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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欧阳倩
张晶 田甜）今天晚上，大美洋湖·
2015中国(长沙)雕塑文化艺术节颁
奖典礼在长沙广电演播厅举行，为
持续30天的艺术节画上了圆满句
号。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执行主
席龙宇翔、艺术总监盛和泰、省领
导谢勇等出席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上， 本届雕塑文化
艺术节新增设的“最受市民喜爱
的雕塑作品”评选结果出炉。中国
雕塑家雷宜锌的《秋风袅袅》、肖
小裘的《森林梦》、匈牙利雕塑家
比亚塔·罗斯塔的《创造者》、阿根
廷雕塑家理查多·巴斯托斯的《延
续》、 南非雕塑家威利·贝斯特尔
的《马》，共5件作品斩获殊荣。

本次雕塑节以“城市精神·城
市文化·城市创造”为主题，共收
到参赛作品500多件， 最终决出6
件优秀作品。 来自北京宋庄画家
村的职业艺术家王钢的作品《大
时代》被评为最佳作品奖，并受邀
成为下届雕塑节特邀雕塑家。

艺术节期间， 来自全球的雕
塑家在洋湖湿地公园创作完成了
24件艺术精品，加上首届的21件，
这些雕塑在公园内形成了一道
“文化味”、“国际范” 十足的风景
线。截至10月8日，共有超过30万
人次到访洋湖湿地景区， 与去年
45天、约25万人次参观相比，今年
艺术节持续时间少了1/3，游客量
却增长了1/5。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通讯员
张光升 记者 张斌）今天，2015年
第1期湖南省金融改革创新专题
高级研修班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
融学院开班。副省长、省工商联主
席何报翔出席并致辞。 部分湖南
知名民营企业和金融战线、 财政
战线、 工商联战线负责人80余人
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班经省政府批准，
由省工商联、省政府金融办、省财
政厅共同举办， 旨在提高我省民
营企业融资能力和相关部门金融
服务水平。 此次授课的老师包括
学院派专家、专家型官员及银行、
证券业、保险业等领域高管，课程
涵盖资本市场理论、 宏观经济金
融形势、政策与实务等。今天，著

名经济学家李剑阁讲授了《市场
作用的演进： 中国改革历程》，国
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范剑平
讲授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走势和
宏观调控政策。

何报翔指出，新常态下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但今年上半年湖南经
济增长8.5%， 高于全国1.5个百分
点，这主要得益于湖南非公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撑起了“半壁江山”。非
公经济已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主
力军、改革开放的主动力、吸纳就
业的主渠道。湖南省委、省政府始
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非公经
济健康发展，促进非公经济人士健
康成长。希望学员们沉下心来好好
学习和充电， 加强思考和互动交
流，不断获得提高。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通讯员
李苗 记者 左丹）“不施化肥、 不化
控、不盖膜、不灌溉，每亩只施100
斤石灰， 且经历前渍后旱的气候，
改制棉田全程机械化种植的油用
大花生亩产实收超过900斤， 创湖
南花生高产新纪录，确实惊人！”近
日，湖南省农业委会同省种子管理
局、省农科院组成专家组，对湖南
农业大学、桃源县农业局联合实施
的棉田改制花生高产示范项目进
行实收验产时发出由衷感叹。

花生示范基地位于常德市桃
源县木塘垸乡，面积70亩，采用夏
花生———冬油菜的“双油”种植模
式、按照“一控两减三基本”生态
要求、钙肥“控花增果壮籽”新技
术进行栽培管理。9月25日至26
日， 专家组采用联合收获机实收
面积1.02亩， 亩产干果高达914.6
斤，每亩产值3000元，纯效益2300
元以上，每亩产油量352斤，油、饼
总产值接近3800元。近年来，国家
取消棉花收储政策， 棉花产区西

移，加之旱涝减产，效益降低，导致
南方棉花种植面积巨减。 棉区农
民面临种什么、如何种的困境。为
此，2008年以来，湖南农业大学农
学院李林教授、 刘登望副教授组
成的花生科技团队， 在洞庭湖平
原棉区开展棉田改制花生研究。
通过艰苦攻关， 建立了品种选育
定型、栽培技术集成、农艺农机配
套、 高产高油结合的肥地花生科
技体系，选育出3个高产高油花生
品种， 此次种植的即为他们选育
的通过国家审定的湘花2008品
种。 他们的研究还为湖南花生产
业战略转移和提质升级奠定了坚
实基础： 即种植区域从瘠薄干旱
的零散丘陵地向土肥水丰的集中
平原区转移，单产将大幅提升；种
植品种从大路货向专用化转变，
品质将根本改观； 种植季节从春
播向夏播转变， 促进多熟制和冬
季农业发展； 种植方式从手工劳
作向全程机械化推进， 效率将革
命性提高。

