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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黄利飞）
今天， 湖南天下湘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下湘商”）在湖南股权交易
所标准板挂牌（股权代码600168HN），
成为国内首家以服务区域商帮为主业登
陆资本市场的企业。

天下湘商成立于2009年，专注于服
务全球湘商。“我们希望借助资本市场，
进行品牌孵化和产业融合， 推进湘品出
湘，助力湘商崛起，共建‘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 ”天下湘商执行总经理陈聪
表示， 天下湘商将一如既往携手海内外
湘商，着力打造湘商系列品牌。

据了解， 天下湘商今年计划在长沙

高铁会展新城建设“全球湘商品牌总部
大厦”，打造湘商总部经济；在长沙开设
“中国足银品牌直销中心”， 助力湖湘白
银产业发展； 将整合北京中关村科创智
慧军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资源，在
长沙国家高新区构建军工产业园。同时，
计划携手中国商佳影视艺术中心， 打造
属于全球湘商的TV访谈节目，以全新的
视角推介湘商。

湖南股权交易所目前挂牌企业逾
3000家，累计为挂牌及托管企业实现股
权、债权等融资700多亿元。 此次天下湘
商挂牌的标准板， 是湖南股交所最高级
别板块，有地方股交所“A板”之称。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张玉烛） 记者今天从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获
悉， 该中心与湖南桃花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四川农业大学三方合作，将第三代杂交水稻
育种技术与雌性不育恢复系制种模式相结合，
找到杂交水稻机械化制种的新技术路径。 这意
味着， 我国有望进入杂交水稻大规模机械化制
种新时代。

我国现有杂交稻年种植面积约1600万公
顷， 年约需商品杂交稻种子2.4亿公斤， 种子
生产面积在15万公顷左右。 不过， 现有技术主
要为“箱式制种”， 无法实现混播混收， 导致
对人工的严重依赖性， 阻碍了这一产业的快速

发展。
该中心研究员曹孟良团队率先提出将第三

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联动”工程雌性不育恢复
系，解决机械化制种难题的策略。经过6年攻关，
团队将水稻雌性可育基因、花粉失活基因、荧光
筛选标记基因等3基因表达盒导入雌性不育水
稻，杂合转基因水稻进行自交结实。自交结实完
成后， 通过光电分选， 可获得纯合雌性不育水
稻，以其为恢复系，用于杂交稻机械化制种。 而
另一部分携带转基因的杂合种子， 可继续用于
雌性不育水稻繁殖。由此，有效解决了雌性不育
水稻繁殖技术难题， 并可实现杂交稻种子生产
混播混收。“方法上利用了转基因技术‘中转’，

但最终产出的是非转基因杂交稻种子。”曹孟良
说。

据了解， 目前我国杂交水稻育种的主流技
术， 为袁隆平院士团队提出的第一代和第二代
技术。 2011年，袁隆平领衔启动了第三代杂交
水稻育种技术的研究， 并获得了以遗传工程雄
性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杂交水稻育种技术。 该
技术比前两代技术更简单易于操作。

对此次新成果，袁隆平和专家组评价认为，
成果可达到应用水稻雌性不育恢复系繁殖与制
种的目标， 解决了现有杂交水稻机械化制种特
别是混播混收的机械化制种技术的难题， 在同
类研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唐海萍）记者今天从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获悉，
继狗年生肖信用卡发行之后， 该行近日又推出
全套工银生肖信用卡。 该信用卡是工行首次将
消费金融与传统民俗文化跨界结合的产品，为
持卡人提供了一系列专属的优惠权益。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工
银生肖信用卡由甲骨文艺术设计研究专家经数
月时间，以中国最早的汉字“甲骨文”和现代化
生肖造型为基础， 通过几何网格的构成与甲骨
文图形相呼应的方式设计出来。 这是工行信用
卡首次跨界传统民俗文化领域， 将中华民族优

秀的传统文化和现实产品结合起来， 为广大客
户提供更具品质、更有文化底蕴的金融产品。

同时， 工银生肖信用卡还为客户提供了一
系列贴心的权益。持卡人在启用卡片后，成功绑
定云闪付交易，有机会享受首单免费的权益；在
端午、中秋、重阳3个中国传统假期消费3笔，每
笔10元以上，即有机会获10元返现。 持卡人还
可享受工行免外汇兑换手续费、 赠送高额账户
安全险、提供3天的还款宽限期的容时服务以及
最低还款宽限差额10元的容差等服务。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彭雅惠）
今天， 国家统计局发布3月份70个大中
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我省
长沙、岳阳、常德列入调查，3市新建商品
住宅、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全部上涨，
其中，长沙二手住宅售价同比上涨8.4%，
涨幅居全国70个大中城市第三位、 中部
第一位。

据统计， 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
住宅售价同比上涨的有60个城市， 长沙
涨幅较为平缓， 同比上涨4.4%， 远低于
岳阳、 常德8.6%、 7.2%的涨幅； 在中部

六省省会城市中， 长沙涨幅排第三
位。

二手住宅售价同比上涨的有63个城
市，长沙涨幅仅次于乌鲁木齐、哈尔滨。
其中，90平方米及以下、90至144平方米
二手住宅涨价较快，分别同比上涨8.9%、
8.6%，涨幅分居全国70个大中城市第三
位、 第四位；144平方米以上二手住宅涨
幅相对较小，同比上涨7.6%。同期，岳阳、
常德二手住宅售价上涨较平缓， 分别同
比上涨4.5%、3.9%， 涨幅明显低于新建
商品住宅。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黄利飞 ）为
有效促进投融资对接，近日，湖南省股权
投资协会举办了今年首场精品项目路演
会———海捷投资路演专场， 新材料、医
疗、教育等领域的6个项目，进行了路演。

参与路演的项目， 均由海捷投资精
心挑选。 来自长沙高新区主营高性能电
子浆料的国银新材、 主营特钢型材的金
为新材， 来自株洲主营新型硬质合金的
西迪技术， 来自怀化以精细化工为主业
的恒光科技，以及“床旁健康关怀平台”
赤耳科技、“社区教育第一品牌” 融聚教
育6家企业，分别详细地介绍了企业的业
务现状、技术优势和市场形势等，各项目

融资计划在3000万元至4000万元不等，
融资金额合计近2亿元。

湘江新区管委会主任李少鹏表示，
路演活动作为产业发展的推进剂和催化
剂，对强化资本与项目的有效对接，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和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 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
重要抓手。2018年是“产业项目建设年”，
项目落地是关键， 湘江新区将努力通过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助力产业发展。

在路演现场， 湖南省股权投资协会
收集了各投资机构的投资意向信息；后
续还将开展投融资对接服务， 促进项目
落地和产业发展。

“天下湘商”挂牌湖南股交所
系国内首家以服务区域商帮为主业登陆资本市场的企业

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出“新招”

机械化制种新时代呼之欲出

十二生肖爱热闹 信用卡里走一遭
工商银行首次推出消费金融与民俗文化跨界结合的产品

长沙二手房价3月份上涨8.4%

6个精品项目路演寻投资
系湖南省股权投资协会今年首场精品项目路演，

共计划融资近2亿元

生产自动化
指标同比增

4月23日，位于衡阳市珠晖
区茶山坳镇的湘衡盐化有限责
任公司小包装食用盐生产车
间，正在运行的自动化生产线。
该公司一季度完成工业总产值
2.37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6.5%；生产盐、硝63万吨，比去
年同期增加2.75万吨；调运盐、
硝63.7万吨， 比去年同期多调
运3.45万吨。 罗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