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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林集团赴俄参加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
来源/中国林场集团有限公司

9 月 9 日至 13 日，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权礼赴俄罗斯联邦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参加
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出席了“与亚太地区和欧洲国家的商业对话——俄罗斯 - 中国”圆桌会议，
并就中林集团木材贸易业务前往俄罗斯远东边境地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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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期间，宋权礼还参加了中俄企业

东木业集团进一步加深合作，实现共赢。

咨询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并就相关问

宋权礼还参观了黑龙江省在俄建设的龙越

题和俄罗斯政府官员进行了充分交流，表

园区，并就中资驻外企业在俄罗斯境内发

达了在俄罗斯境内开展投资的意愿。

展等问题，与园区负责人进行探讨与交流。

考察期间，宋权礼与俄远东木业集团

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部

董事长 Svetkin Sergei 进行会谈，调研了

长刘乃铭、绥芬河国林木业城投资有限公

远东木业阿穆尔斯克公司木材加工基地。

司董事长陈永广、中国林场集团有限公司

他表示，在目前中俄两国深度合作背景下，

副总经理张立丰等陪同参会。

中俄企业应当优势互补，中林集团愿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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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
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8 年 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1%（以下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
的实际增长率），比 7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
长 0.52%。1-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增速较 1-7 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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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大门类看，
8 月份，采矿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2.0%，增速
较 7 月 份 加 快 0.7 个 百
分点；制造业增长 6.1%，
回落 0.1 个百分点；电力、
热 力、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应业增长 9.9%，加快
0.9 个百分点。

分经济类型看，8 月份，国有控股企业

分地区看，8 月份，东部地区增加值同

增加值同比增长 5.6%；集体企业下降 1.2%，

比增长 5.5%，中部地区增长 7.6%，西部地

股份制企业增长 6.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

区增长 7.2%，东北地区增长 4.3%。

资企业增长 4.9%。
分 产 品 看，8 月 份，596 种 产 品 中 有
分行业看，8 月份，41 个大类行业中

336 种产品同比增长。其中，钢材 9638 万吨，

有 36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其中，

同 比 增 长 6.4%； 水 泥 20018 万 吨， 增 长

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6.0%，纺织业同比持

5.0%；十种有色金属 454 万吨，增长 5.7%；

平，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4.8%，

乙烯 158 万吨，下降 0.5%；汽车 203.2 万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5.2%，黑色金属冶

辆，下降 4.4%；轿车 88.3 万辆，增长 0.3%；

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5.9%，有色金属冶炼

发电量 6405 亿千瓦时，增长 7.3%；原油

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9.5%，通用设备制造业

加工量 5031 万吨，增长 5.6%。

增长 5.9%，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9.8%，汽
车制造业增长 1.9%，铁路、船舶、航空航

8 月份，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 98.5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下降 0.5%，电气

%，比上年同月下降 0.6 个百分点。工业企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3.3%，计算机、通

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10995 亿元，同比增长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7.1%，电力、

12.5%。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0.0%。

4

木材信息快报
Wood Information

顺应上海自贸区开放政策，银行升级金融服务方案
来源/第一财经

距离 2013 年 9 月 29 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即将五年。五年来，许多金融政策和业务创新
均通过上海自贸区实现”先行先试“，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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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框架体系

银行，目前推出《自贸区金融服务方案 7.0》

基本形成，FT 账户（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客

（下称《方案》），进一步升级、完善和优

户在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开立的规则统一

化综合金融服务。

的本外币账户）体系平稳运行，面向国际
的金融平台建设持续推进，为更好地在全

据了解 ，《方案》主要由五大跨境核心

国深化金融改革和扩大金融开放服务做出

服务方案、七大行业特色服务方案以及五大

了有益的探索。

片区专属服务方案组成，重点围绕上海自贸
试验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

作为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 , 金融创新是
上海自贸区的特色优势和重要任务。其中 ,

的联动 , 更为突出与要素市场和科创企业在
自贸业务领域的服务。

自由贸易账户作为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
基础设施 , 属于上海独有的金融改革举措。

浦发银行表示，新版《方案》设计了涵
盖跨境贸易、跨境投融资、跨境资金管理、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18 年 6 月 底， 已

