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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南博会
开幕还有

3 天

近年来，云南省林业厅围绕创新建设项
目使用林地模式、简化建设项目使用林业审
批要件、逐级下放临时占用林地审批权限等
10个方面，促进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组
织开展林地使用模式创新，深入开展采石、
采矿、探矿、采砂、取土等“五采”项目使用林
业用地的模式创新，对具备到期可恢复林业
生产条件的“五采”项目，按照临时占用林地
性质办理林地使用手续。目前，云南林权信
息管理系统和林权交易平台实现全省 16 个
州市 129 个县覆盖。全省林权流转面积达
1397.4万亩，林权贷款户数23136户，撬动80
多亿元社会资金进入林业生产领域。

他们积极与泰国、老挝、越南等国家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边境森林防火、林

业科技等方面合作与交流，先后实施了
“大湄公河区域林业发展现状、合作领域及
保障对策研究”、沉香树结香技术培训、中
老跨边境联合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
作、中越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联防联
控、边境森林防火联防等项目。

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夏留常说，今后，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南亚东南亚的合作，向
亚太森林网络组织争取资金实施“澜沧江湄
公河森林植被保护与恢复”项目；继续联合
开展中老跨边境联合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
本底调查、组织召开国际研讨会、出台联合保
护行动计划、提供技能培训、扶持社区生计发
展项目，积极探索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为构
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日前举行的第四场“稳增长 见行动”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云南省工信委副
主任陈云生介绍，4月份，云南省规模以上工业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上月提高2.6
个百分点，部分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企稳回升迹象，总体呈现逐月加快态势。“省委
省政府出台的27条稳增长政策措施，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和信心。”陈云生说。

政策政策红 利助云南经济助云南经济企 稳
马铱潞 郭雪艺

据陈云生介绍，
云南工信委将支持重
大项目优先采购本省
工业产品。组织实施
鼓励制造业扩销促产
政策，在所属分类行
业中销售收入排前 5
位的企业，且销售收
入增长15%及以上的
规模工业企业给予扩
销促产补助等；搭建
电力交易平台，进一
步扩大进入电力交易
市场的发电、用电主
体。今年年初便批复

启动了全省 80 万吨食糖工业储
存计划。目前已经在组织对企业
收储情况进行现场核查，确保储
存食糖数量真实、账目清晰和储
存安全。

陈云生说，下一步云南省工
信委将实施全省工业转型升级，
续建、新开工、竣工“3个 100”
重点项目，争取年内完成转型升
级项目投资400亿元，引导鼓励
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重点工业项目
投资，鼓励工业PPP等多种投融
资模式合作建设；建立和完善部
门并联审批、现场办公协调推
进、园区报件统一编制报审等推
进机制；积极协调项目推进中的
土地供应、环保审批、贷款融资
等困难，化解项目建设中的“中
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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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水利厅近日出台了 15 条水利配
套政策措施，放宽水利建设社会投资领
域，进一步吸引社会投资水利，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和潜力，解决社会资本“进不来”和

“不愿进”的问题。将推行重点水利工程代
建制、设计施工总承包等融资建设模式。同
时，制定 PPP 水利项目清单库动态管理机
制，从今年各州市选报的 37 件水源项目中，
选择部分项目开展省级PPP模式试点工作。

“发挥群众主动性是推进水利改革管理
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云南省水利厅副厅长
陈明说，近年来，省水利厅开展了一批水

利建设管理参与改革试点，完成陆良恨虎
坝中型灌区创新建管机制试点、澄江县抚
仙湖龙街镇高西片区试点、陆良县中坝村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进一步扩大
农村水利改革试点范围，有效解决民生水
利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围绕高原特色农业发展需要，完善灌
区规划布局，积极配套山区、半山区和干
热河谷区农业高效节水工程建设，补齐农
业水利短板，全力保障农业产业化发展灌
溉需求等，将高效节水灌溉培育成推动云
南高原特色农业加快发展奠基石。

