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3月16日，50株从八
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引种的长果安息香树
苗来到长沙。

一路长途奔袭，在
长沙南郊的省森林植物
园停下了脚步。 人们希
望这一濒危物种能在此
落脚生根、开枝散叶。

迁居长沙南郊，
静待开花结果
� � � � 3月18日，正逢植物
园一年一度樱花节，虽
然下着雨， 园内游人仍
旧不少， 多集中在樱花

湖附近。
细雨中，新来的长果安息香被种植

在樱花湖附近，在木荷的荫蔽之下和杜
鹃的簇拥之中， 细瘦的枝头已有芽苞。
它们长得很慢，由八大公山的科研人员
7年前人工繁殖而成，到现在也不过1米
多高。

它们是为了省森林植物园承担的
国际植物园联盟（BGCI）项目———长果
安息香遗传多样性研究及综合保护而
来。人们希望在此建立该物种的迁地保
育基地，提高其在自然生境下的自我恢
复能力和个体数量，建立人工繁殖技术
和苗木培育方法，同时也唤醒人们对这
一濒危物种的保护意识。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省森
林植物园颜立红博士就开始着手开展
长果安息香的迁地保护，并在省森林植
物园的珍稀植物园内通过育种、嫁接等
方式培植了不少长果安息香苗木。

虽然生境并不太完美，但经过多年
努力，也相继成活了20多株，此时正在
萌发嫩芽，也许将来，它们也会开花结
果。

“长果安息香的原始生境海拔并不
高，移栽到长沙是没有问题的。”八大公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技科科
长谷志容说，在八大公山，野生长果安
息香基本生活在海拔300至700米的溪
沟边，对于长沙的海拔应该是可以适应
的。

顺利的话，3年后，省森林植物园这
一项目将获得2000株幼苗。 最终，人们
将把该物种移栽到野外生境，让其回归
自然。 我们也可能有机会在园林、街头
看到这一珍稀濒危植物。

分布生境狭窄，人类干扰严重
到3月底4月初，八大公山里的长果

安息香，便会在雨水中开出有香气的花
朵， 细长的花梗上垂着白色的单瓣花，
楚楚动人。

开完花后，会迅速挂果。 果实成熟
后异常坚硬，果形奇特，果柄长，中间是
锥形，尾巴拖得很长。 而胚芽包裹在硬
壳内， 需经过一年的休眠之后才会发
芽。

长果安息香有多濒危？省森林植物
园BGCI项目组调查显示：“目前已调查
到的野生数量是120株左右。 ”

长果安息香是1981年由中南林学
院祁承经教授发表的新种。人们一度把
它当做湖南特有种，仅在石门县壶瓶山
与桑植县八大公山发现野生植株，分布
生境极其狭窄。 近年来的调查发现，湖
北秭归县也有少量野生植株。

长果安息香种群数量稀少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种子极低的萌发率。 省森
林植物园颜立红博士认为，长果安息香
种子外包裹有厚厚的木质层，在野生状
态下不易萌发，因此在野外也很少能见
到幼苗。

专家认为，长果安息香很可能与珙
桐、红豆杉一样，是第四纪冰川之前的
残留种。 相对来说，珙桐野外数量要比
长果安息香多得多，八大公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科技科科长谷志容认
为，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珙桐生存的海拔
要高些，较少人类的威胁；而长果安息
香生长的海拔不高，靠近居民区，加上
其木材的可利用价值不大，大多数人并
不认识长果安息香，它们极有可能被村
民随意砍伐。

“让更多人认识这种植物，也是很
重要的一种保护。 ”省森林植物园科普
中心主任曾桂梅说。 这些天，她忙的就
是长果安息香的科普工作。

【生物小名片】

长果安息香
又称长果秤锤树， 珍贵的 “活化

石 ”植物 ，为我国特有的单种属植物 ，
在研究安息香科的系统发育上有重要
的科学意义， 同时也是较好的园林树
种。模式标本产自壶瓶山紧关门，据调
查统计， 该种野生分布在湖南张家界
天门山、桑植县八大公山、石门壶瓶山
以及湖北省秭归县茅坪镇 ， 总数约
120株。

� � � �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黄利飞 ）加加
食品拟收购金枪鱼钓， 隆平高科拟收购联创
种业……近期，湖南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
拟在各自领域收购相关资产。 多只湘股同时
上演并购重组大戏， 成为资本市场一大关注
点。

今日复牌的隆平高科， 股价涨3.52%，报
25.03元。此前公司公告称，拟以发行股份的方

式，购买联创种业90%股权，交易总金额13.9亿
元。联创种业主要从事杂交玉米种子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此桩并购若顺利完成，将进一步增强
隆平高科在玉米种子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与竞争
力，巩固其种业龙头地位。

因筹划公司股权划转停牌已近3个月的天
桥起重，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株洲市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集团告知函， 称中车集团与株洲市

人民政府已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协议双方达
成初步意见，将联合实施央企和地方国企混改，
结成更紧密的资本纽带， 共同发展株洲新能源
汽车及相关产业。

同样处于停牌状态的现代投资， 重大资产
重组的标的， 拟为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合法持有的公路资产。

最受关注的，当属加加食品的“大手笔”并
购：拟以48亿元，收购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
限公司100%股权。金枪鱼钓从事金枪鱼的远洋
捕捞和销售，主要产品为超低温金枪鱼。

� � � �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段婧轩）全省勘察设计管理工作会议日前召开，
通过电视电话会议方式覆盖到县（市、区）一级，
对全面推进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作出了再动
员、再部署。

施工图审查是工程建设基本程序。 随着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多头报审费时费力、纸质施工
图送审成本高等弊端开始显现。

去年底， 我省在全国率先以省政府名义发
文， 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
审查制度改革，并提出了一系列举措。截至目前，
全省施工图管理信息系统已正式运行，共享一个

平台和一个数据库，实现了“互联网+图审”；进系
统审查的项目已达到5198个，审查时间缩短了近
1/3；长沙市、张家界市及汨罗市、宜章县等28个
市县已开展政府购买施工图审查服务。

此次会议要求， 各地要大力推进施工图审
查制度改革。首先，要抓紧实施政府购买施工图
审查服务，不落实的地方将被问责追究。其次，
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全电子化招标， 减少人为干
预。同时，各地住建部门要会同消防、人防部门
开展“多图联审”试点，组织开展技术培训。根据
改革要求，到今年底，将全面实现住建、消防、人
防三部门“多图联审”，让建设单位报审施工图
“零跑路、零接触、零付费”。

湘股上演并购重组大戏

湖南全面开启
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

年底实现住建、消防、人防三部门“多图联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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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自然笔记

� � � �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周小
雷）今天上午，省委统战部部务会与各
民主党派省委领导班子等联合学习，邀
请省工商联、省侨联领导班子有关成员
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
联组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邓焕生，
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
党派人士代表何报翔、杨维刚、赖明勇、
潘碧灵、胡旭晟、张大方、张健、陈松岭、
李赤群， 省侨联负责人朱建山座谈发
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

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具有重大指导意
义，振奋人心、催人奋进。

黄兰香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首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并进行
了深刻阐述，释放出了新时代多党合作
的最强音，大家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 把思想统一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把成
效体现到服务中心大局上来，进一步提
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把功夫下到提升
履职能力上来，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参政党建设。

� � � �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张颐
佳）今天，长沙市蓝天保卫战“三个月治
标”讲评会举行，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
记胡衡华出席。他强调，蓝天保卫战是
一场硬仗，全市上下要紧盯目标、科学
决策、标本兼治、久久为功，彰显省会作
为。

1月13日，长沙市响应中央、省委的
号召，率先吹响了“蓝天保卫战”的号
角。两个多月以来，长沙市各职能部门、
9区县（市）对照行业管理、属地管理扎
实推进，通过抓实、抓细、抓严、抓紧，抓
出了明显成效。截至3月15日，长沙市今
年来空气优良天数累计47天，优良率达

