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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9日讯（记者 柳德
新）记者今天从省水利厅获悉，我省
今年将在湘江流域开展“河长制”管
理试点， 以水利改革引来“源头活
水”。省水利厅正在研究起草《湘江
流域“河长制”实施方案》。

根据《湖南省水利厅深化水利
改革领导小组2015年工作重点》，水
利部门将从河湖管理与保护方面入
手，建立水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并选
取株洲市、长沙县、洪江市为此项改
革试点地区。 结合湘江保护与治理
这一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全面

创新湘江流域管理和保护机制。全
面实施河道保洁， 落实河道保洁属
地行政首长负责制，定期开展监测，
实施年度考核。 出台河道分级管理
意见，开展“河长制”管理试点，研究
起草《湘江流域“河长制” 实施方
案》。

湘江流域试行“河长制”，我省
已有制度基础。省财政厅、省环保
厅、省水利厅此前已联合出台《湘
江流域生态补偿(水质水量奖罚)暂
行办法》。 在对湘江流域上游水源
地区给予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

付财力补偿的基础上，遵循“按绩
效奖罚”的原则，对湘江流域跨市、
县断面进行水质、水量目标考核奖
罚。污染越重，处罚越多；保护越
好，奖励越多。

■相关链接

“河长制 ”，即由各级党政主要
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辖
区内河流的水生态保护、水
污染防治。

江苏省无锡市在经历
“太湖水危机”后，2008年率

先在太湖流域管理中探索“河长制”。
到2014年，江苏、云南、河北、安徽、
湖北、四川、黑龙江等10多个省已实
行“河长制”，在淮河、海河、滇池、巢
湖、松花江等流域相继建立水生态保
护、水污染防治领导责任制，为促进
我国区域生态环境修复与流域水环
境治理探索出一种新模式。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申福春 魏海林

“培育出中国最红最艳的紫薇”的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首席专家王晓明博
士日前被评为“2014中国花木产业年度
人物”。

获奖归来的“花博士”王晓明今天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紫薇新品种“墙内
开花墙外香”，未让省内花农先富，堪称
自己的一桩憾事。

王晓明博士领衔的木本花卉科研
团队，依托国家“948”项目，从美国引进
一批紫薇品种，历时8年攻关，经过生态
适应性、 遗传性状改良等试验研究，从
中选育出“红火箭”、“红火球”等紫薇新
品种，为“美丽中国”加油添彩。

据王晓明介绍， 与本土紫薇相比，
“红火箭”、“红火球”等紫薇新品种花色
更红艳，更耐寒，生长速度快，花期也更
长， 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区推广种植。
2014年， 这些紫薇新品种产销苗木3亿
多株，为花农增收过10亿元。

早在2009年，“红火箭”、“红火球”
等紫薇新品种就通过国家科技成果认
定，并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当时，长
沙市林业局十分看好紫薇新品种，组织

20多家花卉企业到湖南省林业科学院对
接， 并安排每家企业10万元项目资金予
以扶持。出人意料的是，没有一家企业引
进“红火箭”“红火球”等紫薇新品种。

“观念滞后，让省内企业错过了‘紫
薇商机’。”业内人士分析，引进新品种
要担风险，省内花卉企业偏小，有红花
檵木“唱主角”， 守着吃老本也不愿冒
险。不久，“红火箭”、“红火球”紫薇新品
种被江苏的一家园林公司引进，几年内
红遍大江南北。

近年来，浙江的红叶石楠、山东的
美国红枫等新品种迅速“蹿红”。而湖南
红花檵木已“独木难支”，新品种又“青
黄不接”， 湖南木本花卉在全国的排名
从前3位退至第6位。

湖南木本花卉急需主力新品种。王
晓明说， 希望或许就在珍珠彩叶桂。金
桂、银桂、丹桂、月月桂，都是花的不同。
湖南已培育出珍珠彩叶桂， 叶子从紫
红、变到淡红、橘黄、珍珠白、绿色，四季
多彩。

如何让珍珠彩叶桂“墙内开花墙内
香”？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院长李昌珠称，
科研院所要主动服务，企业要有战略眼
光，政府要大力扶持，让新品种在本土
做大，带动省内花农先富。

湖南日报4月9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丹） 春天被倒春寒打乱了节
奏，不过很快就要回复正常啦。今天，省
内大部仍笼罩在低温阴雨天气中，明天
湘北气温开始回升，预计本周日全省最
高气温普遍达20摄氏度以上。

