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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尚武

严冬，洞庭湖区一片枯黄。 在屈原
管理区河市镇， 坦荡的田野包围着两
排翻新的连栋厂房， 这便是我省首个
农民创办的实验室———“海泰博农”。

“海泰”根据High—technology的发
音而来，原意为高科技。 紧挨实验室的
白色大棚内， 利用遗传工程培育的栀
子花种苗高尺许， 青钱柳刚吐出两片
嫩叶。

这是村主任杨莉的世界 。 她说 ：
“每天早晚， 自己忍不住往大棚里跑，
看栀子花亭亭玉立， 见青钱柳吐出嫩
叶 ， 油然而生一种呵护婴儿般的感
觉。 ”

待到春天，这些栀子花 、青钱柳 ，
以及实验室里的美国芦笋、 泥蒿等容
器苗，就会分发到农户，让农民发 “科
技财”。

“科技富民，光说不行。 ”杨莉说，
让农民“科技看得见，利润摸得着”，高
科技才能在田野扎根， 催开农民致富
的花朵。

实验室建到田间
2010年， 屈原管理区列入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创建名录。 这一年，杨莉
当选该区凤凰乡凤凰村村委会主任。

当年，一种“迷你 ”紫红薯开始走
俏。 刚任村主任的杨莉，一心带动农民
科技致富。 她寻找紫红薯的来源，找到
了省农科院， 初步达成引种意向。 然
而，村民对此很冷淡，没有一户愿意种

植。
第二年，杨莉换了一种思路。 自己

先种一亩紫红薯， 收获时请农民来测
产，亩产2000多公斤。 她带着村民到超
市看价格， 粗粗一算， 毛收入7000多
元。

眼见为实，农民心里有底了，都争
着种紫红薯， 杨莉将紫红薯苗分发给
村民。 去年，110多户农民种紫红薯，户
均增收逾万元。

紫红薯的推广，反映农民很现实，
也暴露出他们对科技的陌生， 这让杨
莉产生了创办实验室的念头。 她要在
田间、在农民家门口，创办集引种 、科
研、育苗、培训、展示于一体的实验室。

去年开春，杨莉倾尽积蓄，多方筹
资近1000万元， 租下河市镇的旧纺织
厂，把4000平方米厂房翻修一新，并在
周边配套建起50亩大棚。

从谋划实验室开始， 杨莉就特别
留心超市里的“抢手货”，她“盯 ”上了
泥蒿、芦笋、青钱柳茶等特色品种。

“这些东西价钱好 、不愁销 ，如果
引种培育成功，村民种植肯定赚钱。 ”
杨莉开始四处打探信息，找科研院所，
请专家教授“助阵”。

为她的精神所感动， 中国林科院
遗传学首席专家齐力旺教授欣然加
盟，并聚集一批顶级专家，开展遗传基
因、分子育种等研究，实验室正式命名
“海泰博农”。

在组培实验室， 记者看到了容器
中的芦笋、泥蒿、红枫，还有青钱柳、红
豆杉、 栀子花、 迷迭香……个个都是
“宝”。

求解非技术难题
顶级专家团队加盟， 遗传育种的

技术难题一个个被攻破， 神奇的种苗
长出来了。

为方便农民栽种， 专家针对每种

植物制作挂图，力求操作简单，农民只
需“按图索骥”，即可实现高科技带来
的丰产增收。

即便如此 ，一些 “非技术难题 ”也
让杨莉头痛。 例如，实验室维持运转，
需要怎样的赢利模式？ 她要带动农民
科技致富，而眼下的农村，热衷科技的
青年农民不多。

为了让农民 “科技看得见 ”，杨莉
专门装修了培训室，购置了DVD、投影
仪，用于培训农民；开放实验室 、展示
大厅，让农民了解高科技种苗工程。

“首批育出的种苗 ，免费送 ；送不
出去，就自己种。 ”杨莉说，探求合理的
赢利模式，她在品种搭配上费尽心机。

实验室今年批量生产5个品种，美
国芦笋、泥蒿各搞200亩 ，这两个品种
年内就有产出； 青钱柳、 栀子花和红
枫，生长期至少3年以上 ，共种植1000
亩。 这样搭配，便于以短养长，维持开
支并有微利。