跨境资金避险保值管理和跨境集团供应链在

有 56 家商业银行、财务公司和证券公司等

内的了五大跨境核心服务，可以有效满足企

金融机构直接接入自由贸易账户监测管理

业跨境经营的全纬度业务需求。

信息系统。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日前
表示，上海自贸区中，自由贸易账户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方案》还重点升级了

已经开设约 7.2 万个账户，累计办理跨境

对要素市场及科技企业的服务。在黄金国际

结算 22.5 万亿元左右。他还称，上海累计

板、自贸债、原油期货等多项重大产品先后

推出的 95 项金融创新服务中，跨境双向资

落地背景之下，将金融服务扩大至要素市场

金池被市场评为最受欢迎的业务。

平台本身，为平台提供基础配套服务、特色
交易服务、配套增值服务等；另外，《方案》

据朱民介绍，上海自贸区目前有 1500

为科创企业度身定制契合生命全周期的服务

家持牌金融机构，是自贸区的主力军队。

方案，涵盖供应链金融、特色融资产品、跨

浦发银行作为首批通过 FT 分账核算单元的

境资金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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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趋势图

人民币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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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银行各月押汇利率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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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

Libor( 美元 )

注1

统计简表（9 月）

日期

O/N

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9月3日

1.91488

2.11375

2.31563

2.53500

2.83888

9月4日

1.91363

2.12031

2.32275

2.53900

2.84288

9月5日

1.91875

2.13256

2.31681

2.54056

2.84394

9月6日

1.91838

2.13100

2.32706

2.54419

2.84906
2.84550

9月7日

1.91875

2.13100

2.33125

2.54150

9月10日

1.91913

2.13894

2.33425

2.55225

2.86263

9月11日

1.91513

2.14794

2.33425

2.55775

2.86850

9月12日

1.91900

2.13444

2.33150

2.56063

2.86456

9月13日

1.91988

2.15844

2.33413

2.56713

2.87344

9月14日

1.91513

2.16469

2.33713

2.56875

2.88019

9月17日

1.91463

2.16813

2.33875

2.57075

2.87944

9月18日

1.91888

2.16525

2.33750

2.56788

2.87950

9月19日

1.91863

2.18244

2.35338

2.57175

2.88713

9月20日

1.91738

2.21219

2.36638

2.58488

2.89663

9月21日

1.92088

2.21581

2.37263

2.59200

2.90825

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

9月24日

1.91800

2.21819

2.37363

2.59363

2.90888

率 (London InterBank

9月25日

1.91625

2.23006

2.38100

2.59538

2.91188

Offered Rate）， 常 作

9月26日

1.92525

2.24219

2.38613

2.59350

2.91450

9月27日

2.17388

2.25600

2.39600

2.60050

2.91738

9月28日

2.17138

2.26056

2.39838

2.60388

2.91863

注 1：

为商业贷款、抵押、发行
债务利率的基准。

国际市场汇率

日期

美元指数

美元

欧元

英镑

澳元

加元

新西兰元

新加坡元

100日元

9月3日

95.14720

6.83470

7.93200

8.84010

4.91600

5.2364

4.51860

4.98330

6.15520

9月4日

95.42910

6.81830

7.92140

8.77560

4.91590

5.2076

4.50230

4.97080

6.14060

9月5日

95.10630

6.82660

7.90960

8.77930

4.90460

5.1822

4.47100

4.96440

6.12680

9月6日

95.03140

6.82170

7.93880

8.81170

4.90910

5.1793

4.50070

4.96320

6.12100

9月7日

95.40560

6.82120

7.92950

8.82000

4.90740

5.1886

4.49200

4.96440

6.17230

9月10日

95.13860

6.83890

7.90590

8.84520

4.86700

5.1947

4.47030

4.96290

6.16710

9月11日

95.11000

6.84880

7.93800

8.92530

4.87180

5.2043

4.46870

4.96790

6.16420

9月12日

94.82790

6.85460

7.94820

8.92430

4.87740

5.2508

4.46750

4.98320

6.14250

9月13日

94.54760

6.84880

7.96690

8.93920

4.91340

5.2705

4.49480

4.99210

6.15770

9月14日

94.98230

6.83620

7.99490

8.96660

4.91650

5.2593

4.49620

4.99060

6.10420

9月17日

94.51010

6.85090

7.96820

8.96300

4.90070

5.2560

