。

该公司副总经理刘全书介绍， 储备粮的
轮换销售，价格随行就市，过去要么是每月均
匀出库，要么是选择市价较好的时候再出库。
现在市场粮价仍然低迷， 但今年要确保在早
稻谷上市之前完成轮换销售任务的90%，以
时间换空间，牺牲企业一点利益，更好地保障
种粮农民利益。

5月初，全省早稻移栽基本完成。中储粮
湖南分公司即派出多路调查组，深入田间地
头了解今年早稻的播种面积、 长势情况等。

从各地反馈的信息来看，后期如果不出现大
的灾害， 今年全省早稻生产呈总体平稳趋
势。通过提早销售腾仓、加快新建仓库和维
修老仓等， 全省早稻收购仓容总量无忧，但
个别地方可能会出现结构性不平衡的“偏紧
张”。

对此， 中储粮湖南分公司积极实行跨县
集并， 将粮食主产区的库存粮食调运到粮食
产量一般的地区， 以缓解局部地区仓容紧张
的矛盾。在4月之前，该公司已执行3万吨的跨
县集并任务，目前又向国家申请了10.5万吨的
跨县集并计划。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彭晓谭

他是一名山区投递员， 凭着一辆单人摩
托，在崇山峻岭中穿梭了15年，总行程40多万
公里。

他就是湖南省劳动模范、 岳阳县邮政公
司投递员徐永辉。

5月9日，记者采访徐永辉，这天正是他14
年前第一次踏上这条山区邮路的纪念日。

当地邮局有条邮路，在岳阳、平江、湖北
通城三县交界处。70多平方公里面积，3个自
然村，居住着1.7万人。因交通闭塞，很长时间
没有固定的投递员。

2002年，岳阳县邮局外招投递员，开通这
条邮路。应聘的人很多，但听说要跑山路，都
打了“退堂鼓”，只有徐永辉没有退缩。

穿上绿色工作服后， 徐永辉便把身心全
部投入到了工作上。他每天早晨7点，准时从

支局出发，在陡峭的山路上，完成往返80多公
里的行程。

每年春季，淫雨霏霏，也是徐永辉难熬的
日子。茫茫大山，浓雾弥漫，能见度低，徐永
辉骑摩托车虽然小心翼翼，但仍多次掉进沟
壑中。

一次，徐永辉在山中遇上一场暴雨，突遇
泥沙掩埋了路面，加上山中的雾气，徐永辉连
车带人滚下近5米的山坡。缓过神来，他第一反
应就是去捡回被甩出10多米远的邮包。当他回
头抖去身上的泥水时才发现，自己的左脚背被
划了一道近两厘米的口子，血水浸透了鞋袜。他
用随身携带的医药包，简单处理伤口后，又继续
上路。回到支局时已是晚上10点。

2008年，南方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冰灾。冰
冻高峰期的一天， 徐永辉从支局分拣处发现
自己邮路上有10多份邮件和两张汇票。

徐永辉仔细查看汇票， 发现两张汇票是

他非常熟悉的两个客户的。一张是白石村“老
病号”陈阿姨的，另一张则是钟山村一对空巢
老人的。

陈阿姨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冬天，几
乎都是在医院病床上。 在外打工的儿子寄钱
来，是让母亲赶快去住院的；空巢老人的钱也
是省外亲人给两位老人添置棉衣棉被的。

徐永辉心里明白，这些钱不能耽误。他根
据汇票的额度， 事先从自己的银行卡支取现
金，先垫给客户，再回支局帮客户办理取钱手
续。

为防路滑，徐永辉找来草绳，牢牢地捆在
雨靴上，同时，又给摩托车装上防滑链，准备
工作完成后， 徐永辉便迎着刺骨的寒风和冰
雪向山里出发了。

雪越下越大，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路。他索
性将车扔下，找了根树枝当拐杖，深一脚浅一
脚向前跋涉。

经过4个多小时的艰难行走，他才把钱和
邮件送到客户手上。

“客户有需求没满足时， 内心就感到不
安。”徐永辉心理装的都是客户。10多年来，他
除了收送邮件外， 大量时间是帮客户代购农
资、代缴话费、代领工资等。他成了邮路名副
其实的义务“采购员”、“代办员”。

