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12月18日，中国首届智能
手机发展10年高峰论坛在祁东县开幕。华
为、苹果等10家终端品牌生产企业的中外
高管、研发机构技术骨干以及国内多所高
校的专家学者近500人参加。

这届论坛为期两天，主题是展望智能
手机发展前景，把握智能手机新材料应用
趋势，抢占承接产业转移制高点。参加论
坛的祁东县委书记杜登峰告诉记者，举办
这届论坛对把握智能手机工业科技发展
趋势，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推动相关产业
链园区建设，促进祁东智能手机配套产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高峰论坛上，南京邮电大学教授闵永
刚对智能手机发展10年进行了回顾及发
展趋势展望。现场播放了一段关于未来智
能手机的概念视频，可随意伸缩延展的屏
幕成为未来智能手机最大亮点。论坛嘉宾
CINNO副总经理陈丽雅表示，根据对近10
年手机发展趋势研究，可伸缩屏幕或将成
为未来智能手机发展趋势。

参加论坛的嘉宾还参观了祁东县归
阳工业园区。这届论坛由祁东县委、县政
府主办。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通讯员 刘慎 记者
周月桂） 我省袁氏种业在尼日利亚的4公顷杂
交水稻雨季试种田日前完成收割， 实收稻谷
1072袋， 按15%除掉水分和杂物， 折合单产为
500公斤/亩，超过原定的400公斤/亩目标。

此次试种是省商务厅与尼日利亚李氏集
团签订经贸合作备忘录后第一个落地项目，
将推动我省农产品加工、 农机设备及相关技

术进入尼日利亚及非洲市场。
在今年6月举行的“2016湖南·非洲国际

产能合作暨工商企业跨境撮合对接会”上，袁
氏种业与尼日利亚李氏集团成功对接， 双方
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在尼日利亚开展为
期一年的杂交水稻试种。 试种于今年7月启
动，8月开始播种， 首次雨季试种面积为4公
顷，包含了23个试种品种。

在省商务厅的积极协调下，农友机械、湘
粮机械等省内农机和粮机企业11月开始对试
种水稻进行收割加工。 为推动我省农业更好
地走进非洲，省商务厅拟以此项目为契机，形
成省商务厅协调指导、袁氏种业牵头、省内农
机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参与的农业产业联
盟，与尼日利亚李氏集团签订合作备忘录，抱
团走进尼日利亚及非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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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新湖南客户端记
者 秦慧英 通讯员 苏毅）湘企加快“走出去”
步伐，政策性保险为企业保驾护航。今天，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长沙营管部（简称“湖南
信保”）向媒体透露，截至目前，通过短期出口
信用保险， 湖南信保15年来已累计支持湖南
企业出口达200亿美元，向出口企业支付赔款
约7亿元， 为出口企业提供融资便利约280亿
元。

“目前出口信用保险覆盖广泛，一旦发生
诸如海外买方企图欺诈或侵吞货款、 拖欠货
款甚至破产倒闭等事件以及其他保单所列的
风险时， 投保企业都有望按照保险合同约定
获得赔偿。”湖南信保党委书记、总经理叶小
剑表示，风险之后的巨额赔付，也让众多出口
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更加安心做外贸。仅
以湖南工程机械行业为例，中联重科、三一重
工、 山河智能等十余家湖南主要工程机械企

业， 累计获得湖南信保的保险赔款共计超过
3065万美元。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金融支持、风险保
障等方面，支持湖南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
的诸多项目投资。在行业上，不仅要支持工程
机械、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等湖南传统优势企
业，还将在农产品深加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
领域加大支持力度， 为企业走向海外保驾护
航。”叶小剑表示。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曹海涛）再有1个多月就是2017年
春节了，但浏阳市澄潭江镇村民王金玲的
这个年却不会好过。17日， 在浏阳市公安
局、安监局和澄潭江镇联合江西省上栗县
公安局、安监局和桐木镇开展的湘赣边界
协同“打非治违”行动中，正躲在家中非法
生产烟花爆竹的王金玲被联合检查组逮
个正着。 此次行动共查处2处非法生产窝
点，7人躲在家中非法生产，被“请”进了派
出所。

澄潭江镇是浏阳市烟花爆竹的主产
区，与之相邻的江西省上栗县金山镇和桐

木镇同样有生产烟花爆竹的传统，很多村
民跨越省界只有几步之遥，在以往的“打非
治违” 行动中， 村民们经常跟工作人员玩
“躲猫猫”游戏：浏阳市搞行动就往上栗县
跑，上栗县搞检查又转到浏阳市。

为彻底杜绝烟花鞭炮非法生产，今年
3月份，澄潭江镇主动发力，联络江西上栗
县金山镇和桐木镇，建立湘赣边界协同“打
非治违”机制，截至12月17日，澄潭江镇、
金山镇和桐木镇共开展13次湘赣边界协
同“打非治违”联合行动，先后查处21起较
大规模烟花爆竹非法生产行为，依法扣押
半成品、成品1000余件。