推进水利改革管理

创新使用林地模式创新使用林地模式

6 月 的
云南注定是火

热的，第六届南博
会的举行将使云南再

次为世界聚焦。“2015中
国·南亚东南亚艺术周”更

是此次盛会的一大看点。艺术
周将推出“中国·南亚东南亚作家昆

明论坛暨采风活动”、“艺术云南——
云南民族民间文化展示展演展览”、“中

国和印度舞蹈艺术交流展演教学”、“中国·印度电影观摩研讨”等
系列活动。

“中国·南亚东南亚作家昆明论坛”已吸引柬埔寨、老挝、缅甸、
尼泊尔、泰国、越南、孟加拉等国家的40余位作家出席；南亚东南亚作

家看云南、写云南文学创作采风活动也将分两路前往楚雄、大理和文山、
红河等地采访采风。

“中国和印度舞蹈艺术交流展演教学”和“中国·印度电影观摩研讨”，
将中印舞蹈艺术、电影艺术的交流展演教学、展映研讨活动延伸到大学，中
印艺术家与近10所高校的青年学生代表开展交流活动。

“艺术云南——云南民族民间文化展示展演展览”上20位云南民族民间文化传

承人，以现场手工技艺演示、与参观者互动的方式，展示云南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手工
技艺。包括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袁昆林的乌铜走银——錾铜传统技艺现
场展示，云南工艺美术大师贺剑宝的斑铜——蜡模造型传统技艺现场展示等将充
分展现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的艺术魅力。大型面塑“茶马古道”、“一带一路”主题系
列木板烙画“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作品同时展出。

“艺术是人类共同的喜好，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
之间最好最有效的润滑剂、催化剂、粘合剂，因而，艺术是不同信仰不同制
度的国家和人民之间最柔和最便捷最有效的交往、交流、沟通方式之

一，也是一个最好的辐射源。因此，云南艺术
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在

把云南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
心’的过程中，起
到独特的无法
替代的作用，
产生润物细无
声、潜移默化
的积极影响。”
云南省文联副

主席黄映玲说。

南博会

云南文艺闪耀光芒
郭雪艺

本报电 第六届大理国际影会将于8月在大理举
行。在本届影会中，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众多摄影
节主席都将莅临，其中包括：新加坡国际摄影节、
吴哥国际摄影节、孟加拉达卡摄影节、丹麦摄影
节、北爱尔兰摄影节、马来西亚摄影节、缅甸摄影
节等。

“南亚、东南亚摄影节主席圆桌会”是本届影会
特色，西班牙、丹麦多国的文化参赞、领事及南
亚、东南亚及欧美主流摄影节主席都将参加。圆桌
会的出现，将会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提高摄影
质量，加快中国走向世界、摄影一流水准的步伐，
同时积极推动东南亚、南亚文化艺术活动落地云
南，努力促成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与东南亚、南亚
各国来宾良好沟通交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文化
发展战略，促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区域摄影互联
互通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并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文化合作。

盛夏时节，经过一段时期的修剪管
理，云南省昌宁县的茶园里，再次萌发
新绿。温泉镇松山村英窝山村民小组杨
庆虎一家正在茶园里忙碌着采摘夏茶。
杨庆虎说：“今年春茶价格不好，我们
全靠昌宁红集团的 CTC 红碎茶生产
线，才有了管理茶园的信心。现在夏茶
价格还算平稳，我们先采点名好茶，总
体来看收入不会比去年少。”

杨庆虎介绍，今年春茶期间，因为
雨水较多，茶叶同时萌发，茶价下跌，
眼看着茶叶无法下树，到手的收入都要
打水漂，昌宁红集团松山分厂 CTC 红
碎茶生产线提前收购加工，仅他们一
家，就销售原料 1200 多公斤，实现收
入近 3000 元。松山村党总支书记王子
江说：“这个 CTC 红碎茶生产线确实
好，我们好多人家都靠采摘 CTC 原
料，保住了收入。自从这个生产线建起
后，就一直是茶农增收的保障，特别是

