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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做生活的强者，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
限的事业中去，使生命在事业中永生。”6月15
日，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张健，在长沙欧
美同学会理事会上分享他大学时代演讲比赛
中的这段话，这也是他前半生的真实写照。

海归博士后张健， 目前是华智水稻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在英国和美国
留学、工作、生活26年的张健，毅然选择放弃
国外优裕的条件，回到祖国，来到长沙，主持
创建国家水稻分子育种创新平台。

离开上海，向袁隆平看齐
1981年，高中毕业的张健，面临大学去向

的选择。他在上海土生土长，他的伙伴们在选
择去向时，通常都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张健却
不但选择离开上海， 而且是去了很多都市人
不愿意去的农业类高校———北京农业大学农
学系攻读作物遗传育种专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张健说，一方面
是对于遗传痴迷， 另一方面是希望向他崇敬
的袁隆平老师学习、看齐，能为农民提供更多
更好的品种。

目标明确，动力就足。张健在大学发奋苦
读，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本科毕业后，张健
又留校在新创建的生物学院攻读植物细胞生
物学硕士学位。

1988年， 作为中英友好奖学金全国选派
的优秀学生之一,张健被公派去英国诺丁汉大
学植物系攻读植物生物技术博士， 师从英国
皇家学会会员、 世界著名的植物原生质体之
父E.C.Cocking教授。

博士期间， 张健将大麦的遗传操作和基
因转化作为研究方向。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
研究课题。但是他凭借“初生牛犊不畏虎”的

闯劲， 毅然决然地选择大麦研究作为博士论
文的研究方向。

张健取得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也得到
跨国种业巨头杜邦先锋青睐。 他被聘为该公
司研发经理。在此期间，他获得值得骄傲的成
就———成功研发出生物技术抗虫玉米Her-
culex系列产品。 目前该产品的种植面积已达
世界第一，每年为农民带来约120亿元价值。

必须回国，为祖国作贡献
在很多人看来， 张健应当在海外沿着这

条道路走下去。然而，在张健的内心深处，始
终藏着一个牵挂，那就是他觉得必须回国，用
自己所学为祖国种业发展作出贡献。

这份牵挂，不是偶然，早在出国时就扎根
在他的内心。张健清楚地记得，出国前夕,他与
硕士导师敖光明教授的一番对话———

“学成回国吗？”
“回！”时年24岁的张健回答斩钉截铁。他

知道，作为公派留学生，自己有义务学成归国
发展中国种业。

2013年， 国家有关部门要组建作物分子
育种创新平台。 隆平高科的高管专程前往美
国找到张健，希望他回国主持这一事业，这与
张健一直想回国的想法不谋而合。 张健当即
决定接受邀请， 2014年， 张健回到了敖光明
老师的家乡———湖南长沙。

创业的道路并不平坦。分子育种，在国外
一些发达国家已开展20多年， 逐渐演变成成
熟的研发体系，但在国内，种业商业化育种是
凤毛麟角，面临诸多难题。缺人才、缺设备，甚
至连办公楼都没有。

一切得从头开始。
值得高兴的是，4年多打拼， 如今华智已

小有成就：平台已获得国家农业农村部批准，
研发创新团队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上百

人，一批世界一流的高端仪器设施购置到位，
国内领先的分子育种实验室已经建好运营。
业务也逐渐拓开，2017年与66家单位签署业
务合同，和国内多家科研院所、高校、知名种
企，建立起产学研合作伙伴关系。一期基地工
程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展开，预计2019年6月可
以投入使用。

快速发展，提供科技动力
通过不懈努力,如今的华智相继被有关部

门认定为长沙市企业技术中心、 作物全基因
组育种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种子检测资质认证（CASL）、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等。

张健本人成功入选国家“千人计划”、湖南
省“百人计划”、长沙市“3635计划”领军人才。华
智先后有2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7人入选湖南
省“百人计划”、15人入选长沙市“3635人才计
划”。

“高通量SNP分子标记实验室，通过给水
稻品种做‘身份证’，可以完成成千上万个作
物样品测试，可日产40万个数据点。”谈起华
智新创建的实验室的与众不同点， 张健如是
说。

“华智能这么短时间完成筹备走上正轨，
得益于各级政府的支持。” 回忆创业之路，张
健感触良多。

的确，华智从政策背景，到人才引进、办
公用地、资金流转等每个环节，都得到国家、
省、市各级政府大力支持。短短4年多，上到中
央，下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有关负责人以及主
要领导， 纷纷前来调研， 为华智发展破解难
题。

“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我相信，随
着华智的快速发展， 一定能为中国种业发展
提供强大科技动力。”张健对未来信心满怀。

———记者在项目 �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曹群飞 陈颖昭）盛夏，位于白沙河畔
的腾飞砂场，一改曾经砂堆遍地、尘土飞扬
的旧貌，披上了“绿装”，新栽种的柳树、柑
橘树长势甚好。

今年一季度，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环境问题，中办督察组对我省进行暗访，
并于4月份向我省反馈问题。12个反馈问
题中，沅江市有5个。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将中办督察组
反馈的12个问题，列入我省今年污染防治
攻坚战“夏季攻势”的整改任务清单。