湘赣边界协同“打非治违”
7人非法生产烟花爆竹被“请”进了派出所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刘勇）12
月16日， 省农机局在长沙县江背镇启动
“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三大行动“再出
发”，力促全省农机安全生产再上新台阶。

近年来，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
我省各类农机数量迅速增加。全省登记注册
的农用拖拉机即达34.5万台。加之农机作业
的田间地头，“路况” 比公路等差得实在太
远，农机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在三大行动启动现场，省农机局向农民
机手赠送了“湖南农机安全事故警示录”和
“农机安全知识宣传手册”，宣传、普及农机

安全生产知识， 开展农机安全警示教育。同
时，还给拖拉机免费安装了金属框架固定的
反光警示标识，解决了以前使用的粘贴型反
光贴易褪色、易脱落的难题。

我省农机安全生产形势一直稳定向
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省农机局要求，
全省各地特别是县、 乡级农机安全生产监
理，一定不能松懈，要把监理的各项措施落
实到基层， 把安全生产的知识培训落实到
机手，把安全生产检查、器具张贴落实到机
具，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助推农民借助
农机平安奔小康。

“三大行动”促农机安全生产
全省登记注册的农用拖拉机34.5万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胡玮哲）12月16日，湖南为源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发布“BOSS买单”平台，成为湖南
首家尝鲜“一码通用”的移动互联网企业。该
平台能处理各种二维码支付请求信息，信用
卡也能刷，且相较于其他收单平台信用卡最
低0.6%的刷卡手续费，“BOSS买单” 费率低
至0.38%， 全部交易资金均由银行直接清算
至商户绑定的银行卡中，商户还能灵活选择
当日或次日定时到账的方式。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支付改变生
活” 已经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12月12
日，中国银联公布二维码支付标准。如今，
“扫码”支付已成为消费新习惯。不过，目前
无论是使用微信或支付宝，交易时都须扫
描各自不同的二维码才能完成支付。湖南

为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忠理洞悉
到了这一消费需求， 着手开发一个平台可
以一“码”通扫。

根据罗忠理的演示， 商户无需下载
APP、 无需改造现有收银系统， 只要登录
“BOSS买单”微信公众号，提交商户相关信
息，获取一个专属二维码，便能完成多渠道
收单。对消费者而言，只要打开手机上任一
软件扫描二维码，即可完成交易付款。

目前，该平台全面支持微信、支付宝、
储蓄卡、 信用卡、 百度钱包等多种方式支
付。“BOSS买单”首创的一“码”通用支付技
术，受到了广大商户的追捧。16日，公司与
国美电器、长沙车工厂、张家界尚格以及来
自北京、山东、天津等地的多家企业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

湖南打造“一码通用”移动支付平台
一“码”搞定收付款，手续费低至0.38%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刘勇）今天，
记者获悉， 中国（湖南） 社群联合峰会将于
2017年1月14日评选出湖南十大“微商”，以引
导、推动社群经济发展。

与传统的漫天撒网的营销不同的是，通过

微信朋友圈做生意的“微商”等社群经济，在有
着某些共同的特质的互联网线上“小圈子”内，
进行精准、高效营销；“小圈子”内的“意见领
袖”的价值被放大，更容易促成交易，并能让消
费者对产品产生“忠诚”而反复消费。

我省杂交水稻
尼日利亚试种获丰收
将推动农产品加工、农机设备及相关技术进入非洲市场

湖南信保为湘企“走出去”保驾护航
支持湖南企业出口累计达200亿美元；向出口企业支付赔款约7亿元，提供融资便利约280亿元

湖南将评选十大“微商”

农民大学生创业
12月19日，嘉禾县石桥镇文辉农业合作社水果基地，负责人罗文辉（右）带领社员在采摘玫

瑰香柑。近年，该县实施“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120名学员均有了自己的创业基地，带动了农
村经济发展。 黄春涛 摄

中国智能手机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可伸缩屏幕
或成未来智能手机
发展趋势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孙姣）12月下旬， 天气将一改之前
和颜悦色的做派， 降水将比上旬和中旬明
显偏多。 气象专家提醒， 本周湖南降水较
多、气温较低，霾天气过将由北向南逐步解
除。

今年10月以来，在华北等地，由于冷空
气偏弱，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总体偏差，
所以霾日数增多。 随着雨水和冷空气的到
来，湖南的霾天气也将逐步得到改善。

省气象台预计，本周湖南雨日偏多，冷
空气较活跃。20日至21日全省大部分地区
阴天有小雨，其中20日湘西、湘中以北部分
中雨，局部大雨；22日至23日白天全省多云
间晴天，清晨有雾；23日晚至25日全省自北
向南有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另外，21日至
22日、26日至27日受两次冷空气的影响，气
温下降，降幅6摄氏度左右。气象专家提醒，
注意防范阴雨天气对农业、 出行等方面的
不利影响，做好防寒保暖。

本周雨日偏多气温较低
随着雨水和冷空气到来，霾天气将逐步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