在今年这种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更是发
挥了重要作用。整个春茶期间，帮助松
山村茶农‘抢’回收入近 300 万元。”

与松山村一样，在中高端茶市场
低迷的情况下，昌宁县分属 3 个公司
的 6 条 CTC 生产线成为了“救市”的
主力。据昌宁县茶办的统计，春茶期
间，全县累计收购 CTC 原料鲜叶 3000
余吨，生产 CTC 红碎茶 650 吨，同比
增长 56.07%，鲜叶收购均价 2.7 元/公
斤，支付茶农鲜叶款 810 多万元。特
别是昌宁红集团的 4 条 CTC 生产线，
比上年提前 10 天左右收鲜加工，累计
生产CTC红碎茶260吨，比去年同期增
长106%。

作为 1986 年就被命名为全国优质
茶叶基地县的昌宁，茶叶是全县农业和
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茶园总
面积达 25 万亩，面对今年来由于产量
增加、茶叶市场持续走低、企业加工能

力不足等不利因素，昌宁县各级各部门
从巩固和提升茶产业支柱地位的高度出
发，涉茶部门、金融机构、主产乡镇、
制茶企业团结协作，在收购、加工、销
售及资金周转等方面“抱团”；金融机
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电力企业保障电
力供应，乡镇采取组建采茶队、互助组
等形式保障劳动力需求，企业以最大生
产能力敞开收购鲜叶，保证鲜叶及时下
树。一系列紧急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各级
各部门和茶企、茶农的积极性，全县春
茶干毛茶总产达699.43万公斤，同比增
长35.81%；实现产值23299.89万元，同
比增长2.37%。

在政府积极组织“救市”的同时，
茶农、茶企也在积极行动着。温泉镇松
山村大新寨村民小组李寿昌专门收购标
准一芽一叶鲜叶，为一名外地客商加工
精品茶，收购价为30元/公斤，达不到
标准的一律不收。整个春茶季，

共收购鲜叶 4 吨，加工干茶 1 吨。其中
自己家采摘交售鲜叶 335公斤，实现收
入 10050 元，仅此一项就超过了去年整
季春茶的收入，还依靠采摘大宗茶和
CTC原料，实现净增收5000多元。

“这些措施，只是应对当前市场情
况的应急之举。我们将在稳定产业发展
的基础上，以开放的眼光来谋划整个产
业的转型发展。”谈到今年春茶生产的
形势和茶产业的发展，昌宁副县长杨朝
强说，昌宁县将重点从扶持龙头企业并
建立企农互动关系、扩大宣传提升知名
度、做精做优古树茶品牌、突出生态打
造茶叶基地、积极推进市场建设、推进
茶产业与旅游文化发展结合等方面着
力，推动茶产业转型
升级。中国国际茶文
化研究会帮扶西南山
区贫困茶农示范项目
已于 4 月在昌宁正式
启动。

云南是植物王国，
鲜花更是云南的骄傲。

鲜花从观赏到食用到酿
酒、医药，早已成就了一份

美丽事业。但是鲜花美丽，
保鲜却不易，如今在云南有这样一个鲜
花深加工企业——云南利鲁环境建设有
限公司，经过多年潜心研制，利用植物自
身细胞代谢的自然机理，将无毒、无害的
植物延寿保鲜液与植物细胞液相互置
换，形成了一种新型节能环保“保真花”。

“梦之草”诞生

十几年前，几个云南利鲁环境建设
有限公司员工在林间工作，林间花草惹
人爱，有人想带至都市与好友分享。无
奈这些花草只要离开当地，就会很快凋
谢、枯萎，大家纷纷议论怎样带。“要
是这些花草能‘永葆青春’就好了。”
这句期待的话引起与林下植物打了 20
多年交道的领队牛教授的重视。

