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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日讯 赏花、看戏、
听诗、 感受身边好人风采……在
长沙市开福区新河街道的紫凤
公园，2018长沙第五届琼花艺
术节昨天正式拉开帷幕， 为期
两天的琼花艺术节， 让很多市
民游客在这里开心度周末。

本届琼花艺术节由长沙市
园林管理局、 开福区委宣传部
等主办。 艺术节共分为“好人
篇”、“梦想篇”、“法治篇”和“幸
福篇”四个篇章的活动，在这个
周末， 为市民献上一系列以琼
花和开福好人为主题的演讲、歌
舞、 诗词作品朗诵和论坛活动。
“听说这里的琼花开了， 所以一
家人周末过来玩玩。” 王先生一
家就特意从长沙河西过来赏琼
花。像王先生和家人一样为赏琼
花而来的市民还有很多。

作为琼花主题园区的紫凤
公园，其琼花家族原来已有6个

品种， 包括聚八仙、 伞形琼花
等，植株达280多株。今年3月，
该园又迎来“琼花亲戚”，草绣
球“无尽夏”和欧洲木绣球“玫
瑰”。“说它们是‘琼华亲戚’，是
因为这两个品种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琼花，而是琼花近缘植物，
也就是亲戚。”紫凤公园有关负
责人周伟说， 目前紫凤公园的
琼花系列已达8个品种，其中园
内最珍贵的琼花品种树龄已达
35年之久。

眼下， 紫凤公园里的聚八
仙、天目琼花、木绣球和欧洲木
绣球4个品种都已进入盛花期。
“我们公园里琼花的盛花期预
计将维持到4月15日左右。”周
伟说， 喜欢花的市民游客不妨
赶早来赏花。 同时他提请市民
游客不要爬树、摘花等，文明赏
花游园。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胡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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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日讯 今日上午，
由省林业厅和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共同主办的湖南省2018年
“爱鸟周”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举行。今年“爱鸟
周” 活动的主题为：“保护鸟类
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在活动
期间全省将开展“爱鸟、识鸟、
护鸟” 巡回展、“随手拍， 护鸟
儿”摄影比赛、鸟类“清网行动”
及野生动物保护法“普法活动”
等相关活动。

我省监测到鸟类近500种

记者现场获悉 ， 我省鸟
类资源非常丰富， 监测到的
鸟类有近500种，占全国鸟类
种类数量的三分之一。 全省
森林覆盖率达59.64％，有湿
地 1530万亩 ， 建立了 191处
自然保护区和69处国家湿地
公园， 这为鸟类繁衍生息提
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省林业厅总工程师桂小杰
表示， 虽然我省鸟类保护然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鸟类保护
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个
别地方猎捕候鸟的行为时有发
生， 吃食野生鸟类的现象屡禁

不止， 鸟类保护事业仍然任重
道远，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支持
和参与。

各类爱鸟护鸟活动开展

各类爱鸟护鸟活动丰富多
彩。长沙市第37届“爱鸟周”活
动也于日前启动， 呼吁社会各
界爱鸟护林， 助力长沙创建国
际湿地城市。 长沙市野生动植
物保护协会为湿地科普馆赠送
了200套 《长沙观鸟手册》和
《长沙观鸟地图》。据了解，长沙
鸟类资源丰富， 目前有鸟类17
目57科219种，约占全国鸟类种
类数量的16%。启动仪式过后，
20组亲子家庭走进洋湖湿地，
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实地观鸟
体验和湿地植物科普。

在长沙生态动物园天鹅
湖旁以及百鸟谷两侧摆放了
爱鸟护鸟的科普知识刊版；在
百鸟谷进行飞鸟展示，科普老
师与志愿者带领游客观鸟、认
鸟以及近距离观察雏鸟和鸟
蛋，让公众了解和掌握鸟类生
活习性。