杨莉以400元一亩的租金，流转本
乡凤凰山1000多亩山地的使用权 ，作
为示范基地，开春后种植青钱柳、栀子
花、红枫；选择了一些荒滩、湖洲，种植
芦笋、泥蒿。

近一个多月，杨莉在屈原镇、凤凰
乡的10多个村摸底，挨家挨户鼓动……
“这并非技术难题，却是科技富民最难
过的关卡！ 但再烦再难，也得做。 ”

种苗免费送，她还向农民承诺：产
量有保证，产品包收购。 目前已有60多
户农民打算种植美国芦笋和泥蒿。

“农民很现实。 这不能怪他们，因
为一家一户难以抵御风险。 ”杨莉说，
她要构建 “专家团队—实验室—大
棚—示范基地—农民”的科技推广链，
真正实现“做给农民看，带动农民干”。

“洋利”合作模式
创办实验室之前，杨莉牵头组织，

成立了“洋利”农民专业合作社。
面对务农比较效益低， 青壮年农

民从田野流失，杨莉在实践中领悟到，
吸引农民务农，专业化是必经之路；务
农要有效益，科技种地是必然选择。

目前，“洋利” 农民专业合作社旗
下已有机械化种粮、 紫红薯种植两个
分社。 合作社成员、插秧机手李求说，
合作社争取政府支持，集中育秧、包插
到户，对社员没有任何条件要求。

“‘洋利 ’合作社是纯粹为农民服
务的。 ”凤凰村的村支书宋佳林介绍，
与多数合作社不同，“洋利” 的社员享
受服务，种出的优质稻、紫红薯 ，并不
一定要交合作社。

“当然 ，服务需要成本，现在国家
有扶持。 今后真有大困难，也要靠社员
协商解决。 ”杨莉说，合作社的宗旨只
有一个，就是服务农民，吸引更多农民
种地，科技种养致富。

实验室建成后，第一个“5年计划”
锁定美国芦笋、泥蒿等23个品种，育出
优质壮苗， 带动全区6万农民科技致
富。

实现 “5年计划 ”，按杨莉的设想 ，
农民种植这些品种 ， 单个品种突破
1000亩，即成立一个专业合作社，纳入
“洋利”农民专业合作社旗下。 如果顺
利，“洋利”5年内将拥有25个分社。 到
那时，实验室不再直接面对散户，而是
指导这些专业合作社， 每个合作社重
点培养3至5名技术能手， 充当 “二传
手”，让高科技无障碍进入千家万户。

“从长远看，实验室会赢利 ，合作
社也是会有‘钱图’。 ”杨莉说，这一切
的前提，必须农民先富起来。 农民赚了
钱，用种苗、打品牌，适当收点钱，大家
都心甘情愿。

“否则 ，农民见不到利 ，科技如何
能扎根？ 农民腰包不鼓，谁会有心加入
合作社呢？ ”她反问。

� � �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陶海
音） 昨天下午， 湖南省革命老根
据地经济开发促进会 （以下简称
“省老促会”） 举行三届十次常务
理事会议。 常务副省长、 省老促
会名誉理事长于来山在会上指出，
没有老区人民的贡献， 就没有我
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各级各部门
要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 ，
全力以赴支持老区加快发展， 让
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老
同志王克英、 黄祖示出席会议。

去年， 省老促会在各常务理
事单位的大力支持下， 充分发挥
议事协调作用， 有序推进向中央
有关部门申报认定我省苏区县的
工作， 全年向45个革命老区县安
排 1.23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

落实1700万元的老区扶贫开发项
目资金， 有效地促进了老区经济
社会发展。

在认真听取省老促会和各常
务理事单位汇报后， 于来山指出，
吃水不忘挖井人 ， 饮水要思源 。
没有老区的小康， 就谈不上全省
的小康 。 重视老区 ， 发展老区 ，
就是尊重历史 ， 就是不忘根本 。
要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 ，
真帮实扶， 千方百计帮助老区人
民尽快过上幸福生活。 全省各级
各部门要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深厚
感情， 进一步加大对老区的支持
力度， 在资金和项目上把老区作
为最优先的地区安排。 要加大宣
传力度， 整合各种资源， 形成扶
持合力， 切实加快老区建设步伐。

