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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王茜 ）记者
今天获悉，截至目前，坐落于长沙高新区的天
仪研究院已成功完成3次太空任务，将4颗微
小卫星成功送入既定轨道并承担了15项科
学试验任务。

北京时间2018年1月19日中午12时12
分， 天仪研究院自主研制的“湘江新区号”
（潇湘二号）和“亦庄·全图通一号”两颗卫星
搭载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成功发射， 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该公司

CTO任维佳告诉记者：“经过一周多的测试，
各项参数正常。下周开始，将对科学设备进行
首轮试验，确认状态后，预计年后会正式开始
逐一试验。”

在天文探索领域， 天仪研究院与云服
务商UCloud计划研制发射中国第一个“分
时租赁”商业卫星———“UCloud云汉号”；在
科研领域， 天仪与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
深度探索合作发起“天格计划”；在发射服
务领域， 天仪研究院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就卫星搭载、 发射服务领域等方面建
立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第一家与该
机构合作的民营企业， 并与中国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共同成立“先进微纳卫星研制联合实
验室”。

公司CEO杨峰介绍说，截至目前，公司在长
沙研制并成功发射卫星已有14颗。2018年，天
仪研究院计划发射卫星15颗，到2020年，达到
年产100颗卫星的目标。天仪将助力“星城”长
沙成为真正的“卫星之城”。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林俊） 湖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今天发布信息称， 我省

今冬口岸流感疫情防控形势较为严
峻。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月28日，湖
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从全省各口岸出入境
人员中检出流感病毒核酸阳性49例，同比
增长276.9%。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更新的全球流感疫
情报告显示， 近期北半球温带地区流感活
动度持续增强，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流感
疫情， 并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由于流感
或与之相关并发症导致的死亡病例。

针对流感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况， 湖南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加强了口岸出入境人员

体温监测和医学巡查， 对发现的可疑病例
全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医学排查， 不能
排除染疫嫌疑的开展现场快速筛查、 实验
室检测或移送指定医院诊治。

随着寒假到来和春节假期临近， 近期
我省出入境人员将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加
上当前出现的持续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湖
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建议广大出入境旅客
做好流感预防措施，保持良好卫生习惯，避
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推荐儿童、老
年人等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 降低罹
患流感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旅行期
间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入境时如有发热、咳
嗽、头痛、乏力等症状，主动向检验检疫部
门申报，以便得到及时治疗。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刘鹏 刘育东 黄芬

1月24日，阴雨绵绵，冰寒彻骨。桃江县
马迹塘镇范家园村黄土塘片肖茂林的家里，
却暖意融融。这天，父子俩在村干部和邻居的
帮助下，搬进了新家。

房子不大，堂屋、卧室、厕所、厨房、杂屋
却一应俱全。房子外墙贴着瓷砖，里面刷得雪
白，还吊了顶。火红的春联贴上了大门，地面
打扫得干干净净。 堂屋墙角堆着村里送来的
油、米、肉;卧室里新买的木板床上，铺着厚实
的棉被；杂屋里，木柴码得整整齐齐。肖茂林
坐在火塘边，一边烤着火，一边接受邻居的道
贺，笑容满面。儿子肖国民喜得搓着双手跑进
跑出。“肖老倌，你的苦日子到头了呢!”邻居
肖国如进门就说。

肖茂林今年76岁。20多年前，妻子病逝，
留下一个智力轻微残疾的儿子与他相依为
命。屋漏偏逢连夜雨，10多年前，肖茂林双目
失明，生活更为艰难。村干部们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2014年， 肖茂林和儿子被定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 享受了低保政策和残疾人补贴
等待遇。2017年，村里又为他成功申报了“幸
福安居工程”名额。

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肖国民便寻思出去
赚些钱来改善生活。 邻居便把他带到了汕尾
的一家制衣厂，村里人陈益清在那里开店，可
以“打他的招呼”。儿子出远门后，邻居们自发
照顾起行动不便的肖茂林。 住在旁边的肖国
如，隔三岔五送来热气腾腾的饭菜，还经常掏
钱给他买来鸡蛋、 粉条等食物。 周改林住得
远，也常来看肖茂林，柴火不够了，就去山里
砍一捆来；木炭短缺了，便去镇上扛一袋来。
就这样，东家搭把手，西家出点力，虽然儿子
不在身边，肖茂林却也没有遇到什么为难事。

2017年10月，肖茂林家的新房子开始动
工了。邻居们都过来，帮他平整地基，砍树，做
好前期准备工作。施工的两个多月里，邻居陈
祖庆主动承担起了施工师傅的生活安排。竣
工那天，大家又一起帮忙递瓦、盖瓦。乡亲们
还凑钱帮肖茂林办了一顿“立屋酒”。1月9日，
邻居把赚了万把块钱的肖国民带回了家，大
家就张罗着给他们搬家了。24日这天，周改林
给肖茂林洗了个干干净净的澡， 村干部带着
春联、米、油、肉送过来，邻居们带着祝福围拢
来，热热闹闹地帮他们乔迁新居。

木讷的父子俩只知道一个劲地说感谢。
村支书刘靖说：“不要谢我们， 要谢就谢这个
好时代!”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郭兰胜 郭孚盛

桂东县大塘镇全溪村村民邓颖驰，
1990年2月出生，“酒零後”酒业创始人。他
利用祖传的原生态纯中草药酒曲，酿造出
绿色生态的养生土酒， 再配上新潮的包
装，搭上电商、微商等网络营销平台，把其
酿造的糊子酒和白酒销往全国各地，成为
当地村民的致富领头雁。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做酒曲的，在爷爷那
辈，可以靠着卖高质量的酒曲养活一家人。但
由于时代在变迁，酿酒的人越来越少了，酒曲
的销量也随之减少。 我不想让老祖宗留下的
东西失传，就操起了父辈们的‘旧业’。”1月25
日，中等身材、略微发福的邓颖驰说，他从小
耳濡目染父辈们酒曲制作的整个过程， 觉得
酒曲不好卖，可以延伸一下去酿酒卖。

