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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左丹
胡宇芬）今天下午3时，农业部水稻
高产攻关验收组组长、 中国水稻研
究所所长程式华研究员在溆浦对外
宣布： 第四期超级杂交稻新组合“Y
两优900”高产攻关溆浦县横板桥乡
红星村102.6亩示范片，经专家组现
场测产验收， 验收结果为平均亩产
1026.7公斤。 这标志着，我国的超级
杂交稻第四期亩产1000公斤攻关取
得成功， 并创下目前所测超级稻示
范片百亩片均产最高纪录。

水稻大面积超高产是全世界共
同关注的重大科学课题， 是保证粮
食有效供给、 保障世界粮食安全的
有效途径。 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科研
团队先后于2000年、2004年、2011
年实现了超级杂交稻第一期亩产
700公斤、第二期亩产800公斤、第三
期亩产900公斤的攻关目标， 并自
2013年启动第四期亩产1000公斤
的科研攻关。

大面积亩产1000公斤， 是世界
杂交水稻史上迄今尚无人登临的高
峰，攻关难度非常大。 针对此，袁隆
平院士提出了“良种、良法、良田、良
态”相结合的攻关策略。 经过两年的
不懈努力， 袁隆平院士创新团队选
育的超级杂交稻“Y两优900”新组合
表现出色，2013年，创下了百亩片平
均亩产达到988.1公斤的世界纪录。
今年，在袁隆平院士组织下，“Y两优
900”在全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30个示范片进行超高产攻关示
范， 其中溆浦县横板桥乡红星村
102.6亩高产攻关片长势喜人。

在测产现场，记者看到“Y两优

900”亭亭玉立在稻田之中，稻穗又
长又大，远远看去，如水稻瀑布一般
壮观，令人赏心悦目。

今天上午，农业部组织专家对溆
浦示范片进行现场测产验收。 专家组
将攻关示范片所有田块进行编号，由
示范单位推荐1块田，即20号田，专家
组以抽签方式确定2块田， 即35号田
和8号田，进行测产。 其中，8号田面积
491.17平方米， 20号田面积418.20平
方米，35号田面积418.54平方米。在对

每块田所收毛谷样品现场晒干除杂
后， 实测水分含量， 以标准含水量
13.5%折算成干谷重量，最终，三块田
亩产分别是958.61公斤、1074.67公斤
和1046.83公斤。 算术平均后，百亩片
平均亩产1026.7公斤。

“这标志着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研
究遥遥领先世界。 ”在收割现场举行
的媒体见面会上，84岁的袁隆平院士
难掩心中喜悦，“这不仅为我国粮食
增产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表明中国

人有志气、 有能力创造世界奇迹，依
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把
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

据悉， 我国自1996年立项启动
“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以来，目前已
育成通过农业部认定的超级稻品种
126个，其中在生产上使用111个。 截
至2012年，超级稻累计推广面积达到
64384万亩， 占同期水稻种植面积的
21%，累计增产稻谷415亿公斤。

第四期高产攻关通过农业部测产验收

超级稻大面积亩产
超1000公斤

创造了水稻大面积亩产最高纪录， 溆浦百亩片亩均1026.7公斤

10月10日，袁隆平院士在回答记者提问。 当天，中国超级稻第四期研究进展新闻发布会在溆浦县横板桥乡红星村
超级稻基地举行。 邓太平 谢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陈世伟 宋伟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
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
笑开颜……”开阔的山谷里，一条溪水蜿蜒
而过，嘹亮的歌声荡漾在青山绿水间。

9月30日上午，和煦的秋阳下，张家界
市永定区偏远的四都坪乡沅溪小学欢声
笑语，绿树环绕的校园，崭新明亮的教室，
宽敞洁净的操场，小学生们欢快地唱歌跳
舞，第一次在新校园里喜迎共和国65周年
华诞。

“现在学校在硬件上与城里的学校基
本一样了。 ”沅溪小学校长熊爱国说，作为
一个只有70名学生的村片小，投入145万，
新建了教学楼、学生宿舍、运动场、食堂、
厕所，成了全区“最美的乡村学校”。

这是永定区致力“打造教育名区”的一
个缩影。“让每个孩子都沐浴阳光。 ”区委书
记尚生龙介绍，全区6万多学生，意味着有6
万个家庭、20多万人涉及教育，占全区总人
口的50%。实现教育公平是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优
先发展教育就是关注最大的民生。