“海泰”如何扎根田野
� � � � 科技富民， 光说不行。 村主任杨莉创办海泰博农实验室， 让农民
“科技看得见， 利润摸得着” ———

� � � �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陈思宇 刘星海） 截至18日
17时 ， 广铁集团通过电话订票 、 互
联网售票 、 外来工团体订票 、 学生
票优先发售 、 集中售票点售票 、 代
售点售票 、 站内窗口售票和高铁站
内自动售换票机自动售票等 8个渠
道 ， 在12天里共售出春运车票674.8

万张。
至记者发稿时 ， 广东地区发往

成都 、 重庆 、 达州等方向的车票已
基本售罄 。 长途列车方面 ， 广东地
区各站发往梅州 、 汕头 、 上海 、 厦
门 、 南宁等方向的车票尚有少量剩
余 。 高铁动车组方面 ， 往衡阳东 、
武汉 、 西安北等方向的高铁列车车

票基本售完 。 旅客可根据自己出行
安排提前购买。

春运1月26日将拉开大幕。 据悉，
春运期间广铁将严格执行 “人、 证、
票 ” 三相符的检验规定 。 旅客持本
人车票但有效身份证丢失的 ， 可到
火车站设立的铁路公安制证口办理
临时身份证明后进站乘车。

确保公园
游乐设施安全

烈士公园“星转斗
移”、“巡航战机”超期未
检遭查封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刘勇）周
末的长沙天气晴好，公园里的游乐设
施迎来大批少年儿童玩耍。属于特种
设备的游乐设施是否安全？记者今天
在湖南烈士公园随机调查发现，绝大
多数人并不知道如何辨别。

摇摆船、过山车、太空飞椅……
各种惊险刺激的游乐项目让许多孩
子玩得欢呼不已。“您觉得让孩子玩
这些安全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家长
们的回答大多很含糊，表示茫然。

省质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游乐
设施跟电梯一样， 属于特种设备，要
由具备特种设备制造和安装资质的
单位进行制造、安装，在使用前要由
有资质的检验机构检验，获得“安全
检验合格标志” 并张贴在显眼位置，
方能使用。游客在游玩前，可以观察
游乐设施是否张贴“安全检验合格标
志”，据此辨别其安全与否。

省质量技术监督稽查总队今天
在湖南烈士公园执法检查时发现，公
园内的“星转斗移”、“巡航战机”游乐
设备在超期未检的情况下继续运行，
一台“翻滚海盗船”是由无资质的企
业生产的， 严重危及游客人身安全。
执法人员立即对 “星转斗移”、“巡航
战机”设备予以封存，并责令经营业
主限期整改；对“翻滚海盗船”责令停
止使用。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经济视野economy

� � � � � 1月19日， 吉首市摄影者在拍摄苗家杀年猪。 当天， 该市摄影家协会在寨阳乡坪朗村举行迎新年摄影年
会， 苗家村民进行杀年猪、 打糍粑、 磨豆腐等系列苗族迎新年习俗展示， 摄影者即兴创作。 姚方 摄杀年猪

■聚焦春运

广铁售票超674万张

� � �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邹靖方）今
天， 记者从省总工会获悉，1月18日、19
日，全国总工会文工团的60余名演职人
员来湘，开展文化送温暖活动，把精心
“烹制”的文化盛宴献给职工代表。

此次全总文工团来湘慰问演出，专
门编排文化大戏《光荣绽放》，于18日下

午、晚上和19日晚上在长沙市田汉大剧
院上演。 昨天下午的演出现场，我省的
劳模代表们披着绶带、戴着奖章坐在观
众席第一排；来自长沙市两馆一厅项目
建设工地的农民工，长沙市环卫、卫生、
移动等行业的一线职工近千人,兴致勃
勃地观看了演出。

据了解 ，全国总工会组织的 “文
化送温暖 ”活动 ，已在全国各地陆续
展开。 作为这一活动的组成部分，全
总文工团在长沙演出的高质量节目，
把全国总工会的问候送到困难企业、
重点工程、劳动模范和农民工群体心
中，温暖着广大职工的心。

全总文工团来湘送温暖

省老促会举行
三届十次常务理事会议

� � �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唐爱
平）1月17日至18日， 省委常委、长
株潭试验区工委书记张文雄，赴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看望慰问困
难群众， 叮嘱工作人员把工作做
细， 让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落到实
处， 让困难群众过一个暖心的春
节。