湖南日报10月9日
（通讯员 衡纪轩 邹太
平 记者 乔伊蕾）今天，
记者从衡阳市纪委获
悉， 该市公安机关经过
近两个月的缜密侦查，
一举破获了我省首起非
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
罪的重大案件， 捣毁了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窝点———长沙鼎诺
商务调查公司。

经衡阳市人民检察
院批准， 依法对犯罪嫌
疑人周某等5人实施逮
捕， 对犯罪嫌疑人董志
国依法实施监视居住。
并缴获一批用于非法获
取公民信息的窃听、窃
照专业器材， 其中GPS
跟踪器7台，录音笔4支，
纽扣式密拍器2台，手表
式密拍器1台，打火机密
拍器1台，闹钟式密拍器
1台，眼镜式密拍器1台，
汽车钥匙密拍器4台，佳
能单反相机1台，DV摄
录机6台， 双筒望远镜1
个，单筒望远镜1个以及
用于作案的车辆2台。

今年7月底，衡阳市
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线
索后， 依法受理初查，7

月31日对涉嫌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侦
查。 经查，2015年5月衡东河西开发区
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董志国因对时任衡
东县委副书记谭建华不满，经密谋，由
河西开发区某企业老板提供十万元资
金，由董志国出面，提供谭建华照片、
车辆、住处、通讯号码、行踪信息，委托
长沙鼎诺公司对谭建华釆取跟踪、定
位和秘拍等非法调查手段， 至7月4日
拍摄到谭建华在其哥哥的酒店赌博的
视频，发送到省委、省纪委主要领导和
衡阳市委、市纪委主要领导。衡阳市纪
委接到举报后， 迅速对谭建华进行了
纪律审查，给予了党内警告处分，并按
程序免去其县委副书记职务。 谭建华
目前被临时安排到衡山科学城管理委
员会筹备组工作，未任命职务。

通过侦查发现， 长沙鼎诺商务调查
公司涉嫌16起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犯罪，
其中1起涉嫌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敲诈
永州市伍某35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
步侦查中。 董志国除涉嫌参与非法获取
公民信息犯罪外， 还涉及其他严重违纪
问题，已被衡东县纪委进行纪律审查。

2015中国（长沙）雕塑文化艺术节闭幕

5件作品获评
“最受市民喜爱的雕塑作品”

湖南省金融改革创新专题
研修班在京开班

洞庭湖棉区改制花生研究
取得重大突破

亩产实收超过900斤，创湖南花生高产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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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 媒体上不断出现
有关超级稻的质疑， 某些网上评论甚
至将矛头对准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
以及我本人，对此我有话要说。

首先， 超级稻是国家为了保证全
国人民粮食需求而提出和设立的重
大项目。从现实情况看，水稻既是我国
也是全世界的第一大粮食作物， 世界
一半以上人口和我国60%以上人口以
大米为主食。 尤其在中国人多地少的
情况下， 我们要解决粮食问题只能依
靠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 这个发展
方向毋庸置疑。 正是出于保障粮食安
全的考虑，国家农业部于1996年正式
就“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立项，目前
超级稻品种已经进化到第四期， 总体
情况不断向好。作为科研人员，我们一
直都在追求超级稻更高产， 这是我们

杂交水稻科研工作永恒的主题。
目前我国一共设有39个超级稻

百亩示范片， 现在有些示范片已经丰
收。根据我的测算，大概5个示范片亩
产过了1000公斤， 平均产量也在950
公斤左右。 为了充分认识我国超级稻
发展水平，我们可以简单做下对比：目
前全世界水稻种植面积在22亿亩左
右，平均单产为300公斤，即便在日本
等一些农业科技较为发达的国家，平
均单产也只有450公斤。 仅从这点就
能看出， 发展超级稻给中国的农业生
产带来多大优势。

当然， 近期出现的质疑也暴露了
超级稻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对此我
想指出，超级稻从来不是十全十美，它
也一直处在改进的过程中。 在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 我们的超级稻产量高但

品质不好， 但当时的主要目标是解决
温饱问题， 老百姓对于大米的要求也
没那么高。 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越
来越高， 老百姓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变
得更高， 我们为此也在不断对超级稻
进行改进。 我的宗旨是既要高产量也
要高质量， 绝对不以牺牲产量来追求
质量，现在来看这个目标也已达到。按
照农业部的标准， 产自超级稻的大米
已经达到二级以上指标。