■记者 李成辉 陈月红
通讯员 申福春 张瑜 刘姝伶

水

沩

捞

刀 河

浏

阳

河

金洲湖
千龙湖

团头湖 黑麋峰 大围山

松雅湖

橘子洲

南郊公园

岳麓山

梅溪湖

西湖

大泽湖

洋湖湿地公园

省森林植物园

烈士公园

鸟种： 白鹭、池
鹭、牛背鹭、绿鹭、普
通翠鸟、八哥、山斑
鸠等。

鸟 种 ： 白
鹭、 中白鹭、池
鹭、绿鹭、山斑
鸠、乌鸫、八哥。

鸟种： 白鹭、夜
鹭、池鹭等鹭科鸟类、
珠颈斑鸠、白鹡鸰、白
腰雨燕、金翅雀。

鸟种：白鹭、池鹭、牛
背鹭、黑卷尾、小云雀、斑
文鸟、八哥、白头鹎、水雉、
棕背伯劳等。

夏候鸟、 冬候鸟皆可
观。

鸟种： 珠颈斑鸠、八
哥、黑尾蜡嘴雀、绿鹭、池
鹭、青脚鹬、鹤鹬、白腰草
鹬、丝光椋鸟等。

夏候鸟、 冬候鸟皆
可观。

鸟种： 池鹭、 牛背
鹭、白鹭、灰头麦鸡、云
雀、绿翅鸭、白腰草鹬、
矶鹬、 丝光椋鸟、 灰椋
鸟、棕背伯劳等。

林鸟居多。
鸟种：棕头鸦雀、大山雀、领

雀嘴鹎、乌鸫、棕颈钩嘴鹛、白颊
噪鹛、灰胸竹鸡、强脚树莺、红头
长尾山雀等。

林鸟居多。
鸟种：白鹇

等。

鸟种：黑水鸡、白鹭、中
白鹭、池鹭、八哥、黑脸噪鹛、
棕背伯劳、黑卷尾、乌鸫、灰
喜鹊等。

四季可观。
鸟种：麻雀、棕头鸦

雀、乌鸫、灰喜鹊、白头
鹎、夜鹭等。

四季可观， 夏候
鸟多。

鸟种：池鹭、山斑
鸠、白头鹎、乌鸫、黑
脸噪鹛、黄眉柳莺、树
麻雀等。

四季可观。
鸟种： 池鹭、 山斑

鸠、珠颈斑鸠、家燕、白
头鹎、八哥、乌鸫、树麻
雀等。

四季可观。
鸟种： 珠颈斑

鸠、白头鹎、松鸦、乌
鸫、棕头鸦雀、大山
雀、麻雀、黑脸噪鹛
等鹊。

四季可观， 夏候
鸟多。

鸟种：麻雀、大山
雀、红头长尾山雀、暗
绿绣眼鸟、画眉、白头
鹎、山斑鸠、池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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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2018年“爱鸟周”活动启动 全省监测到鸟类近500种

长沙观鸟要去哪，一图为你导航

又到赏花季，珍贵琼花等你来
长沙第五届琼花艺术节开幕

本报4月1日讯 春季长沙
哪个行业的工资最高？ 今天上
午， 记者从智联招聘发布的
《2018年春季长沙雇主需求与
白领人才供给报告》中了解到，
基金、证券、期货、投资，学术、
科研，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
行业分别位居长沙春季十大高
薪行业前三。

在线调查数据显示， 长沙
地区竞争指数34.1，在调查的37
个城市中排名第十二位。排名前
五位的行业中，房地产、建筑、建
材、工程行业的竞争指数最高。

调查显示， 长沙地区2018
年春求职期的平均薪酬为6988
元， 在全国37个主要城市的薪
酬水平中排名第二十一位。具体
来看，基金、证券、期货、投资的
平均月薪最高，为8848元。

智联招聘专家建议， 求职
者就业时不应盲目看薪酬，而
应该根据自身技能和市场情况
综合判断， 同时积极培养职业
知识与技能，提高竞争力，这样
才能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尹霜
通讯员 唐清莹