4.48740

4.98740

6.12110

9月18日

94.60910

6.85540

7.99920

9.01210

4.90220

5.2496

4.50150

4.98870

6.13710

9月19日

94.55160

6.85690

8.00570

9.02930

4.95560

5.2862

4.51850

5.00590

6.10510

9月20日

93.89680

6.85300

8.00080

9.00580

4.97500

5.3050

4.55310

5.00570

6.10300

9月21日

94.23060

6.83670

8.05350

9.07510

4.98250

5.2976

4.57130

5.01220

6.07960

9月24日

94.24980

6.83570

8.05350

9.07510

4.98250

5.2976

4.57130

5.01220

6.07960

9月25日

94.15850

6.84400

8.04340

8.97750

4.96540

5.2873

4.54660

5.01090

6.06820

9月26日

94.30000

6.85710

8.06580

9.03850

4.97160

5.2933

4.55530

5.02120

6.06940

9月27日

94.99890

6.86420

8.06420

9.04330

4.98210

5.2665

4.57140

5.02660

6.08800

9月28日

95.19180

6.87920

8.01110

9.00110

4.96050

5.2812

4.55440

5.03150

6.07050

免责声明：以上数据源自市场公开咨询平台，并结合上海胜握胜公司实际情况编纂整理，仅供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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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9月CPI同比上涨2.5%
来源/人民网-财经

2018 年 9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5%。
其中，城市上涨 2.4%，农村上涨 2.5%；食品价格上涨 3.6%，非食品价格上涨 2.2%；消费
品价格上涨 2.7%，服务价格上涨 2.1%。1-9 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2.1%。

9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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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份， 全 国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0.7%。其中，城市上涨 0.7%，农村上涨 0.8%；
食品价格上涨 2.4%，非食品价格上涨 0.3%；
消费品价格上涨 1.0%，服务价格上涨 0.2%。

一、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动
情况

类价格上涨 7.1%，影响 CPI 上涨约 0.04
个 百 分 点； 禽 肉 类 价 格 上 涨 4.4%， 影
响 CPI 上涨约 0.05 个百分点；畜肉价格
下 降 0.4%， 影 响 CPI 下 降 约 0.02 个 百
分点（猪肉价格下降 2.4%，影响 CPI 下
降约 0.06 个百分点）；食用油价格下降
0.6%，影响 CPI 下降约 0.01 个百分点。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3.0%，影响居民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

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约 0.90 个百分点。

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居住价格分别上
涨 2.8%、2.7% 和 2.6%，教育文化和娱

其 中， 鲜 菜 价 格 上 涨 14.6%， 影 响

乐、生活用品及服务、衣着价格分别上涨

CPI 上 涨 约 0.36 个 百 分 点； 鲜 果 价 格 上 涨

2.2%、1.6% 和 1.2%，其他用品和服务

10.2%，影响 CPI 上涨约 0.16 个百分点；蛋

价格上涨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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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类商品及服务
价格环比变动情况
食品烟酒价格环比上涨
1.5%，影响 CPI 上涨约 0.46
个百分点。其中，鲜菜价格
上涨 9.8%，影响 CPI 上涨约
0.25 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
上涨 2.5%，影响 CPI 上涨约
0.11 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

涨 3.7%， 影 响 CPI 上 涨
约 0.09 个百分点）；蛋类
价格上涨 2.2%，影响 CPI
上涨约 0.01 个百分点；禽
肉类价格上涨 1.1%，影响
CPI 上涨约 0.01 个百分点；
水 产 品 价 格 下 降 1.5%，
影 响 CPI 下 降 约 0.03 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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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七大类价格
环比六涨一降。其中，
衣着、教育文化和娱
乐、居住价格分别上
涨 0.7%、0.5% 和
0.4%，交通和通信、
医疗保健、生活用品
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0.3%、0.2% 和 0.1%；
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
下降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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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欧班列木材定制班列累计开行100列
来源/新华社·成都

