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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蛳拟列为保护动物，还能嗦吗
吃货们放心！此“螺蛳”非螺蛳粉的螺蛳，长沙市场上的螺大多产自益阳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发布《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名录》），归
属腹足纲、田螺科的“螺蛳”新增列进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名
录中。消息一出，网友们炸开了锅，纷纷表达自己的顾虑：
往后还能愉快地吃螺蛳粉和嗦螺吗？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丁子琦 王玉琼

“
螺蛳”被列入保护动物名录

三湘都市报记者比对发
现，这份6月19日发布的《名录》
与初版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相比，收录的野生动物
数量大幅增加， 共收录了17个
纲70目661种野生动物； 共新
增347个物种， 大部分增为二
级，少数直接增为一级。
在保护级别变化上，长江
江豚、抹香鲸、蓝鲸、秃鹫等鲸
豚 类和 猛禽 类 共55个 物种 保
护等级升级，熊猴、藏羚、藏野
驴 、北山 羊 和蟒 蛇（仅 限 野外
种群） 等5个物种保护等级降

市场

级，还有大熊猫 、雪 豹、虎 、灰
鹤、 丹顶鹤等255个物种保护
等级不变。
眼尖的网友发现， 画眉、
啄木鸟、田螺等则首次被增列
入名 录中 。那么 ，还 能愉 快 地
吃螺蛳粉吗？6月29日，广西水
生 野生 动物 保 护 救 助 中 心 公
开表示，名录中拟列为二级保
护动物“螺蛳”是田螺科、螺蛳
属，主要生长在云南省的高原
湖泊中，如滇池、洱海、茈碧湖
等地，与“螺蛳粉”中使用的田
螺和石螺是完全不同的物种。

长沙的螺大多产自益阳

“鲜活本地田螺需要提前
预定，售价为18元一斤。”6月29
日，长沙市荷花池生鲜市场余记
海鲜的店主表示，长沙水产商贩
销售的螺大多产自益阳，是生活
中常见的食物，在水塘里便可轻
松见到，
“
长沙人爱吃嗦螺，近年
开始流行人工饲养。”
在长沙县龙塘小区经营夜
宵生意2年的杨先生介绍，夜宵
摊进购的鲜活嗦螺都由益阳卖
家处理好后直送门店，“田螺加
工 处理 尾 巴 带 壳 一 般 价 格 为
6.5元一斤，不加工的带壳一般

是4.5元一斤， 一年四季都有
货。”位于砚瓦池的美一天生鲜
超市售货员指着冰柜中的冷冻
田螺肉说：“今天螺肉11.5元一
斤， 店里的货都是益阳卖家直
接送来的。”
专家介绍， 消费者在市场
上购买的淡水螺主要有田螺、
石螺和环楞螺；其中，田螺个头
较大，分布在河流、农田和水沟
里，而石螺一般有食指大小，表
面有清晰可见的环棱纹，“这些
螺类随处可见， 可通过正规渠
道放心购买食用。”

湖南247家企业
获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小区内，业委会悬挂的宣传横幅。
▲

动态

业委会办公室，业主在摄像头全程记录下投票。

业委会要换物业
业主打横幅反对？
长沙市万象新天小区重选物业起风波
街道介入监督投票
区业委会组织业主投票，分为
线上线下两种方式，线上投票
通过只有业主才能注册的“文
明灯火”社区APP，线下投票
点则设置在业委会办公室内。
本报6月29日讯 6月28
日，长沙市芙蓉区万象新天小
区业主向三湘都市报反映，小
区业委会组织业主投票表决
解聘或续聘物业公司，遭到原
有物业公司反对及质疑，双方
积怨已久，矛盾升级。
目前，该小区所在街道管
理部门湘湖管理局已经介入
监督业主投票程序。

小区重选物业公司
遭原物业质疑

原相关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过渡期截至今年底
本报6月29日讯 今天，湖
南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启用仪
式在湘西州举行， 酒鬼酒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
股份有限公司、 双峰县永丰湘
春酱菜园、 大通湖天泓渔业股
份有限公司、 古丈茶业有限责
任公司等247家湖南企业作为
首批符合专用标志使用要求的
企业被授予新标。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是国家
知识产权局设立的官方标志，
用以表明使用该专用标志的地
理标志产品已经国家知识产权
局注册批准， 并纳入官方标志
保护。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最
新出台的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原相关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过渡期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在此之
前生产的使用原相关标志的产
品可以继续在市场流通。