倒春寒在持续，天门山等地还飘起
了“四月雪”。监测显示，8日8时至9日8
时，湖南持续阴雨天气，大部地区以小
到中雨为主，衡阳、茶陵等5地达大雨量

级。同时气温依旧低位运行，大部地区
最高气温在12摄氏度以下，人体感觉较
为湿冷。受低温阴雨影响，昨天（8日）早
晨， 张家界天门山顶还飘起了雪花，树
枝上形成了晶莹剔透的雾凇，雪后随着
天气转晴，山顶变成云的海洋，带来了
别样的春日雪韵。

省气象台预计，从10日开始，湘北
气温将逐渐回升，11日全省天气有望转
好， 日平均气温升至12摄氏度以上，倒
春寒天气趋于结束，12日气温进一步回
升， 最高气温普遍达到20摄氏度以上。
双休日又是一个明艳的春日，约上三五
好友，重温赏花踏青的快乐吧。

湖南日报4月9日讯（记者 曹
娴 通讯员 程安琪）今天上午，一
场别开生面的绿色公益联合招聘
会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举行。湖
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 绿色
潇湘、长沙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绿动社区和湘潭环境保护协会5
家公益机构，通过PPT介绍、现场
问答的形式， 与现场70余名求职
者面对面交流，气氛十分热烈。

“你愿意在一家环保公益组
织呆多久？”1年？现场没人举手；2
年？还是没人举手；3年？陆续有人

举手。随后，一名举手的大四女生
站起来反问主持人：“如果能有满
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资待遇，又
能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为何不
把环保公益当作一份终生事业
呢？”

从招聘信息发布至今，省环
保志愿服务联合会已接收到来
自各高校的50多份电子简历。该
协会会长何建军表示，随着社会
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强，环保
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给环保公
益行业提出新的要求，其中最大

的挑战是人才的缺乏。这次开展
联合招聘，一方面希望能招到合
适的人才，更希望让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探讨绿色人才的培养问
题。

“这次绿色公益联合招聘会，
让我们眼前一亮。”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
书记龙壮志介绍， 去年该校成立
了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门培
养环保方面的人才， 以后要转变
传统就业思路， 将环保公益作为
未来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

湖南日报4月9日
讯（通讯员 屈娟 记者
李国斌）4月8日下午，
湖南首届微商创业大
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
举行。 即日起至4月25
日，微商和希望创建微
商的个人、团体均可报
名参赛。

在政府大力支持
创新创业的背景下，微
信用户已逾7亿， 微商
创业者过千万。本届大
赛由湖南自媒体联盟
携手湖南野谷地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主办。据
赛事组委会介绍，大赛
从4月9日起至4月25
日接受选手报名，4月
29日至5月17日为比
赛时间，5月20日将宣
布比赛结果并颁奖。

根据赛制， 大赛
产品库含绿色有机农
产品、酒水饮品、休闲
食品、 保健品、 奢侈

品、美妆、服饰衣帽及非实物其他类共
8大类产品。所有参赛选手从产品库中
选择或自带符合大赛要求的自主 (在
售)品牌产品参赛，可同时选择多类产
品进行销售，综合考量销售额、粉丝投
票支持率及专家评审团打分决出大赛
冠、亚、季军及最佳人气奖、销量冠军
奖、最佳粉丝奖、最佳影响力品牌奖等
奖项， 并遴选出5名优胜者参加5月23
日杭州全国微商大赛总决赛。

湖南日报4月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袁建平） 湖南每天有2500多趟
列车穿行，如何提高铁路沿线群众安全
意识？今天上午，“珍爱生命·关爱他人·
护爱铁路”为主题的全省爱路护路宣传
教育月活动，在沪昆高铁沿线的浏阳市
镇头镇镇头中学启动。

目前， 每天有710列动车、656列普
速客车、1220列货运列车在湖南境内纵

横穿梭， 日均有54万人次乘火车出行，
湖南已成为全国铁路最发达省份之一。

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铁路运输安全，省综治委护路护线联防
专项组、省教育厅、团省委、广铁集团已
连续13年开展以沿线中小学校为重点
的爱路护路宣传教育月活动。今年活动
旨在加强沿线群众特别是中小学生遵
纪守法、珍爱生命的安全意识。

以水利改革引来“源头活水”