6 日从成都市青白江区

2018 年 3 月 起， 中 欧 班

获 悉， 自 今 年 3 月 启 动 木

列（成都）启动从俄罗斯进口

材定制化班列以来，截至 6

木材的定制班列，运输时间较

日，中欧班列（成都）木材

原来减少一个月以上，成本较

定制班列累计开行 100 列，

原来减少约 20%。

累计实现外贸额 1.2 亿元人
民币。

青白江国际木材交易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今年该

13

    6 日，中欧班列（成都）

木材市场的交易量将达 180 万

国际木材集散中心在青白

立方米，交易额将超过 30 亿

展到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 “我的客户过去主

江国际木材交易中心内揭

元， 较 去 年 同 比 增 长 40%。

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欧班列木材定制班列的开通

牌。 该 交 易 中 心 是“ 中 国

“随着俄罗斯木材通过中欧班

和国际木材集散中心的运营，让我看到了西南地区的市

木材价格指数”编制构成

列（成都）进入市场，也让交

场机会。”木材商人赵健表示，今后，他计划每年组织

五大市场之一。

易中心的辐射面从西南地区拓

3 亿元的木材货物发往成都。

News
最新资讯 国内

第十五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开幕
来源/菏泽新闻网

9 月 19 日，第十五届中国林

宣传推介和系列活动等进行了精心

成就、新的中国林展馆，回顾过去，

产品交易会组委会座谈会召开，总

策划，最后形成全新的筹备方案，

展望未来，为明年在新的中国林展

结办会经验及做法，对今后创新办

今天上午第十五届林交会已经顺利

馆开启林交会新篇章打下了坚实基

好 展 会 进 行 深 入 探 讨。 中 国 林 产

开幕。本届中国林交会以“培育林

础。

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石峰出席

业新动能、创新生态林产品”为主

座谈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村林

题，采取主会场和 2 个分会场的模

座谈会上，就进一步创新办好

业改革发展司副司长李玉印主持会

式，展会档次进一步提高，氛围热

展会工作，与会人员围绕进一步加

议，省林业厅副厅长马福义、副市

烈浓厚，内容更加丰富，对产业的

大宣传力度、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

长侯婕出席活动。

促进更加明显。本届展会除创新举

加强同其他国家级林产业展会的沟

办“首届中国林业新旧动能转换高

通与交流、引领林业产业发展方向、

会议指出，第十五届林交会组

峰论坛”等三项活动外，还首次举

扩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升办

委会秘书处在总结往届经验教训的

办了中国林交会专题展，以“不忘

会档次和水平等方面展开了深入交

基础上，借鉴外地展会好的做法，

初心、启航未来”为主题，展示历

流与探讨。

对办会主题、会场设计、招商招展、

届林交会成果、林交会与产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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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实行“青年植树造林计划”
来源/搜狐网

在 访 问 库 马 西 时， 加 纳 总 统 Nana
Addo Akufo-Addo，发起了“青年植树
造林”计划，约 20,000 名青少年透过该
计划学习参与。

这项方案是政府恢复已枯竭森林覆盖
和履行恢复加纳森林的竞选承诺的一部
分。青年项目第一阶段最初为期 2 年。

然而，加纳总统对该计划充满信心，
因此项目将得到扩展。即将离任的土地和
自然资源部长 John Peter Amewu 先生
深入参与了该方案的制定，他在评论这项

林业委员会 ( 林业委员会 ) 行政总裁 Kwasi Owusu Afriyie 先生说，

倡议时说，这将为青年提供为国家福祉作

参与这项计划的年轻人接受了林业委员会组织的关于苗圃和种植程序的

出贡献的机会。他说，农业部将很快出台

培训。他提到，将建立一个健全的监测系统来监测进展情况。

一项政策，鼓励农民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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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期待借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扩大对华出口
来源/新华社·圣保罗

首届中国—巴西研讨会近日在巴西圣保罗市开幕。

巴西出口和投资促进局主席罗

与会的巴西专家及商界人士表示，期待以首届中国国际

伯托·雅瓜里贝在研讨会上说，将

进口博览会为契机，与中国合作伙伴签订长效合作协议，扩

于年底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

大向中国市场出口优质产品，推进两国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

进口博览会为巴西经济带来发展机
遇。他透露，届时十余家巴西咖啡
品牌将前往中国，向中国消费者推
广巴西优质咖啡产品。

此次研讨会由巴西发行量最大
的报纸《圣保罗页报》主办，会期
两天。据了解，巴西外交部长努内
斯、农业部长马吉及中国驻巴西大
使李金章等将参与研讨会第二天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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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 为子孙后代留一片碧水蓝天
来源/中国绿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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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越来
越多。如今，地球上已经生活着 70 多亿人，
人类占据着大量的生态资源，把其他野生
动物的生存空间越挤越小。有调查研究显
示，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野生动物的数
量和生物多样性便越少。亚洲是世界上人
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在亚洲，自然
偏偏开了个玩笑，崛起了一座青藏高原，
这里空气稀薄，环境恶劣，不适宜人类生
存。于是，这里便成了众多野生动物的乐
园，即使从全世界的大型食肉动物分布来
看，青藏高原也是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