2016年9月，邓颖驰一边跟爷爷、父亲
学习酒曲制作手艺， 一边尝试自己酿酒。
邓颖驰很快出师，不仅酒曲做得好，酿出
的酒质量也很高，村里人都对这个“90后”
刮目相看。当年3个月时间，邓颖驰就销售
了2500公斤白酒，赚到了“第一桶金”。

“酒曲的制作，主要是配上几味中药和
糯米粉，经过碾碎、搅拌、切块、晾晒等20多
道纯手工工序，酒曲才能制成。”邓颖驰把爷
爷教的酒曲制作手艺， 进行了流程化归集，
并就中草药的配量、 每个环节需用时多少、

如何掌握“火候”等，都进行了详细标明，形
成了自己独有的“秘方”。为找上等的酒曲材
料，立秋过后，邓颖驰在爷爷的带领下，到几
十公里外的灌木林和竹林中寻找酒曲的主
药“化酒草”和“发酵叶”两种草药，这两种主
药很难寻，每次采摘到的量很少。

邓颖驰自豪地说：“酒曲的质量决定
了酒的品质。”同时，他还透露酒酿造的4
个秘诀：精心选材、高山泉水、祖传酒曲和
泥缸发酵。邓颖驰的酒是用原生态、全有
机的糯米酿造而成； 糯米是自家种的，高
山泉水也在他家后山上。

好酒也怕巷子深。2017年2月，邓颖驰
给自己酿的糊子酒和白酒取名为“酒零
後”，并成立公司进行营销。在“酒零後”酒
业公司的酒柜上，摆放着各式各样包装新
颖的酒，邓颖驰拿着一瓶白酒介绍道：“酒
曲是用纯天然绿色中草药做成，不添加任
何化学药剂，用这种酒曲做成的酒，喝了
不伤脾胃，还具有保健作用。”

通过网络等各种营销渠道，“酒零後”酒
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其糊子酒和白酒供不
应求，桂东县城许多饭店指定“酒零後”酒业
为供应商，不少赣粤客商通过微信平台进行
购酒。2017年， 邓颖驰的公司实现纯利润近
10万元。今年，邓颖驰响应村里号召，准备成
立合作社， 一方面扩大酒业生产配套设施，
另一方面把10多户贫困户吸引入社，生产糯
米等酿酒的原材料。

助力“星城”长沙
成为“卫星之城”

2018年，天仪研究院计划发射15颗卫星；到2020年，达到年产100颗卫星目标

依靠精心选材、高山泉水、祖传酒曲和泥缸发酵———

“90后”酿出“酒零後”

创业记

全球流感进入高发季
湖南检验检疫部门提醒出入境旅客做好流感预防措施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见习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黄民海）昨天，首届“千企万品庆团
圆”年货节在长沙中部（国际）农创园拉开帷
幕。低温冰雪天气抵挡不住浓浓的年味儿，5
万公斤永兴冰糖橙，衡东、宁远等地的特色
农产品，北欧的进口猪肉、燕麦……第一天
便吸引了大批市民排队购买。

中部（国际）农创园负责人谢建军介绍，
本次年货节旨在展示湖南省名优特农产品，
宣传推广我省农业品牌，促进农产品产销对
接和贸易，提高我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

占有率，促进我省贫困地区农产品的销售。
据介绍， 年货节期间还将组织中国农

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 中国农产品市场协
会、湖南省名优特产商贸协会、湖南省食品
流通行业协会、长沙零售行业协会、湖南省
湖北商会、湖南省安徽商会、长沙市益阳商
会等全国采购商来主场进行大宗采购。

中部(国际)农创园目标是融合中部六
省农产品企业， 为其做好线上平台共享服
务，打通大供应链通道，为企业构建“生态
农业物联网产业链”。

首届“千企万品庆团圆”年货节开幕
市民冒冰雪踊跃购买农产品

肖茂林搬家记精准扶贫 在三湘

1月28日，道县横岭瑶
族乡易地搬迁浪石新村，主
体建设已完工，43户贫困
户有望搬进新居过春节。去
年来，道县对乐福堂乡到江
源村、祥霖铺镇雷洞村和横
岭瑶族乡浪石村3个大山
深处的贫困村，实施异地扶
贫搬迁，构筑困难群众脱贫
安居小康梦。
何红福 何上进 摄影报道

易地搬迁
助脱贫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
讯员 李铭虎 殷平）今天，由湖南省高速公路
建设开发总公司和国防科技大学共同研发的
我省首台路面加热融冰机———福铂斯路面加
热融冰机， 首次在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上除
冰化雪。该设备除冰化雪效率比传统设备高2
倍以上。

当天， 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桥面上白雪
皑皑，覆冰严重，最深的冰雪厚度已接近10厘
米。高速公路养护工作人员驾驶着融冰机，在
雪地上以10公里/小时的速度缓慢通行。随着
融冰机的持续加热，设备经过之处，冰雪很快
就融化成了雪水，融冰效果明显。

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胡旭东介绍， 由于
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属于钢结构桥梁， 如果
使用融雪剂会对桥面钢结构产生腐蚀效果，
只能通过物理融冰和人工铲冰的方式对桥体
进行融冰除雪。 此次使用的路面加热融冰机
正是采用了物理融冰的方式， 对桥体不会产
生影响。

我省首台路面
加热融冰机投入使用

除冰化雪效率
比传统设备高2倍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