共建“美丽新校园”
作为崛起的旅游新城，20多年来，张

家界城区人口不断增加，学生人数不断攀
升，其中小学、初中在校学生由建市之初
的9650人猛增到现在32681人。

“校际之间差异大，导致‘大班额’和
‘择校热’愈演愈烈。 ”永定区教育局局长
付从礼介绍，目前张家界城区义务阶段学校共缺学位11600个，生均面积小学
仅为7.7平方米、初中11.8平方米。

位于城郊的前社村，总面积500亩、总投资3.5亿元的张家界一中新校区
扩建项目如火如荼， 预计2016年秋建成使用， 可容纳90个高标准教学班、
5000名学生就近入学。

翻阅新制定的《中心城区学校布局调整建设方案》，永定区将举全区之力
投融资9.1亿元， 行政划拨用地824亩，3至5年内， 对14所中心城区学校进行
改、扩、建，预计2018年，新增学位12600个。

当人问起永定区最好的幼儿园在哪里？ 答案不在城区，却是边远的温塘
镇中心幼儿园。投入400万元，设计新颖，设备齐全，乡村孩子如城里孩子一样
享受教育之乐。 (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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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杨丹 陈薇）枫叶正
红，金鹰高飞。 今天晚上，聚焦无数目光的中国电
视艺术的盛典———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
长沙隆重开幕。

省政协主席陈求发宣布开幕。 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副局长田进，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夏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赵化勇，省领
导许又声、黄跃进、徐明华、李友志、魏文彬出席。

开幕式上，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
致欢迎辞。 他说， 经过十多年的成长和历练，“金
鹰”越飞越高，成为最受观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的
电视艺术节之一。金鹰节是一座沟通的桥梁，通过
它，电视艺术走进了千家万户。金鹰节是一个瑰丽
的梦想，通过它，电视艺术翻开了精彩篇章。 金鹰
节是一次温馨的相聚，在这里，我们交往、交流、交
融，共同谱写文化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夏潮致开幕辞。他说，在湖南这片艺术的热土
上，金鹰节已走过了14年的风雨历程，成为中国电
视艺术接受检阅、展示成果、谋划未来的大舞台。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加速融合的全媒体时代的到
来，给中国电视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
新的挑战。 作为电视艺术工作者，要抓住机遇、直
面挑战，共同创造中国电视艺术的新的辉煌。

晚上8时，新一代“金鹰女神”赵丽颖身着金色
长裙，头戴华美皇冠，在“金鹰”的带领下，伴随着
优美的音乐，从“冰封”的钻石之中幻化而出，拉开
了晚会的帷幕。 晚会主持阵容强大，除朱军、毕福
剑、谢娜外，“主持四少”何炅、汪涵、撒贝宁、华少
还联袂演唱了《凡人歌》，为观众传递欢乐和感动。
热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导演吴子牛

率领马少骅、巫刚、宋佳等剧组成员为观众讲述了
创作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刘欢、孙楠、张靓颖等为
观众献上了耳熟能详的影视剧金曲。 富有爱尔兰
风情的踢踏舞表演《大河之舞2》则带给观众节律
的震撼。最后，在王丽达《共圆中国梦》的动听歌声
中，晚会圆满结束。

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以金鹰奖评选颁奖为主

活动， 是唯一以观众投票为主选方式产生的全国
性电视艺术综合大奖， 也是中国首个以国产电视
艺术作品作为评奖和交流对象的电视艺术节庆活
动。 自2000年落地长沙，目前已发展成为两年一
届的文化艺术盛事。本届金鹰奖评选包含了9个大
类的76个奖项， 将有103部电视剧，158个电视节
目，58位主持人角逐各个奖项。

本报广州10月10日电 （记者
颜斌） 区域合作， 舆论先行。 为配
合第十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
论坛暨经贸洽谈会的召开， 第十届
泛珠三角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广州
举行。 广东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
部长庹震出席。 本届泛珠媒体合作
论坛由南方日报、 香港文汇报、 澳
门日报联合承办。

