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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张
尚武 通讯员 李苗） 袁隆平、 官春
云、罗锡文3位院士领衔的南方粮油
作物协同创新中心， 攻关三熟制粮
油茬口衔接难题， 为湖南油菜发展
“西拓南进”扫清障碍。

今天， 农业部在长沙举办全国

油菜绿色增产增效技术培训班，12
个油菜主产省的代表前来学习交
流； 省内相关油菜主产县的代表参
加培训，推广“稻稻油”高效模式。

今年全省计划秋冬种油菜1900
万亩。为实现这一目标，官春云院士
提出， 在稳定环洞庭湖传统油菜主

产区的同时，推动油菜生产“西拓南
进”，大力拓展湘西南“稻油”、湘南
“稻稻油”产区。

围绕三熟制粮油茬口衔接难
题， 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培
育“湘油”、“湘农油”系列早熟品种，
正常年景每亩油菜籽产量不低于

110公斤；其中特早熟“湘油420”，在
省内种植4月20日左右成熟，完全满
足“稻稻油”三熟制的要求。攻关团
队组装集成油菜机械化起垄栽培、
病虫草综合防治技术， 提高油菜后
期抗涝能力， 还使田间通风透光少
病害，有利于油菜优质夺高产。

今天的培训班， 专门为学员设置
田间课堂。官春云院士现场讲解，推广
早熟品种，种油菜不耽误种双季稻，不
与粮争时；机械化耕、播、收降低成本，
让农民有钱赚，油菜才能越种越多。

李志林

近两年，炎陵黄桃大热，市场火
爆，每公斤售价30元，都挡不住消费
者“买买买”的热情。

赚大钱，总是令人兴奋的。炎陵
种黄桃的农民数着票子喜笑颜开，在
旁边看的，自然眼红而神往。不只是
农民，因为发展是第一要务，许多地
方政府，望着黄桃也很是羡慕，恨不
得马上生出这样一个“金蛋蛋”来。

围猎黄桃的行动似乎已经开始，
不仅炎陵本县种黄桃的地方要扩张，
外县甚至邻省来参观取经的，也是一
拨拨的。

黄桃树下，是否会发生一场狂欢
中的“盛宴”？

看看我们曾经有过的教训。江永
香柚，在上世纪90年代，作为当地的
特产 ，是红遍天的 。当时 ，柚子没下
树，就被水果贩子直接包销了，每公
斤价格能达到五六元，这在当时是了
不得的“天价”。差不多同时，泸溪的
椪柑，也红得发紫，种10多亩椪柑，盛
期时的一年收入， 能建栋不错的楼
房。汉寿的甲鱼、麻阳的橙子……都
曾是农产品中 “贵气 ”的象征 ，但后

来，无一不在疯狂地扩张中，跌落在
市场的泥沼中。

一种产品特别是农产品的市场
成功之路，绝非坦途，更非一朝一夕
之功，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等无数种要
素组合的结果。就说炎陵黄桃，引进
得早、培育改良得好、有技术规范、有
落实举措、政府支持、金融助力、气候
适宜、土壤给力……这后面，有无数
道坎要跨越，甚至哪怕缺少了互联网
的那个风口，它能不能走出深深的大
山，还真的难说。而大批的跟风者，似
乎根本看不到其中的艰难和风险，看
到的只是现在收获农民的笑脸，数着
票子的欢欣。

当大批跟风者投入巨大的人财
物，产量成倍地往上翻时；当不讲技
术，没有规范的黄桃都打着“炎陵黄
桃”的牌子出击市场时，山野里黄桃
的“盛宴”，相伴的怕是眼泪了。不遵
守市场规律， 市场便会用无情来惩
罚。连带原来真正的“炎陵黄桃”，也
将受到深深的伤害。 最终，“盛宴”之
下，一地鸡毛，没有一个赢家。

希望无数的血泪教训，能警醒黄桃
树下跟风者，多一份理智和敬畏，别让
果子烂在地里令人痛心的故事再发生。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中秋已近， 月饼销售进入“高
潮”，微信朋友圈和电商平台的“月
饼代购”如火如荼，港澳台地区的品
牌月饼成为代购月饼的主流。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醒消
费者：这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能不
能收到月饼还得看“馅”。