63.5%，比上年同期增加了6天；二氧化
硫、 二氧化氮、PM10、PM2.5平均浓度
分别下降13.3%、14.6%、17.4%、11.5%。

胡衡华指出， 污染不是一日形成，
治理也非一日之功， 全市上下要勠力
同心 ，紧盯目标任务 ，抓具体，抓落
实，以3年为限，让长沙空气质量得到
明显提升；要聚焦问题，突出重点严
监管，依法依规铁腕推进治理；要打
出源头治理的组合拳，城管、交警、交
通、区县等多部门形成合力，减少产
生影响空气环境的因子；要深化宣传
教育，形成“从我做起、人人有责”的
浓厚氛围。

通讯员 杨亲福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3月中旬，走进新化县文田镇石燕村后的竹
林，仿佛走进了竹的海洋。微风拂面，送来沁人
心脾的竹香。伴随着“窸窸窣窣”声音，一束束阳
光从竹叶间洒落。

徜徉山道，迎面走来一位50多岁的汉子：头
发斑白，肩上扛着几根南竹。他就是村民津津乐
道的“绿竹痴农”罗治平。

“这一根竹子能卖多少钱？”面对记者的疑
问，罗治平笑着说：“光卖竹子可舍不得，就十几
块钱吧。如果拿来喂养竹鼠、制作竹筒酒，那就
成了金竿竿。”去年，凭借这两样，他的纯收入突
破了12万元。

“走，带你去瞧瞧！”在山下的住所，几间房
屋改成了竹鼠养殖场。 一只只肥硕的竹鼠在圈
内探头探脑，或啃食嫩竹，或打盹。“大部分竹鼠
已经被周边的农家乐预定了， 还有些是留给老
顾客的。”罗治平边介绍边拿出一个封满黄泥的
竹筒，“尝尝我自己研制的竹筒酒。”

竹筒打开，香溢满屋。琥珀色的水酒，既有
竹子的恬淡，又有水酒的清香。罗治平的话匣子
也随之打开。

“与竹子打交道还是在5年前，看了一档竹
鼠养殖的电视节目。”罗治平说，“那时候竹鼠很
少有人工喂养的，是个新鲜事物。我看村里后山
有大片天然竹林，心想或许可以试试。”

“进山抓过竹鼠，但自己喂养还是头一回。”
罗治平坦言，“尽管心里没底， 但还是也下了奋
斗一把的决心。”他买来一批养殖书籍，精心钻
研，写下了一摞厚厚的心得体会。2012年，他将
房屋抵押，贷款改建了2个小型养殖间，引进了
10对竹鼠试养。“竹鼠攻击性很强，不能混养，每
个小栏只能放1对， 每一批竹鼠必须是一个种
群，否则会大面积咬死。”因为前期准备充分，他
不仅小赚了一笔，而且成功繁殖了一批幼崽。

随着新化县全域旅游的快速推进， 来农村
踏青休闲的人越来越多， 村民们纷纷开起了农
家乐，办起了生态农庄。他喂养的竹鼠成为这些
农家乐的“必点菜谱”，每公斤卖到了240元。

“山里竹林面积广阔，喂养竹鼠用不了多少
竹子。” 罗治平又打起竹子的主意来，“吃竹鼠，
免不了要喝点小酒，但新化做水酒的太多，价格
上没优势，索性试试做竹筒酒。”

竹筒酒制作讲究，从原酒到种酒、长酒、陈
酒，每道工艺都不能马虎。一个环节出现瑕疵，
就会影响整批酒的品质。原酒度数太低，导致成
品“寡淡”；高压灌注的口子开大了，竹筒酒挥发
得所剩无几；竹子没选好、生长不充分，酒会串
味；窖藏的时间没把握好，密封的黄土就会浸入
酒中……