本届泛珠三角媒体合作论坛具
有特殊的意义， 既是对前十年泛珠
媒体合作的盘点， 又是新一轮泛珠
媒体合作的起点。 2004年， 南方日
报发起并承办了首届“泛珠三角媒
体合作论坛”， 搭建起“9+2” 区域
主流媒体合作交流平台， 此后每年
都由泛珠大会主办地省 （区） 委机
关报承办泛珠三角媒体合作论坛。
十年来， 该论坛确立的各项协调机
制和业务合作机制， 为泛珠三角区
域合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舆
论支持， 实现了泛珠媒体在新闻业
务领域的密切互动， 扩大了报道影
响力， 并在广告、 发行、 印务、 新
媒体发展等多方面开展了广泛的交
流与合作。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媒体融合
发展的探索与合作”， 按照中央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
总体部署， 当前媒体融合发展正面
临新的机遇， 泛珠主流媒体如何创
新突围？ 南方日报、 湖南日报、
海南日报、 贵州日报、 福建日报、
江西日报、 四川日报、 广西日报、
云南日报、 香港文汇报、 澳门日报
等“9+2” 各方媒体的负责人， 围
绕主题展开交流。 与会代表纷纷表
示， 媒体融合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层
面的对接和合作， 在推动传统媒体
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中， 要将传统
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责任和能力拓
展到新兴媒体领域， 在新兴媒体领
域牢牢掌控话语权， 继续发挥引领
舆论的中流砥柱作用。 无论传播载
体怎么改变， 必须坚持对新闻的内
容、 资讯产品的品质追求， 达到内
容与形式、 内容与技术的高品质融
合， 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形成
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的态势， 打造
有竞争力的新型媒体集团。 在这个
过程中， 必须勇于进行思维创新、
产品创新、 模式创新及机制创新。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奉永成)
今天，记者从省通信管理局获悉，长
株潭作为唯一的城市群，跟北京、上
海、广州等39个城市（城市群）一起，
被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改委批
准为2014年度首批“宽带中国”示范
城市（城市群）。

去年，国务院印发了《“宽带中
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将“宽带战
略”从部门行动上升为国家战略，宽
带首次成为国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
施。 今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
发改委联手，启动创建“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城市群）工作，选取具有
良好宽带发展基础的城市（城市

群），通过创建示范城市，提升本地
区宽带发展水平， 并在信息通信新
技术新业务试点、示范项目等方面，
优先对“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
群）进行支持。

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群后，将进一步加快提
升城市宽带发展水平。 据省通信管
理局初步估算， 我省基础电信运营
企业3年内将投资115亿元，新建2万
个4G移动基站， 加快下一代互联网
的部署和推广。 届时，长株潭城区光
纤将到楼入户，农村宽带进乡入村，
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将达到75%，
3G/4G用户普及率达到65%。

第十届泛珠三角
媒体合作论坛在穗举行

共商媒体融合发展之路

长株潭成首批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将达75%，3G/4G用户

普及率达65%

第十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大幕开启
陈求发宣布开幕

向袁隆平致敬

10月10日晚， 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盛大开幕。 图为开幕式上气势恢宏的大型歌舞
《共圆中国梦》。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评论员

10月10日，湘西山区溆浦县，传
出让人振奋的消息： 农业部专家组
测定，“Y两优900” 百亩片平均亩产
1026.7公斤。这标志着超级杂交稻第
四期攻关目标成功实现！ 我国杂交
水稻育种技术登上千公斤级新台
阶， 在人类水稻种植史上具有里程
碑式的重大意义。

我们向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和他的科研团队，致以热烈祝贺！

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到超级杂
交稻;从700公斤，到800公斤，到900公
斤，到1000公斤，杂交水稻研究跨越了

半个世纪。 每一次跨越， 都是一个奇
迹， 在神州大地引发的一场震撼世界
的“绿色革命”，给人类以福音，给世界
以惊喜。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杂交水稻
不仅为解决中国13亿人“吃饭”问题
作出了重大贡献， 也被视为解决世
界饥饿问题的希望之光。 全国累计
种植杂交水稻73亿亩， 累计增产稻
谷7000亿公斤， 因种植杂交水稻每
年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7000万人

口。 全世界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2000多名专家学者到湖南杂交水
稻研究中心交流和培训。 2013年，杂
交水稻在异国他乡种植面积达到
600万公顷。

科学之路，从来没有平坦大道。
南繁北育，袁隆平做过几百次、数千
份材料的试验。 屡经挫败， 无怨无
悔，愈挫愈奋，永不言败。 几十年的
坚守与探索， 彰显出这位人民科学
家对真理和科学的执着追求， 对祖

国和人民的绝对忠诚。
超级杂交稻突破千公斤大关，不

仅刷新了世界水稻史上大面积亩产新
纪录， 还表明中国人能依靠自己的力
量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把饭碗端在自
己手上。

“与大地贴得更近，看天空才会
更远”。 今年84岁的袁隆平，心中还有
一个目标：每公顷16吨；两个梦想：禾
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致敬！ 人民科学家袁隆平。

相关报道见4版＞＞＞

物流业打造十二大重点工程
竹埠港治污启示录：
不信蓝天唤不回
四部门联合发布“境外追逃令”
外逃经济犯12月1日前自首可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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