境外月饼代购成时尚
早在中秋前一个月， 微信朋友

圈上的月饼促销战已经悄然打响，
不少原本代购化妆品、皮包、奢侈品
的代购微商， 不约而同开始了月饼
代购，“只要渠道在， 什么赚钱快就
代购什么。” 微信代购商陈小姐说，
代购月饼利润还可以， 如果订货的
人多，大批量采购更赚钱，关键是没

有库存压力。
在几大知名电商平台上， 许多

网店也开启了月饼代购业务， 搜索
“月饼代购”关键字，很快出现大量
代购消息，其中以港澳蛋黄、奶黄月
饼和越南鲜肉月饼代购最多。 一款
香港美心牌流心奶黄月饼， 是今年
新推出的月饼口味， 尽管售价超过
400元，但“代购”量高达两万余件；
大班牌燕窝馅冰皮月饼也是月饼代
购炙手可热的“网红”。

蛋、肉、燕窝馅月饼不
能入境

家住长沙市开福区的蔡女士8
月中旬从网上代购了香港美心莲蓉
蛋黄月饼礼盒， 但直到现在也没收
到货。“入境时被查扣了。” 蔡女士

说，前两天联系代购商后才知道，是
因为月饼中含有蛋黄成分， 但代购
商却不承担责任， 也不同意补偿。

“我买这种高级月饼本来想送人，没
想到冤枉花了几百块钱， 还窝一肚
子气。”说起自己的遭遇，蔡女士仍
旧非常气愤。

记者在开展月饼代购的一些
网店看到了《购买须知》， 其中提
示，月饼如被海关扣下，店家不承
担损失。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表示，
该局早已发布通知，含有蛋（包括鲜
蛋、皮蛋、咸蛋、蛋液、蛋壳、蛋黄）、
火腿、 水果、 肉制品的月饼禁止入
境，五仁、莲蓉等植物源性的月饼可
以入境。

据统计，2014年至今，湖南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单从进境邮件渠道，

就截获了190.6公斤月饼，主要是寄
自香港、台湾地区及马来西亚、新加
坡、澳大利亚的蛋黄类月饼、肉类月
饼等。

收寄月饼，各个国家规
定大不同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临近
中秋节， 美国南加州许多来自中国
的新移民为了追求新鲜， 纷纷代购
国内的潮流月饼。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表示，
全世界有德国、 法国等34个国家和
地区完全禁止收寄月饼， 如果收到
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月饼代购订
单，代购商应如实告知对方。

此外，日本、新西兰等国家对
入境月饼馅料有特殊规定；美国要
求收件人预先申请 FDA食品注
册， 且月饼馅料不能含有蛋黄、肉
类成分；越南则对入境月饼重量有
限制。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周
月桂）2016东盟·湖南名优产品交易
会将于10月19日至23日在长沙市红
星国际会展中心召开。交易会以“东
盟潇湘、共创共享”为主题，将搭建产
供销国际贸易平台，加强我省与东盟
国家经贸对接，展示我省与东盟地区
优秀企业形象。组委会今天在长沙举
行了交易会的推介说明会。

2016东盟·湖南名优产品交易会
由省商务厅主办， 雨花区政府及湖南
红星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 东盟国

家最高级别经贸团将首次来湘开展经
贸洽谈活动。 本届交易会设东盟各国
展馆和省内展馆， 参展范围包括农副
产品、高新技术及电子产品、工艺品、
休闲旅游产品、家居及日用品、美容保
健类、医疗器械、珠宝、乳胶制品、化妆
品等。目前，本次交易会已邀请到马来
西亚、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印尼
等多个东盟国家参会参展， 其中马来
西亚将在会展期间组织系列推介活
动。我省14个市州及长沙各区县都将
组织当地名优企业参展对接。

3院士领衔油菜“西拓南进”
全省计划秋冬种油菜1900万亩，推广“稻稻油”模式

月饼代购风险很大
能否收到货得看“馅”

谈经论市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一条线 、一只表，这是传统
电力。

一张网、一个移动终端，线路状况
实时掌握，电费缴纳自由选择，智能用
电得到普及，这是“互联网+电网”。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简称“湖
南电网”） 近些年积极拥抱互联网，
着力提升精细服务水平， 取得良好
成效。8月下旬，记者实地走访，感受
“互联网+”带来的新变化。

科技改变用电体验
“望城区金星中路时代倾城小

区，您家8月用电量439度，比上月增
加219度。”这一信息，来自于湖南电
网工作人员演示的“掌上电力APP”
手机软件。

今年6月以来，湖南电网大范围
推广普及“掌上电力APP”，已经成
为国家电网的全国示范省。 据最新
数据， 我省用户手机绑定量已超过
百万，缴电费金额位居全国第一。