        江河之源头

富的地区，是全世界最珍贵的自然资源之
三江源，顾名思义，是长江、黄河、澜沧

一。

江这 3 条大河的源头，年均出省水量 629 亿立
青海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三江

方米，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水塔”，是我国重

源地区的生态保护工作，先后启动实施了

要的淡水资源供给地，3 条大河中的澜沧江流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二期工程，

出国界，是一条国际河流，出国后被称为湄公

累计完成投资 180 多亿元，建立了三江

河。三江源位于我国青海省南部，平均海拔在

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国家公园、

3500-4800 米，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腹

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等。经过持续的保护

地，总面积 39.5 万平方公里，约占青海省总面

保育，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

积的 54%，现有人口 55.6 万人，其中藏族人口

复，生态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占 90% 以上，其他还有汉族、回族、蒙古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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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民族。多民族共同生活创造了丰富灿烂的

2015 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文化，其中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广为流传，

已经批准了你们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

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案，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也是
一种全新体制的探索。要用积极的行动和作为，

19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

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好经验，谱写美丽中国青

体制”，2016 年 3 月 5 日，中办、国办正式

海新篇章。”三江源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生态

印发《试点方案》，三江源国家公园成为党中

环境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保护好、恢复

央国务院批复的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好、建设好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是省委、

2016 年 6 月 7 日正式挂牌运行。2016 年 8 月

省政府和青海各民族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三

22 日至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视察时强

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启动以来，青海省

调：“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青海是长江、

从全局战略高度审视体制试点工作，将体制试

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三江源地区被誉为‘中

点工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强有力

华水塔’。”“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

推进这一“天字号”工程，经两年多的不懈努

水塔’是青海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来不得半

力，实现了组建理顺机构管理体制、优化重组

点闪失。”“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

各类保护地、建立规划制度标准体系、健全法

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必须把生

规执法体系、形成全民参与共管机制、提升科

态文明放在突出位置来抓。

学保护管理水平、初步建立共建共享合作机制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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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重点突破。

建立大数据平台，构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环境
监测网络，未来我们可以进入大数据信息化系

动物之王国

统，浏览查看关于三江源地区所有自然资源的
详细信息。比如大气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

三江源地区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野生动

测、动植物种类等方方面面。

植物种类繁多。近年来监测结果显示，“兽迹
频现”的三江源地区，光大型食肉动物就有雪豹、
金钱豹、猞猁等 10 余种，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我国建立国家公园有自己的特色，三江源

玉树杂多、治多、曲麻莱等地区雪豹、金钱豹

国家公园内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公园建设和

等大型野生动物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特种植

悠久的藏传文化之间的关系，都与其他国家公

物杂多紫堇，杂多点地梅等竞相绽放，点缀着

园不同。三江源区域内原居民族主要是藏族，

神秘的三江源。“在哪？”这是研究一个物种

藏传文化在这里已经有几千年的传承，当地旗

最开始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展示和保护三江源

舰物种雪豹、金钱豹的生存空间与藏传文化传

地区的自然资源，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党

承地重合，原住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根深蒂

委副书记、副局长赫万成介绍，现在三江源国

固，参与保护野生动物的积极性非常高，当地

家公园管理局与保护组织一起进行三江源地区

牧民群众是参与生态保护的主力军，即使在核

动植物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本底调查，积极筹备

心保育区，牧民也可以生产生活，这是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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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不会出现的现象。

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创新建立生态管护公
益岗位机制，制定了生态公益管护岗位设置实施方案，
实现了园区内的每一户牧民家庭中都有一位管护员，共
有 17211 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政府每年都会到社区
组织培训，培训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既有怎样管护环境
也有如何改善民生。每户一位管护员的政策既加强了牧

人间之净土

民参与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也提高了牧民收入。另外，还
有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非政府组

保障牧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助力

织长期致力于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脱贫攻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