本报4月1日讯 毕业在
即，与“煞费苦心”海投简历的
大学生不同， 长沙理工大学新
闻专业大四学生陈柏玮“不着
急”，因为只需要在手机上登录
“云就业平台”APP， 他就可以
完成包括投递简历、申请岗位、
预约面试等招聘流程， 随时能
找到心仪的工作。昨日，长沙理
工大学举行的春季综合招聘会
采用“互联网+就业”大数据模
块建设———毕业生只需登录平
台提交简历，系统会将求职意愿
与入库企业所需岗位智能匹配，
为学生提供线上智能匹配、线下
精准对接的招聘服务模式。

长沙理工大学招生就业处
副处长贺良介绍， 此次招聘会
通过“云平台”，开发了电子准
入系统和远程面试系统， 还能
根据学生投递的简历内容进行
分析分类， 自动推荐合适的企
业和岗位。 智慧云平台大数据
研究院负责人付明告诉记者，
大数据管理和分析， 实现了对
每个学生的信息收集和存储，
对就业群体进行精准识别、精
准分类、 精准服务，“促进毕业
生充分就业。”

据悉， 本次招聘会吸引了
900多家单位，根据网上学生点
击率情况，筛选388家参加现场
招聘， 其他单位通过互联网完
成招聘，提供近3000个职位，岗
位需求17000余人， 中国交建、
中国建筑等世界500强或中国
500强大型企业超过四成。

■记者 陈舒仪 实习生 金琪

本报4月1日讯 浏阳市
2018年机关事业单位专业英才
公开招聘今天正式开考。3月31
日下午，700余名报名考生应约
来到浏阳，赴一场隆重的“考前
见面会”。“浏阳重才聚才，是一个
对才华敞开怀抱的地方……”
见面会上，长沙市委常委、浏阳
市委书记黎春秋作为“引才大
使”，向全国各地青年才俊发出
邀约。

据了解， 未来三年浏阳预
计引进包括千名英才在内的各
类人才15万名。同时，浏阳计划
投入10亿元用于奖励人才、扶
持发展等，并通过设立“创业银
行” 等措施支持创新创业。当
前， 为解决人才最为关心的住
房问题，浏阳已建成人才公寓2
万平方米， 未来三年将继续建
设5万平方米。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黄康 王艳明

本报4月1日讯 3月31日
上午，由长沙宁乡市委组织部、
市人社局联合组织举办的宁乡
市“百企千岗进高校”工业企业
产业链春季专才引进主场招聘
会暨高校学子宁乡行活动在宁
乡人才驿站举行。

据统计，来自中南大学、湖
南大学等 20余所高校的近

2000名毕业生参加了活动，890
余人当场与104家企业达成招
聘意向。

据介绍，当天共有104家企
业参与现场招聘活动，这些企业
采取组团方式，计划在省内外60
多所高校招聘毕业生3102名。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尹霜
通讯员 周学军

长沙春季求职期平均薪酬6988元
招聘用上大数据
实现智能匹配

引进英才，浏阳拟建5万平方米人才公寓

宁乡百家企业招聘3000余名毕业生

据了解，多年来我省为保护鸟类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2010年在全国首先出台了“关于禁止猎捕野生鸟类的通告”；从
2013年起将候鸟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列入“湘林杯”林业建设考核
指标；建立了林业部门牵头，公安、工商、交通等部门分工协作的候
鸟保护工作机制；构建了湘赣两省及新化、新邵、隆回三县边界候
鸟保护联防体系；在全省建立了38个候鸟保护站，实行24小时巡护
值守，非法猎捕候鸟情况得到有效遏制；今年我厅又在全国率先开
展了“2018湖南护鸟飞行动”，组织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志愿者组
织从3月10日至5月10日对迁徙候鸟进行全面保护； 我省已连续组
织举办了36届“爱鸟周”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作为全省鸟类保
护的重要平台和生态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品牌，已经深入人心。

延伸阅读 38个候鸟保护站
24小时巡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