在历经2年多的奋斗后， 罗治平摸索出一
套完整的酿制方法。2015年， 罗治平成功产出
了第一批竹筒酒， 每筒0.5公斤左右， 价格60
元。产品一推出，马上就被附近的农家乐抢购
一空，还有不少游客上门预定。生意日渐红火，
他租下了70亩竹林，住进深山，专心养殖竹鼠、
酿制竹筒酒。

今年，罗治平把竹鼠养殖扩大到了40对，已
窖藏1500筒竹筒酒，但还是供不应求。趁着晴好
天气，他每天背着盛满原酒的酒桶、拿着高压灌
注器，穿梭在竹林。他说：“点竹成金，其实没啥
秘诀， 我的法宝就是勤劳肯干。 为了自己的梦
想，不断奋斗，绝不轻言放弃。”

省委统战部部务会与各民主党派省委领导班子等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政协联组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长沙市蓝天保卫战
“三个月治标”讲评会召开

胡衡华要求标本兼治、久久为功， 彰显省会作为

罗治平“点”竹成金

志愿服务
暖人心
3月17日， 中建三

局中南分公司星沙项目
群， 志愿者为工友洗头。
当天， 该项目群的志愿
者发起了为异乡工友免
费理发、 洗发和品龙须
面活动， 让工友们感受
到“大家庭” 的温暖。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吴维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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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陈淦璋 王文）
记者今天获悉，为提高新建商品住宅品质性能，
实行成品建设交付，《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推进新建商品住宅全装修建设的通知》（简
称《通知》）今年3月15日印发，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根据《通知》，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
区、雨花区等市内五区新供地的商品住宅项目，
采用全装修建设交付的比例不低于70%； 望城
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新供地的商品住宅

项目，占比不低于30%。国土资源部门在制订土
地供应方案时， 将全装修建设要求列入宗地挂
牌条件，写入挂牌方案及出让合同。已依法取得
土地且未销售的商品住宅项目，可参照实施。

《通知》指出，新建全装修商品住宅项目应
提供多个装修方案。 毛坯部分按规定进行价格
监制，装修部分价格报发改部门备案；销售合同
网签备案时，毛坯和装修分开计价。新建商品住
宅项目装修部分价格以第三方造价机构核算为
准。

《通知》要求，新建全装修商品住宅项目，应
按所售户型1∶1要求建设样板房， 样板房应保留
至项目交付完毕。全装修示范合同、装修标准等
事项在销售现场公开展示， 全装修住宅交付标
准不得低于样板房和示范合同所展示的标准。

《通知》明确提出强化全装修合同管理，开
发建设单位按全装修合同示范文本要求与购房
者签订销售合同，并注明毛坯价、装修价和合同
总价。装修清单应在合同附件中予以明确。项目
在交付业主时，装修部分应与业主验收确认。

长沙发文推进新房全装修交付
市内五区新供地的住宅项目，占比不低于七成；开发商应提供多个装修方案，销售合同应注明

毛坯价、装修价、合同总价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徐文超）今天，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发
布消息，今年我省首次电力交易成交85.6亿千瓦
时，直接降低用户用电成本1.44亿元。

3月6日至12日， 根据最新发布的电力中长
期交易规则、实施细则和交易方案，湖南电力交
易中心精心组织了今年第一次市场化交易。

其中，在祁韶直流挂牌交易中，33家重点优
势企业成交15.5亿千瓦时，541家贫困县企业成
交10.3亿千瓦时，交易共释放红利7264万元。

在省内双边协商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中，
67家售电公司、15家火电厂、4家风电厂参与，成
交电量59.8亿千瓦时，共释放红利2235万元，电
厂侧平均每千瓦时降0.37分钱。

此外， 除重点企业和贫困县企业以外的参
与市场交易全体企业， 还可以享受祁韶价差空
间约4900万元，相当于每千瓦时市场电量降价1
分钱。

湖南电力交易中心表示， 随后还将组织丰水
期的清洁能源专场交易和后续各月电力市场交
易，全面扩大市场交易规模，惠及更多市场主体。

我省今年首次电力交易
成交85.6亿千瓦时

直接降低用户用电成本1.4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