手机软件千千万， 要让用户乐
意下载、 安装， 必须要有“两把刷
子”。记者看到，通过该软件，不仅可
以查询近3年来每月用电详情，还可
实现自主缴电费、服务网点导航、停
电公告推送、办电申请等功能。

“既是移动终端， 更是互动平
台。”湖南电网营销部客户处王薇介
绍， 小商户租赁门面后如需开通用
电，通过“掌上电力APP”输入身份
证、用电地址等相关信息，经后台审
核后，很快就有电力工作人员上门，

服务效率大幅提高。
买电、用电如同支付宝般便捷，

故障报修也可向淘宝看齐。
在国网湖南电科院， 高电压技

术研究所配网组长毛柳明演示了
“故障抢修APP”，这是一款基于“配
电网大数据分析应用平台” 而研发
的软件。

从接单、派工、到达、勘察、抢修
到修复，每个流程完成后，系统就亮
灯提示。用户报修后，如同淘宝购物
般可随时查看维修进展，心中有底、
停电不慌。据了解，“故障抢修APP”
预计今年可以上线，面向用户开放。

“互联网+”的魔力
“长沙捞刀河乡镇供电所，8月

30日早上7时许，A相电压178伏，低
于正常电压220伏”；

“经调阅连续多日数据发现，电
压偏低为偶然现象，不属于故障”；

8月30日，在国网湖南计量中心
的生产调度监控中心， 工作人员赵
丹告诉记者： 可能用户自己还没发
现问题，他们已经主动监测到故障。

奥秘何在？ 国网湖南计量中心
主任陈向群说，充分运用“互联网+”、
物联网和大数据应用等技术， 实现
了主动作为。

在国网湖南计量中心， 为每一
只电表建立唯一的身份编码后，再
投向市场。 当全省1600万只电能表
都有编码， 并通过信息系统传回数
据并汇总时， 就形成了一张庞大的
物联网。

这张物联网， 不仅监测每只电

表的来龙去脉、生老病死，而且每天
采集电流、电压等8.6亿条各类数据，
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智能分析， 可以
对异常用电情况实施跟踪和警告。

100多用户对应1台公用变压
器，国网湖南电科院的“配电网大数
据分析应用平台”，则让全省18万台
公用变压器也进入了物联网。目前，
该平台实现了配电网关键指标的
省、市、县、供电所、台区（即1台变压
器覆盖区域）、 用户共6级的穿透性
管理，可以对配电网低电压、设备重
过载、 故障停电等信息进行日常监
测和常态化管控。

毛柳明介绍， 大数据带来的效
果， 是可以将预警工单和抢修工单
实时推送给相关方面，变以往的“被
动”抢修为“主动”修理，将设备缺陷
消除在萌芽状态。由此，推出“故障
抢修APP”自然有底气。

同时， 通过与地理信息系统的
结合， 对电力故障可以精准定位到
杆塔。湖南电网介绍，遇上高压线路
故障， 以前抢修平均耗时4个小时，
现在可缩短至2.5个小时。

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站在“互联网+”的风口，电力服

务会变成什么样？
从电力企业内部来说，一方面，

可以打造自动化平台， 解决可靠用
电的问题。 另一方面， 可以改进服
务，更好地以用户为导向。

电力网络的布点远比广电网、
互联网更为广泛， 它延伸到了每一
个工厂和家庭， 以及它们的每一个

角落。可以想见，未来的“互联网+电
网”并非只是卖电，还可以卖热、气、
水，提供各种商品的增值服务。湖南
电网介绍， 已在全省多地开展水、
电、气的精准计量，以及三类信息的
远程采集和集成。

不仅如此，正如“克强指数”将
耗电量作为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
智能电表每日采集的大量数据，可
以精准还原每个家庭的用电习惯和
生活习惯。

在湖南电网的展览室， 记者看
到这样一幅对未来图景的描述：当
你走进家门时， 以智能电表为核心
的智能家居系统将自动开启电灯；
空调将感知室内温度， 并自动调节
到舒适温度； 空气净化器自动对空
气质量进行调整……从电器到家
居， 各个设备通过智能电表自动化
地进行能效管理。

业内人士指出， 电网企业还能
够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 对不同电
力消费群体的用能习惯进行分析，
来制定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精细差
别电价，奖励节能用户。