徐永辉在随身带的小包里有3个本子。一
个记录服务“三农”的事项，一个登记要便带
的物品，还有一个是记录代缴的各种费用。如
今他又专门建立一个便民服务QQ群。

这些年来，徐永辉除了本职工作外，客户
托付的便带物品、 代缴费用等都及时做到位
了，再没有落下任何一件事。

邮路连通心路，徐永辉的付出，获得了客
户的高度评价， 乡亲们热情地称他为无私奉
献的“绿衣使者”。

崎岖邮路连心路
———记湖南省劳动模范、岳阳县邮政公司投递员徐永辉

“湖湘劳模”

早稻收购库容提前两个月备好
全省目前已筹集仓容约140万吨，可以足额保障今年新产早稻的收购

�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童宁）今天，长沙海关发布数据，1
至4月，全省向“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出口陶
瓷产品1.8亿元，同比增长72.1%，拉动全省
陶瓷出口总量增长18.1个百分点， 成为新
的出口增长点。

2016年9月至今，我省陶瓷出口连续8
个月实现高速增长， 其中5个月增幅达到
1.7倍以上。今年前四个月，全省对“一带一
路” 沿线市场发生实际出口业务的陶瓷企
业有161家，其中新增企业75家，新增企业

出口额超过8000万元，成果丰硕。
东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地区成长为

我省陶瓷产品出口主体市场。1至4月，全省
对东南亚11国出口5245万元， 同比增长
77.5%；对西亚北非16国出口5162万元，同
比增长68.3%； 对中东欧16国出口3664万
元，同比增长87.8%。

未来增长可期待。 在刚刚结束的第
121届广交会上，醴陵市日用陶瓷获得“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订单增幅超过
20%，其中，长期订单占四成以上。

“一带一路”为湖南陶瓷出口
带来新机遇
1至4月“一带一路”市场拉动全省陶瓷出口增长18.1个百分点

�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唐爱平）
21日晚间，中联重科发布公告，宣布将以
116亿元出售其全资子公司———长沙中联
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境产
业公司”）80%的股权。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控股”或“盈峰”）
收购环境产业公司51%的控股权， 其他三
方收购29%的股权。 中联重科主营业务由
此聚焦为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两大装备制
造板块。

2013年中联重科提出战略转型，环
境产业与工程机械、 农业机械成为三大
业务支柱。在环境装备制造方面，中联重
科是国内最大的环卫装备制造商， 其核
心产品路面三车（洗扫车、扫路车、垃圾
车）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0%。2016年
度， 环境产业板块贡献了56亿营业收入
和7.55亿利润。

但环卫设备的销售只是大环境产业的
冰山一角。 要迅速地从环卫设备生产商向
环境治理整体方案提供商和运营商转变，
需要巨额投入、 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和丰富

的项目资源为条件。
目前， 中联重科另外两大板块———工

程机械和农业机械，对资源的需求也是“嗷
嗷待哺”。 历经四年行业低谷的工程机械，
今年初以来市场迅猛回升， 全行业几乎处
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公司需要全面投入资
源。 农业机械自2014年进入中联重科，尚
处于培育成长期，对技术、市场资源的需求
也处于饥渴状态。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行业特性、现有
资源条件来看， 环境产业与中联重科其他
两大板块分属于不同行业， 在同一公司内
发展，不但难以实现内部资源共享，更会造
成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在资源难以兼顾，相
互掣肘在所难免的情况下， 中联重科转让
环境产业股权， 更有利于工程机械和农业
机械的做强做大。

“取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 舍环境产
业， 是为了更加聚焦我们所擅长的核心业
务， 并让环境产业顺应产业规律去与优势
资源结合而持续壮大。”中联重科董事会秘
书申柯介绍。

中联重科出售环境产业80%股权
主营业务聚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两大板块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曹娴）今
天， 湘潭环保协会联合长沙绿色潇湘环保
科普中心，共同发起“河长助手·湘江卫士”
项目，在湘潭地区招募500名志愿者，共同
开展水资源保护行动， 探索全民治水的新
模式。

据介绍，该项目将以湘江湘潭段及涟
水河、涓水河、韶山灌区等河湖为重要阵
地，设“河长助手·湘江卫士”大队，按区
域建立8个中队；与政府河长办建立联系
制度，对接各级政府河长。每名“河长助
手”将分配一公里河湖坡堤，充当好“宣
传员、信息员、监督员、清洁员”，包括在
这一公里河湖坡堤地段， 开展水资源保
护、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改善、水生态修
复的宣传；及时将发现的破坏水环境、污
染水资源、 损坏岸线设施和绿化等情况
汇报给湘江卫士办公室； 对举报给政府
有关部门的破坏、污染行为的处置、处理
到位情况进行监督；清捡垃圾，保持河岸
清洁。