即便如此， 超级稻在技术上仍有
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比如其对病虫害
尤其是稻瘟病的抵抗性还不甚理想。
按照农业部的九级评定指标， 超级稻
的抗病虫害能力处于 5级的中间水
平。我们希望未来超级稻至少达到二、
三级，即高抗水平。我理解社会对于我
们农业科研的高期待， 但农业科研和

生产从来不能一蹴而就。 超级稻的生
长和改进周期很长， 起码需要三年五
年时间， 即便你晚上加个大夜班也无
法那么快就解决问题。

我现在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既
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饿肚皮的苦日
子，也享受到现在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那些有关超级稻甚至对我本人的质疑
中有些出于善意， 但有些也有居心叵
测之嫌。对此我想说的是，超级稻研究
事关国家荣誉和粮食安全， 无论遇到
什么困难，我绝不会退缩。现在我们的
科研团队正在向超级稻第五期攻关，
向着更高产量和更高质量奋进， 我希
望社会上某些人不要再向我们的超级
稻泼脏水了。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
稻专家 此文原载10月9日《环球时报》）

请别再向超级稻泼脏水

关于开展乡镇区划调整
改革工作的意见

10月9日，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电务公司的技术人员在对京广铁路株洲火车站计算机联锁控制系统进行监测。该电务
公司当天中午两个小时之内，顺利完成了包括全站各类信号控制、铁道运行信号联锁控制、火车通行闭塞控制三大系统在
内的株洲火车站计算机联锁控制系统的改造升级，并确保了升级期间100多趟过往该站客运与货运列车的安全运行。

湖南日报记者 谭克扬 通讯员 陈卫强 摄影报道

（紧接1版）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
民政厅， 具体牵头组织对湖南省乡
镇区划调整改革工作方案的实施。
各级党委、 政府要充分认识乡镇区
划调整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把
思想行动统一到省委、 省人民政府
的决策部署上来， 把乡镇区划调整
改革作为一项打基础、 利长远的重
大基础性改革来抓， 确保改革顺利
组织实施。 各市州、 县市区党政主
要负责人是本地区乡镇区划调整改
革的第一责任人， 要切实履行好第
一责任人职责。 各地要组建强有力
的工作班子， 从组织、 机构编制、
民政、 发改、 财政等党政综合部门
抽调精干力量， 负责组织实施和协
调落实工作。 对于工作难度大的县
市区， 可由省、 市州派出工作组指
导帮助工作。

（二） 科学制定方案 。 乡镇区
划调整改革工作方案由县市区人民
政府负责制定； 村调整撤并方案由
乡镇人民政府提出， 经村民会议讨
论同意后确定。 在拟订方案时， 要
深入调查研究， 充分论证， 上下沟
通， 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 形成
共识。 方案制定后必须严格依法按
程序报批， 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工作

方案经市州人民政府审核后， 报省
人民政府审批； 村调整撤并方案由
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批。

（三） 严格落实责任 。 实行分
级负责， 省委、 省人民政府负责乡
镇区划调整改革的顶层设计、 统筹
协调和规划管理； 市州党委、 政府
为责任主体， 负责乡镇区划调整改
革的部署落实； 县市区党委、 政府
为实施主体， 负责辖区内乡镇区划
调整改革的具体组织实施。 省、 市、
县有关部门按照责任分工， 抓好相
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实施、 对口指导
工作； 加强协作配合， 合力推进改
革， 形成部门配合、 上下联动的工
作格局。 省委、 省人民政府将定期
或不定期对各地乡镇区划调整改革
工作情况进行督查督办， 对落实不
到位的严格追究责任。

（四） 严明纪律要求 。 严格政
治纪律， 严禁干扰乡镇区划调整改
革工作， 对各类扰乱改革工作的谣
言和行为要严肃查处， 依法依纪追

究责任。 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要
及时研究解决， 重大问题及时向上
级请示报告。 严格组织人事纪律，
严禁突击提拔干部、 突击进人； 严
禁擅离职守、 失职渎职； 严格财经
纪律， 加强资金管理， 严防国有资
产流失， 严禁借机突击花钱、 转移
财物， 严查侵占、 挥霍国家和集体
资产等违法违规行为； 严格廉政纪
律， 遵守廉政准则， 严禁以权谋私，
一经发现， 严肃处理。

（五） 营造良好氛围 。 各级党
委、 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做好实施乡
镇区划调整改革的宣传动员和舆论
引导工作， 积极向干部群众宣讲乡
镇区划调整改革的重大意义、 目标
要求和相关政策， 消除干部群众思
想顾虑， 引导干部群众积极主动参
与和配合改革。 凡涉及干部群众重
大利益的， 要充分听取干部群众意
见， 取得干部群众的理解支持， 在
全社会形成主动支持改革、 积极投
身改革的良好氛围。

袁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