我省近年大力实施知识产
权强省战略，涌现浏阳花炮、醴
陵瓷器、湘绣、古丈毛尖等一批
地理标志“金字招牌”。安化黑
茶 、 酒 鬼 酒 分 别 纳 入 “中 欧
100+100” 地理标志互认互保
中方产品清单和建议名单，新
晃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示范区，桑植蜂蜜、张家界大鲵
纳入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
运用促进工程项目。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湖南
拥有地理标志商标、 地理标志
产品共242件， 专用标志使用
企业1200余家，涉及上下游关
联企业5000余家，年总产值近
1500亿元。其中，有46个地理
标志分布在50个贫困县， 年产
值近700亿元， 为贫困地区22
万人解决就业难题，“十三五”
期间实现脱贫139万人。
■记者 朱蓉
通讯员 周闯 吴廷瑞

28日下午， 三湘都市报
记者来到万象新天小区，看到
小区内四处悬挂着署名为万
象新天业主委员会的“万象是
我家，投票靠大家。慎重投一
票，当家就有我”等投票宣传
标语。而小区大门口和门外写
字楼外墙上则悬挂着“没有成
立业主监督委员会，谁来监督
确定业主身份，谁来监督业委
会”等标语。
小区业主透露，小区里一
天内出现数十条横幅，起因是
小区业委会组织业主投票表
决解聘或续聘物业公司。业主
陈女士表示，小区业委会与物
业公司积怨已久，此次投票事
件更是让矛盾升级。
陈女士告诉三湘都市报
记者，小区违建和电梯掉层问
题已经存在多时，物业公司一
直没有解决问题。万象新天小
区业委会于2019年6月成立，
由7位业主代表组成。此次小

街道介入
监督指导业主投票
记者来到该小区物业管
理处， 电话联系上物业经理钟
毓昆， 他表示，
“
业委会发起的
投票并不公正。 线下投票地点
设在业委会办公室， 并未设在
小区门口， 让广大业主共同监
督。线上投票，也很容易让人怀
疑幕后操作投票数据。 小区里
反对投票的横幅， 都是支持我
们物业公司的业主悬挂的。”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万象
新天业委会办公室看到，投票
箱上贴有封条，箱后的墙壁上
装有摄像头，一名业主拿出房
产证等证件赶来， 表明身份
后，准备投票。
业委会一名李姓副主任
表示，“业主们都十分关心小
区安保、违建等问题，在业委
会成立之前就多番要求物业
整改， 这么多年都没解决。此
次， 业委会提出更换物业，向
社会公开招标，也邀请了美好
愿京物业公司来应聘。”
湘湖管理局物业专干刘
栋介绍，街道办已多次参与协
调指导万象新天小区业主、业
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
“今天， 我和街道办主任到业
委会办公室指导投票工作，投
票程序合规。希望业委会继续
保持公正，不对业主投票选项
进行暗示或引导。”
■记者 叶竹

记者 叶竹 摄

株洲多部门
联合治理“
生命通道”
6月28日下午， 株洲市消防救援
支队、市住建局、市城管局、市交警支
队组成督查小组， 深入天元区尚格小
区、 荷塘区中央皇庭小区等多个居民
小区，开展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
行动联合执法， 并邀请多家媒体对执
法过程进行曝光。
株洲市消防、交警、城管执法人员
携带移动执法设备， 对占用消防车通
道的车辆进行现场执法， 对妨碍消防
车通行的障碍物进行了拆除， 并调集
消防车现场检验通过性。 对住宅小区
物业服务企业是否按标准对消防车通
道逐一划线、标名、立牌进行了检查。
检查中， 联合执法人员针对消防
通道被违规占用、高层住宅水压不足、
室内消火栓没有配置水带水枪、 施划
消防车道标识标线不到位等隐患，依
法进行整改与处罚。
督查小组建议小区物业联合业主
委员会， 在业主群里加大力度宣传消
防安全知识， 责令小区尽快清理消防
通道上的障碍物， 按照要求设置消防
通道标志标线，每天进行巡查，建立安
全台账。
■通讯员 陶广礼 周舟

80万重疾赔付金
雪中送炭见真情
刘女士是长沙一家服装店老板，
2017年5月初次结识平安业务员，为
自己的女儿投保一份少儿平安福保
险。2020年3月11日，刘女士的女儿持
续低烧不退，家人带孩子入院检查，没
想到检查结果竟是白血病， 这个检查
结果给刘女士及家人带来情感和经济
的双重打击。
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用， 刘女士想
到了保险，3月18日，刘女士联系代理
人咨询理赔相关事宜， 因该案件符合
重疾先赔申请条件， 平安公司为客户
立即启动重疾先赔绿色通道， 从提交
申请到结案仅用时33分钟， 给付被保
人监护人刘女士80万元重疾理赔金。
收到理赔款后， 刘女士特意致电
公司对理赔人表达了感谢。
■齐宇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