在吉首市民族塑料厂，张文雄
先后探望慰问了下岗职工向佑辉、
邓光清。 在向佑辉低矮的厨房里，
在邓光清家破旧的沙发上，张文雄
详细了解他们的困难，倾听他们的
心声。 在花垣县麻栗场镇立新村，
张文雄挨家走访慰问龙书泽、吴玉
亮、吴甲玉等困难户。“最需要解决
什么样的问题？”围坐在火塘边，张

文雄与他们拉开了家常。看到他们
老旧的木房四面透风，张文雄眉头
紧锁，嘱咐身边民政、扶贫等部门
的同志，要把这些房子列入农村危
房改造计划。

在走访困难户的同时，张文雄
还与部分困难企业、 农村合作社、
困难群众等座谈。 在吉首市民族
塑料厂 ， 他听说企业尚未改制 ，
要求当地政府寻求解决良策， 维
护好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花
垣县， 他鼓励村民走产业脱贫之
路。 他还叮嘱随行的同志， 一定
要把党的低保、 医保、 大病统筹
补助、 保障性住房等政策， 真正
落实到位， 解决群众看病难、 住
房难等具体困难。

让困难群众过一个暖心春节
张文雄赴湘西走访慰问

� � �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谭云
东） 由省体育局、省直机关工委和
省文化厅联合主办的“湾田杯”第7
届省直单位棋牌联谊赛，今天在长
沙湾田·国际建材总部基地举行。
比赛设围棋、象棋、桥牌和双百分4
个大项， 吸引了200多名棋牌爱好
者参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
叔红出席开幕式。

省直单位棋牌联谊赛已成功

举办了6届， 是我省有较大影响力
的精品赛事，丰富和活跃了省直单
位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推
动了我省棋类运动的发展。 省棋
类协会秘书长罗立新介绍，2012年
我省棋类运动开展取得不少突破，
湖南象棋队、湖南业余围棋队均重
返甲级联赛，常德市获得中国围棋
协会授予的“中国围棋之乡”称号，
成为我省首个获此荣誉的城市。

省直单位举行棋牌联谊赛

� � � �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裴望远 叶晖 ） 南粤春来
早， 湘情满珠江。 在粤湘籍人士
2013新春联谊会暨广东省湖南商
会年会今天在广州举行，1200多名
在粤湘籍人士共叙乡情、 共谋发
展。湖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石玉珍
出席活动，并看望和慰问在粤工作
的湘籍人士。广东省常务副省长肖
志恒，广州军区的周松和等20多位
湘籍将军出席活动。

石玉珍介绍了湖南经济社会
的发展情况，并向广东省委省政府

和广东人民长期以来对湖南发展
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向在广东创
业发展的三湘儿女致以新春祝福，
并邀请更多的客商来湖南投资兴
业。 肖志恒说，大批优秀的湖南人
扎根广东、服务广东，已经成为建
设广东的主力军之一；广东近年来
的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离不开湖
南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政府驻广
州办事处和广东省湖南商会举办。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商会会员企业
回湘兴办实业投资达50亿元以上。

在粤湘籍人士共迎新春

� � � � 1月19日， 溆浦县双井镇新塘村71岁的农民向明清开着小车， 来到
镇上卖柚子， 吸引了不少目光。 向明清原来在外做工程， 年纪大了后
回乡栽种了3亩柚子， 年产5000多公斤。 王芬颖 摄

为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湖南建设，切实提高部
机关依法决策和科学决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法 》的规定 ，特聘请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
先进工作者、首届全国十佳律师、全国律师事业突出贡
献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人
民政府参事、博士生导师、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

秦希燕同志为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常年法律顾问，聘任
期限为三年。 今后，湖南省委宣传部相关法律事宜，均委
托法律顾问处理。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2013 年 1 月 17 日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关于聘任秦希燕同志为我部常年法律顾问的公告

� � �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段云
行 贺威 通讯员 刘烨 ） 今天上
午，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党委书记
柏连阳教授和其科研团队， 将所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奖金10万
元， 用于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
生。 2012级植保研究生刘湘林等
20个学生， 每人获捐5000元。

1月18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的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上， 柏连阳教授主持 、 湖
南农业大学和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等单位共同完成的 “水田杂草安
全高效防控技术与应用 ” 项目 ，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其科
研成果已在湖南、 湖北、 江西等
水稻产区推广应用， 取得显著经
济、 社会与生态效益。

柏连阳团队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0万元奖金“奖”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