湘江流域将试行“河长制”
“花博士”为湖南花卉企业遗憾：

红艳紫薇省内“开花”省外“香”

月桂聊天

双休日，我们重温春天
周日最高温可达20摄氏度以上

湖南日均54万人次乘火车出行
启动爱路护路月活动提高安全意识

湖南日报4月9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跃华）4月2日，东江湖畔的资
兴市良美鲟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门口
一片繁忙，10多位工作人员忙着将鲜活
的鲟龙鱼装车，发往越南。公司董事长
吴良美介绍，按照每天一车的捕捞发货
量，他们要赶在今年5月1日前，往东南
亚发送鲟龙鱼订货100吨， 再续签另外
600吨出口合同， 其出口总量达700吨，
可实现2800万元出口目标。

为扩大生产，去年，资兴市良美鲟龙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农户+销
售”模式，注册成立了良美东江湖特种鱼
生态养殖合作社， 吸引40多户农民参与，
扩大了鲟龙鱼养殖规模，年产量已超2000
吨，成为目前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鲟龙鱼
养殖基地。 吴良美说，得益于东江湖良好
的生态环境，对水质要求苛刻的鲟龙鱼苗
在这里的成活率高达90%以上；产品品质
好，顺利通过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检验
和认证。如今他们养殖的鲟龙鱼，出口外
销量基本与国内销量持平。

环保公益等您参与
湖南5家环保组织举行联合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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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上午，绵绵春雨中，建设者在长沙市万家丽路木莲路口进行高架吊装施工。截至目前，全长约16公
里的长沙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主线桩基施工接近尾声。按照计划，万家丽路主线高架有望于8月实现主体贯
通。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东江湖鲟龙鱼出口东南亚
资兴涌现中南地区最大鲟龙鱼养殖基地

（上接1版①）
对在艰苦边远地区(桑植县、 江华

瑶族自治县、 城步苗族自治县、 麻阳
苗族自治县、 新晃侗族自治县、 通道
侗族自治县、 吉首市、 泸溪县、 凤凰
县、 花垣县、 保靖县、 古丈县、 永顺
县、 龙山县)退休并领取基本养老金的
退休人员， 再每人每月增加基本养老
金10元。

对基本养老金偏低的企业退休军
转干部， 继续按照中办发〔2003〕29号
执行。 即认真落实我省文件规定的解
困标准。

2014年12月31日前已按文件规定
参保的国有农垦企业和农林企事业场
所退休人员待遇调整办法和标准同
上。

据了解， 此次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调增，属第11连调。在2005年至
2014年间已实现“十连调”，去年全省
285万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达
到1820元，相比2005年的570元，增加
1250元。

（紧接1版③） 我祖母没有文化，
但她多次告诫后辈‘荣誉是拿金
钱买不到的’。 可见中华传统文
化中， 特别强调家风的作用。”

省监察学会副会长汪太理教
授指出， 好家风是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需要传承和
延续。 钟伟将军严于律己、 严格

要求家人不谋取私利， 这种家风
应该大力弘扬。 将军的家风也是
一面镜子， 每个领导干部都可以
拿来照一照， 找找差距和不足。
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王海
峰博士认为， 党员干部要从小事
做起， 形成好家风， 倡导正能
量。 省人大机关林永清认为， 家

庭是社会的细胞， 可少数领导干
部的家庭成了“癌细胞”。 全社
会应该宣传、 弘扬钟伟将军好家
风， 抵制不正之风。

与会人员建议， 地方党委、
政府应该对那些为国家作出杰出
贡献的家庭提供更多帮助， 给予
更多关心。

（上接1版②）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让协

商氛围更加活跃一些。” 陈求发
说， 近几次双周协商会议上， 委
员们提出的意见建议针对性、 操
作性强， 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也高
度重视、 积极回应， 推动了相关
问题的解决进程。 省政协搭建双

周协商会这一平台， 就是以问题
为导向， 让大家结合各自工作实
际共同探讨， 最终促进实际问题
的解决。 要坚持讲短话、 讲实
话， 不讲空话、 客套话， 营造包
容、 务实、 活跃的协商氛围。

陈求发指出， 要通过加快出
台我省贯彻落实中办、 国办 《关

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意见》 的具体实施意见， 科
学编制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规划方案， 明确推进工作的具
体措施。 要将工作责任层层分解
到位， 一项一项抓好落实， 确保
我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真正体现中央要求和湖南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