今年6月， 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
李冶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更
是大胆预测：“以后你不仅可以找邻
居借盐借酱油，还可以找邻居买电。”

李冶说， 国家能源局正在推动
能源的互联网和智能化。简单来说，
就是居民过去只是电力的消费者，
买电只能到电力公司；而今，单个家
庭通过屋顶太阳能发电等方式，也
可以成为发电者，电力自发自用，多
余的可以上网，拿到回报。

电力耀三湘

当电网遇上互联网
———湖南电网智能用电提升精细服务水平

黄桃树下，
希望再没有痛心的故事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孙姣 ）中秋节马上就
要到了，台风也紧随而来。天气预
报称，15日至17日中秋假期期间，
受第14号台风“莫兰蒂” 影响，湘
东、湘南多降水发生，其中16日至
17日为主要的降雨时段，局部有大
到暴雨。

今年第14号台风“莫兰蒂”目前
正向台湾东南沿海靠近，它将在15日
凌晨到上午在福建厦门到广东汕尾

一带沿海登陆。 受其外围云系的影
响， 湖南在15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
湘东湘南云系增多有阵雨，对赏月活
动有所影响，其他地区天气状况适宜
赏月。

具体天气预报为，14日全省以多
云间晴天为主，湘西、湘中局部地区
早晨有雾，气温较高，早晚还是有点
凉；15日至17日湘东、湘南多降水发
生；18日台风影响减弱， 湘东局地仍
有阵雨，其他地区转多云。

中秋台风至

湘东湘南多降水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邓
晶琎）今天，省高速公路监控指挥中
心联合省高速公路交警局、省气象服
务中心、FM90.5中国高速交通广播
发布了《湖南省高速公路2016年“中
秋”期间路网运行态势研判专报》。据
预计，今年中秋假期，全省高速公路
车流量将达734万台次，同比增长约
18%。

据分析，从14日16时起，全省高
速公路的车流量将陡增，持续至晚上
21时。15日中秋节当天的10时至16
时期间， 将迎来假期车流量最高峰。
长益高速、长韶娄高速长沙段、长沙
绕城高速、京港澳高速长潭段将是假

期车流量最大的路段，建议车主错峰
出行。

中秋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有如下
路段施工： 沪昆高速潭邵段北半幅
（东往西方向）封闭施工；长永高速三
一收费站、长张高速常张段常德西收
费站、益常段幸福渠收费站实行全封
闭施工；长张高速长益段金洲收费站
入口实行封闭施工；洞新、炎汝、新溆
和龙永等多条高速公路施工。

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提醒车主错
峰出行，提前选择绕行线路。遇到紧
急情况，请拨打湖南高速公路报警电
话12122，或湖南高速公路服务热线
12328、96528。

预计中秋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量增18%

今日16时起迎高速公路出行高峰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邹
靖方 通讯员 刘又菲）今天，记者从
省通信管理局获悉，我省《2015年度
湖南省宽带发展水平报告》 出炉，与
2014年相比， 全省14个市州城市宽
带发展指数均值由去年的0.473提升
到今年的 0.585， 提升幅度达到
23.7%。

截至目前， 全省14个市州全部
建成“光网城市”， 光端口总数达
2275万个，光缆总长度增长至117万
公里，4G基站达到8.1万个。8M及以

上宽带用户比例达到77.7%，20M以
上宽带接入用户占比提升到52%。

《报告》显示，我省提升幅度最大
的是宽带基础设施能力， 由0.593提
升到0.839， 提升幅度达到41.5%，宽
带普及水平、宽带信息应用、宽带服
务质量等指标提升幅度也在10%之
上。从城市排名来看，前六名分别是
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张家界市、
娄底市、岳阳市，2015年进步最大的
城市为张家界市，从第12名上升至第
4名。

全省14个市州全部建成“光网城市”
宽带发展指数提升幅度达到23.7%

东盟·湖南名优产品交易会
10月长沙举行

新常态 新商务

9月12日19时，张家界市白马
泉高架桥主桥顺利合龙，工程历时
402天。 白马泉高架桥于2015年7
月30日动工建设，全长约2939米，
项目估算总投资2.98亿元， 双向4
车道， 设计行车速度40公里每小
时。 目前， 施工正紧张进行中，力
争今年底前建成通车。 邵颖 摄

张家界白马泉高架桥
主桥顺利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