对垃圾分类、人兽冲突、文化传承等方面各组织各有侧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重，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共同建设美丽的三江源。
首先是保护好已经划入国家公园
的 范 围， 不 产 生 新 的 破 坏， 这 是 最
基 本 的 原 则， 完 成 保 护 的 基 础 目 标
后，才能提升管理进行下一步的生态
恢复。其次，研究透三江源国家公园
内的点点滴滴。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
局与中科院合作计划年内成立三江源
国家公园研究院，在三江源国家公园
12.23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是
核心保育区、自然修复区还是传统林
区，都要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调查，
哪些区域重点保护，哪些区域需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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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员的人身安全，从政府到普通民众上下齐心，
让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没有半点闪失。

虽然政府及民众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
积极成效，但国家公园建设难免有生态环境保护
的巨大压力，在体制试点推进过程中，还存在一
些问题需要加强和改进，例如政府责任的细化与
分工还不具体不明确。光管护员工资一项财政支
出就不在小数，需要进一步完善经费保障机制。
工干涉恢复，哪些区域可以适当进行生产活动，

青藏高原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缺少相关的科

都需要有科学理论作为支撑。保护好、研究透之后，

技人才，在国家公园的建设过程中，根据现实情

才能经营好，建设好三江源国家公园。

况需要引进大量人才作为推进工作的支撑。

  
政策的落实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帮助，青海省

建设国家公园任重道远，我们不怕暴露问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三江源的保育工作，由政府

题，存在的问题越多，才越能明确建设的方向，

财政支付每位管护员每月 1800 元工资，17211

理清责任清单，有面对问题的勇气，政府有信心，

名管护员，每年的工资近 4 亿元。除此之外，1

也有决心建设好、保护好三江源这片人间净土。

万多名管护员，每天在外巡护，野生动物伤害等

就像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目标中说的那样：把

其他意外发生的事故都是安全隐患。记者采访时，

三江源国家公园建成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示范

赫万成的桌子上正放着直接落实到管护员个人的

区，三江源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行

意外伤害保险材料，目前已经与相关保险公司达

区，青藏高原大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

成共识，每一位管护员都要签订协议，为管护员

通过艰苦实践探索，努力把三江源国家公园打造

在野外巡护提供人身安全保障。三江源是整个世

成美丽中国走向世界的靓丽名片、国家生态安全

界气候的启动器，生态地位极其重要，而在三江

屏障的保护典范，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方“净土”，

源国家公园的建设过程中，照顾到每一位基层管

让三江清水源源不断滋润华夏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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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师椅、八仙桌、塌的民间传说
来源/百木汇

在两千年漫长的家具历史长河中，无论在史料中，或是在民间，都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家具
故事、传说和趣闻。

   这些故事传说，反映出了时代、民族、地域的情感和脉络相连的文化背景，直抒着社会的兴衰，
见证岁月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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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来跟大家说说，那些
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典故传说。

   榻的典故
   历史上关于榻有很多故事，最
典型的故事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他
的一句名言就是“卧榻之侧，岂容
他人酣睡”。

黄花梨有束腰三弯腿如意云纹榻

我们知道，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后，

   这就有个历史故事了。东汉有一个名臣陈

他心里老是忐忑不安的。五代十国我们知道

蕃，他性情耿直，是一个非常廉政的官，他喜

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残酷的时期，不停地换君

欢结交有气节的人，他专门设专榻。就是他分

主。所以，他非常担心，他就说“卧榻之侧，

人嘛，看不上的人，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了，我

岂容他人酣睡”，好像是一种担心。这个榻

看上的人，我就专门有一个榻。

呢，显然是用来睡觉的。
   他这榻平时是挂在墙上的。一来了重要的
跟榻相关的有一个词是我们今天还在使

客人，就是他喜欢，他看得中的人，他就把这

用的，叫“下榻”。就是出差，说您在哪儿

个榻从墙上拿下来，让你睡觉，所以叫“下榻”。

下榻呀？榻是睡觉的，床也是睡觉的，可是

如果当时他要挂一床在墙上，那就叫“下床”了。

睡觉却说“上床”，那么，它为什么叫“下

所以，
“下榻”是这么来的，是非常古的一个词。

榻”，不叫“上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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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仙桌的传说
   八仙桌的起源已经无从追究，但
是，民间有很多关于八仙桌的美好传
说。八仙桌，凝聚了很多文化；八仙
桌，造福了炎黄子孙；八仙桌，闪耀
着五千年文化。