沅江市按照省政府要求，集中力量抓整
改。目前，这5个突出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腾飞砂场问题最为突出。 沅江市对其

予以依法关闭，拆除场内设备，清运砂石近
2万吨；开展复绿，覆盖种植土300立方米，
种植垂柳140株、柑橘树400株，散播草籽
11亩。6月2日至5日，按省河长办督察组指
示，进一步对该砂场固定地磅的2个水泥墩
和生产用房予以拆除， 并将建筑垃圾全部
清运。腾飞砂场的谢某、欧某等16人，因涉
嫌非法采矿、隐瞒犯罪所得，已被该市公安
机关依法实施刑事拘留。

此外， 对于万子湖旅游码头违法餐饮
船舶问题、 沅江白泥湖劳动服务公司名下
的非法码头、 白沙大桥附近搅拌站设备设
施未拆除问题、白沙大桥附近水域“两网”
养殖反弹问题， 沅江市均已采取措施进行
整治，该拆除的予以拆除。

�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金融机构“资管新规”落地以来，保本理财
逐步退出，结构性存款快速增长。融360监
测的数据显示，上周（6月15日-6月21日）
结构性存款发行量共47款，其中股份制银
行发行量最大，为32款。这47款结构性存
款的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为4.12%， 其中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的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
为4.98%。

结构性存款又叫收益增值产品， 是将
利率、 汇率等产品与传统的存款业务相结
合的一种创新存款，通常为“低风险低收益
+高风险高收益” 的资产组合。 据央行统
计，截至5月末中资全国性银行结构性存款
余额9.26万亿元，同比增长53.9%。

长沙多位银行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银行存款增速持续放缓已成为常态，在
上浮大额存单利率之外， 结构性存款增长
尤为明显， 已经成为吸引客户的关键性产
品。“资管新规” 堵住了银行发行保本理财
的途径，结构性存款的“保本”属性使其成
为保本理财的替代品，受到客户青睐。

理财专家提醒， 在打破刚性兑付的大
背景下，普通市民进行银行理财谨慎为宜，
应优先选择风控能力较强的产品发行方。
一般银行自主发行的风险相对较小， 而通
过信托、资管发行或者第三方平台代销的，
风险相对较高。另外，配置了相应投研团队
的机构风控能力较强， 发行的产品相对也
较有竞争力。

张健：

做种业王国里的强者
砂场变绿地 水域还清净
沅江市5个突出环境问题完成整改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请大家抽取此次的被检查企业的名
单……”

6月20日8时， 在省国资委办公楼前，
省纪委省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人马
齐聚。一声令下，会同财务、媒体等人员组
成的4个监督检查组分赴各地，拉开了端午
节后省国资委系统“纠四风”专项监督检查
的序幕。

记者参与了第四检查组的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组首先驱车来到位于长沙县的

一家省属国有企业下属单位，正值该单位举行
十九大报告和党风廉政建设相关知识考试。

说明来意后， 检查人员分成两组开展
监督检查。一组按照单位花名册，径直走进
办公区，用红外线精密仪器对8名班子成员
和部分中层管理人员的办公室实际使用面
积进行了测量，连边边角角都不放过，并对
公车管理台账、 上班纪律等情况进行了详
细检查。另一组前往该单位的财务部门，表
明来意后，查阅津补贴发放、接待招待费用
等财务凭证。

经查，该单位总体情况尚好，办公用房
经过整改基本到位， 暂未发现违规收送红
包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违规同城接待等
情况。

“通过查账，我们发现该单位上半年一

笔招待费都没有发生， 而查看差旅费报账
凭证，也没有发现问题。”检查组财务人员
介绍。

下午， 检查组又来到长沙市洋湖湿地
公园附近的一家省属国有企业， 同样对办
公用房情况一间一间实际测量。

此前的一次检查中， 该企业一位下属
单位负责人办公室面积存在超标问题。此
次检查组人员发现， 该负责人已更换办公
室，面积符合规定。

“在上一次的专项检查中，不仅纪检组
对我们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办公室进行了
测量，企业纪检部门也进行了测量，我们对
部分超标的办公室进行了积极整改。”该单
位相关负责人说。

而在财务查账时，检查组财务人员通过
对一张张票据的全面核查， 发现该单位存在
先招待、后审批的事后审批现象，部分项目招
待费无审批单，部分住宿费没有明细、无审批
单。对于这些疑似问题线索，检查组都登记在
册，并请有关人员盖章确认。

“事先不打招呼，名单随机抽取，这样
的监督检查是常态。”第四检查组相关负责
人介绍。

据了解， 对此次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线索，各检查组集中汇总后，驻省国资委
纪检监察组将进一步核实，做到实事求是、
不徇私情，严肃处理。

“这样的监督检查是常态”
———省纪委省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开展

“纠四风”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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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危害
自觉抵制

6月21日上午，
长沙市开福区东风
路街道砚瓦池社区，
工作人员通过仿真
毒品， 给小学生讲
解各种毒品的性状
以及危害。 当天，
开福区司法局东风
路司法所开展青少
年毒品预防教育活
动， 引导青少年认
识毒品危害， 抵制
毒品诱惑。

湖南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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