湘潭环保协会秘书长李健如介绍，目
前，湘潭市的四级河长体系已经全部建立，
希望通过“河长助手·湘江卫士”项目，发挥
民间环保组织的动员能力，整合社会力量，
协助政府探索出一套权责明晰、 点面结合
的全民治水新模式。

湘潭招募500名
“河长助手”
探索全民治水新模式，当好

“宣传员、信息员、监督员、清洁员”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彭雅惠）
今天，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布消息，该
局邮检办事处近日从法国入境邮件中截获
活体蚂蚁792只和百余粒蚁卵。 这是我省
首次截获大批量活体蚂蚁， 也是迄今全国
单次截获活体蚂蚁及蚁卵最多一次。

记者在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邮检办
事处实验室看到，300支玻璃试管捆扎整
齐排列在桌上， 每只试管长约10厘米，口
径约2厘米，底部盛放有透明液体，试管用
两段浸有红、黄、蓝色液体的棉花封塞，中
间是黑得发亮的“偷渡客”，一只只耀武扬
威、上蹿下跳，精力极其旺盛，管壁上还沾
着正在孵化的蚁卵。

“这批活体蚂蚁及蚁卵以专业包装手
法放置在一个从法国寄来的中型纸型内，
试管中的透明液体疑似营养液， 可使蚂蚁
长时间保持活力。” 检验检疫工作人员推
测， 这可能是蚂蚁玩家从境外邮购的新型
宠物，“这几年省内兴起饲养新型宠物，很

多网店商家和个人从境外购买国内没有的
蚂蚁品种。”

经鉴定， 此批被截获的蚂蚁及蚁卵全
部为工匠收获蚁，主要分布于东欧、西亚、
中亚地区，我国仅新疆有少量存在。这类蚂
蚁属大头蚁族，体型远大于我省本土蚁种，
繁殖速度非常迅速，且在国内没有天敌，入
侵后对本土蚁种将带来严重威胁； 工匠收
获蚁上颚强壮，善于撕咬攻击，有切割收藏
植物种子和叶片的习性， 会影响植物群落
结构，造成生态和农业安全隐患。此外，境
外活体动物本身可能携带疫情， 危害人体
健康。

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表示， 我国对
活体动物进出口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任
何组织和个人未经审批不得擅自进出口活
体动物，违反规定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目
前， 截获的近千只活体蚂蚁和蚁卵已被扣
留，很快将统一销毁，而违法邮购者将面临
5000元以下罚款。

我省截获大批量入境活蚂蚁
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审批不得擅自进出口活体动物，
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共享单车发布长沙骑行“大数据”
五一商圈、东塘商圈占到全市骑行量25%；
校园地带、景点分别占骑行量的21%和13%

5月9日，
岳阳县月田镇
花苗村， 月田
邮政支局投递
员徐永辉将报
纸送到村民手
上。

傅聪 摄

长沙渔业路东延线隧道全面贯通
5月23日，长沙市开福区渔业路东延线隧道全面贯通，开始隧道内各管线和地下排水等附属

设施建设。渔业路西起盛世路，东至东二环线，全长约1300米，其中有980米隧道下穿车站北路
和福元路，隧道部分为双向4车道。预计今年7月底通车。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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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本土香料植物，了解生物多样性

去省森林植物园“闻香识植物”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周月桂）大自然不仅给了植物多彩的外

貌，还有各有特色的气味。5月22日至23日，为纪念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省森林植物园将20多种本土香料植物带进小学课堂，让孩子们通过看、
摸、闻等方式，认识这些常见又不够了解的本土植物。

据不完全统计，香料植物在世界上有3000多种，被有效开发利用的
有400多种，分属于唇形科、菊科、 伞形花科、十字花科、芸香科、姜科、
豆科、鸢尾科、蔷薇科等。据省森林植物园科普中心主任曾桂梅介绍，迷
迭香可以驱蚊、醒脑，薄荷的气味清新，可让人思维清晰、反应灵敏，鱼腥
草可入膳入药，薰衣草能让人镇定……不过，也有一些香料植物是不可
以多闻的，如百合花的香味会使人过度兴奋导致失眠，夹竹桃的气味会
使人头晕，郁金香的花朵含有毒碱，不可接触过久。

据了解，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省森林植物园举行了“闻香
识植物”这一主题活动，集中展示了湖南常见的紫苏、薄荷、鱼腥草、栀子
花、迷迭香、茉莉等20多种香料植物，这些有香味的植物激发了孩子们探
索自然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