随后，牛教授发起林下作物利用大
讨论，有人想到做标本的方法，通过防
腐剂的使用，使花草维持形态；有人想
到了干燥、着色的方法。公司首席工程
师张老师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提出：植物
就像人一样，“永葆青春”的关键是
水，锁住植物体内的水就行了。

为了让植物能够“锁水”，牛教授和他
的团队开始了大量的实验，并把这个项目
取名为“梦之草”。为植物“锁水”，他们租
赁500多亩荒山做试验场，组建团队，同中
科院、北京林业大学、云南大学等国内高
校及国外同行与研究机构合作，2002年，
成立云南利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绿荫
公司，专事“锁水”研究，投资超过1000万
元。在研究中，一次偶然机会首席工程
师张老师得知国外已经存在一种类似的
植物处理技术，可以让花卉的花头长久
保持盛开状态。张老师随即前往国外学
习、考察。历时10年多的努力，终于成功
研发出了一套花卉生产工艺路线——细
胞液置换技术，这一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

植物体内水分易流失的国际性难题。

“梦之草”走出国门

利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苏一
江介绍，不同于传统方法制作出来的保
鲜花，“梦之草”这些产品本身没有有
害物质，而稳定的“细胞液”也是一种
营养物质，对人体无毒无害，甚至保真
后的植物已经达到天然植物的同样标
准。

“更重要的是，细胞液置换技术不仅
使植物‘保鲜’，而且还让植物‘保
真’，同时把世界保鲜花适应范围变得极
其宽广，不仅是花头，还可对林下大部
分花卉植物做保真处理。这就大大超越
了传统保鲜花制作方法所能保鲜的植物
范围、品种，各种林下花花草草都可以
离开林下，走进千家万户。”苏一江说。

目前，云南“梦之草”市场需求特
别好，去年的年产值已经达到 3000 万
元，其中国内市场份额占80%，主要为北

京、上海、成都、陕西等多个省份；国际市
场包括英国、马来西亚、荷兰、德国、日本
等，占20%。

“如今，我们的产品可谓供不应求。
去年，狗尾草、蕨叶等产品已经脱销。”
谈及未来市场预测，苏一江很有信心：

“待产能扩大后，我们有信心两年内产值
破亿，3—5 年产值达到 5—8 亿元。现
在，‘梦之草’所占公司产值不到10%。
但是，未来它一定会超过公司现有的环
保、绿化两大产业，成为公司核心产
业。”

苏一江说，公司为了研发“梦之
草”而购置的 500多亩荒山上，现在已
经种下了 300多种云南省各地的特色植
物，荒山也变成了一座集科研、教育、
科普、生产、旅游为一体的 《百草园》
新型生物科技产业园区。“梦之草”现
已拥有20多项专利，并将100多种花卉
植物成功保真，这项技术也让我国成为
继法国、哥伦比亚、日本之后第四个拥
有保鲜花专门技术的国家。

“梦之草”：让鲜花“永葆青春”
郭雪艺

“梦之草”：让鲜花“永葆青春”
郭雪艺

昌宁：传统茶业转型发展
吴再忠

大理国际影会8月举行

经过中铁五局建设人员4年半的艰苦努力，沪昆
高铁“第一长隧”壁板坡隧道日前全线贯通，为明
年沪昆高铁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据介绍，壁
板坡隧道两端分别位于贵州盘县和云南富源，全长
14756米。图为沪昆高铁壁板坡隧道洞口。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沪昆高铁“第一长隧”贯通

手工艺传承人王仲德制作烙画手工艺传承人王仲德制作烙画。。

手工艺传承人游定美在缝制刺
绣艺术品。

手工艺传承人游定美在缝制刺手工艺传承人游定美在缝制刺
绣艺术品绣艺术品。。

手工艺传承人袁昆林作品手工艺传承人袁昆林作品《《鼎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