   相传，以前布依人家办喜事，没
有桌子，吃饭时只能用木头或石板摆
在外面吃，大热天，晒得满头大汗；
雨天，淋得周身湿。
一天，有一家娶媳妇，中午摆饭时太阳变得
火热起来，蹲在地上吃饭的亲戚朋友们个个被晒

酒环境，让亲戚们能舒舒服服地坐在屋里吃饭，
不遭日晒雨淋。

得满头大汗，但刚摆了两轮，天上乌云滚滚，下
起瓢泼大雨来，地上的饭菜被雨淋得吃不成。

   于是，几位“亲戚”叫主人把地下的饭菜收
进灶房，又叫亲戚们把淋湿的衣服换掉，暂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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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雨刚过，来了一帮人，自称是这家远方亲

要到堂屋来。等亲戚们换好干衣服再来到堂屋时，

戚，一人骑驴，一人拄拐共八人，见地上的饭菜

只见几位远方来的“亲戚”已在堂屋摆上了一大

被雨淋得吃不成，来吃酒的亲戚们也被淋得不成

排整齐的木方桌，四周还放上木条凳，请亲戚们

样子，便问主人家，为何不摆在屋里吃，主人说，

按每桌八人坐下吃饭。主人见状后，激动得不知

石板太重，不便搬动，木头在屋里又顺不转，只

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请几位“亲戚”到加神

能在外面将就些。几位远方的“亲戚”问明原由后，

脚的那一张桌坐下吃饭，嘴里不停地念：“我的

一合计，决定为好客的布依人家创造一个好的办

天哪，你们真是神仙哪！”嘴里念着，手边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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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等将酒菜摆齐后，几位“亲戚”突然不见了。

表示对八仙的祭祀。

这时所有的亲戚都感到奇怪，说他们可能就是
仙人，有心来帮我们布依人家办好事的。据说

   太师椅的故事

这几位“亲戚”确实是天上的张果老、铁拐李
等八位仙人。

   在中国古典家具中，有一种以官衔命名的
家具十分特别，这就是“太师椅”。太师椅兴

   后来布依人家就称这种桌子叫“八仙桌”，

于北宋，以后在宋元明清的史书、名人笔记以

凡是办酒或亲戚朋友来，都用这种桌子摆饭吃

及现今流行的几部有影响的辞书中均有记载和

酒。为了纪念八仙的功德，平时有好酒、好吃

描述。到底什么样的椅子才叫太师椅？太师椅

的东西，布依人家都要摆在家神脚的八仙桌上，

的名称又从何而来呢？

有关太师椅名称的最早记
载见于宋代张端义的《贵耳集》。
书中提到“今之校椅，古之胡
床也，自来只有栲栳样，宰执
侍从皆用之。因秦师垣宰国忌
所，偃仰，片时坠巾。京伊吴
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
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遗匠
者顷刻添上。凡宰执侍从皆用
之。遂号太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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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的秦师垣，即当时任太
师的大奸臣秦桧。这段记载明白无误
地告诉我们，秦桧坐在那里一仰头，
无意中头巾坠落，当时有个官员叫吴
渊，很有眼力见儿，喜欢拍马屁，赶
紧把头巾捡起来给秦桧戴上。随后便
命人制做了一种荷叶托首，由工匠安
在秦桧等人的椅圈上。太师椅由此产
生，太师椅这一名称也由此传开。

这段文字除了告诉我们太师椅的
名称由来以外，还清楚地说明，当时
的太师椅就是带有荷叶托首的圈椅。
这种拖首的功用类似于现代汽车、飞
机靠背椅上的头枕。一个大奸臣，一
个马屁精，无意中为中国家具史留下
了一笔遗产。

有趣的是，岳飞的孙子岳珂在《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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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也提到秦桧与太师椅的种种瓜

   明代时，“太师椅”之名仍很流行。到清代，就把

葛，并将带有荷叶托首的交椅明确称

屏背式扶手椅称为太师椅，除了对使用这种椅子的官宦、

为“荷叶交椅”、“太师交椅”，为

长辈们表示尊敬外，还因为这种椅子多用狮子纹作装饰，

张瑞义的说法提供一个佐证。

称其为太师椅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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