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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李柏槐 刘毅）7月酷暑， 农民忙于
抢收早稻、抢插晚稻。记者今天从省农委获
悉，今年湖南早稻略有减产。眼下，各地掀
起“双抢”机械化作业高潮，不误农时抢季
节，力争晚稻夺丰收。

7月5日，从洞庭湖区开始，湖南双季
稻区正式进入“双抢季”。据省农机局上报
“双抢”进度，至7月16日，全省机收早稻面
积达1296万亩，已完成近70%，机收率达到

97%以上。
省农委粮油处汇总各地上报，预测早稻

总产量比去年略减。 根据农业农村部安排，
今年我省主动调减早籼稻种植面积。 此外，
由于天气原因， 早稻单产也比去年略减。省
农委田间产量调查显示，今年早稻因育秧至
分蘖期天气较好，每亩有效穗23万，同比增
加0.8万；但由于5月末低温，刚好处在幼穗分
化敏感期，导致部分早稻颖花退化，加上6月
中旬末的“大雨洗花”，每穗总粒数减少，结

实率下降，预计早稻亩产比去年减7.7公斤。
炎炎烈日战“双抢”，农机发挥“主力

军”作用。全省农机部门组织9.5万台联合
收割机，及时抢收早稻。各地投入水稻插秧
机2.8万台，机插晚稻已超过200万亩。今年
“双抢”期间全省降水较往年偏少，但仍有
部分地区受台风影响在短时间内集中降
水。各级农机部门努力保排灌，共投入灌溉
及排涝机具7.7万台，完成灌溉、排涝面积
215万亩，确保“双抢”顺利进行。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
员 何斌花）今天，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
大赛长沙选拔赛决赛落幕， 高空带电智能检测
“蜘蛛人”、超能健康服务机器人、智能全景成像
系统、 精准导航的新型外科手术刀系统等一批
彰显创业智慧的创业项目令人大开眼界。

大赛自5月启动以来，长沙12个赛区（点）
共有729个项目报名。经初赛、复赛层层选拔，
从报名项目中脱颖而出的20强选手，在今天的
决赛舞台上再次展开激烈角逐。最终，长效靶向

PEG化抗肿瘤药物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生物活
性敷料新材料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 分别获
得创业组和创新组一等奖，UDS艺术事务所项
目与神兵府项目获得专项组特别奖。

本次大赛，主办方通过创新赛制模式，更大
地提升选手在赛事活动中的获得感。 如邀请资
深创业导师开展创业集训，打磨商业模式；精心
设计商业实战活动，提升实战水平；组织资本对
接，让创业者与投资人面对面交流，大力促进融
资合作等。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
员 姚跃初） 湖南交水建集团坚持规模效益为
先， 在做大做强上精准发力， 实现较快速度增
长。今天该集团公布的上半年“成绩单”显示，实
现营收80.44亿元、同比增长15.90%，实现利润
1.84亿元、同比增长42.12%。

湖南交水建不断深化改革， 继续做强做优
“路桥建设、水利建设、勘察设计、研发咨询”4大
板块， 在高端市场不断开疆拓土， 收获系列大
单；做大做强“港航建设、水利咨询设计与监理、
市政建设、装配物流与环保”4大板块，全产业链

集成优势更加凸显。 全国性区域市场布局基本
形成，区域经营机构遍布19个省份，承接省外
业务41.66亿元，同比增长10.15%。

传统业务稳步提升，新兴业态拓展发力。湖
南交水建集团成功中标武冈城乡供水一体化
PPP项目，合同额8.03亿元，武冈模式将成为全
省安全饮水工程建设中复制推广的典范； 集团
依托所属企业业务优势， 推动装配式结构智能
制造安装示范基地建设和混凝土构件的广泛应
用，与长沙船舶厂、广东江门泽星公司筹建钢结
构公司的合作，抢占钢构件市场。

湖南早稻收割近70%
农机助力“双抢”，早稻略减晚稻补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谷志容）盛夏，在桑植县的八大公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长果安息香在湿润
的溪沟边安静地结着圆锥形的长果。7月
14日至16日，濒危植物长果安息香遗传多
样性研究与综合保护研讨会在桑植县举
行， 湖南植物园八大公山植物学研究工作
站挂牌成立。

八大公山有长果安息香偏爱的生活环
境，它们性喜湿润、肥沃、排水良好的生境，

成条带状分布于海拔1000米以下，与黑壳
楠、木荷、青冈栎等为伴。据专家野外调查，
我省野外仅存120株长果安息香， 主要分
布在桑植县五道水、龙潭坪、黄连台和壶瓶
山自然保护区的紧关门、南坪等地。

省森林植物园彭春良研究员介绍，由
于长果安息香多生长在土壤肥沃、 水分条
件充足的地方， 与人类生存发展产生了空
间冲突，栖息地因此破坏严重，这是导致其
数量下降的直接原因。此外，长果安息香的

结果率低，果壳坚硬，正常情况下种子需要
在土里休眠两年， 发芽率低， 种群扩繁困
难，致使长果安息香一步步走向濒危，亟待
保护。

据了解，省森林植物园从1990年开始
对长果安息香进行迁地保护、 扦插繁殖等
的研究，今年，该园承担了BGCI项目———
长果安息香遗传多样性研究及综合保护。
BGCI中国项目办公室主任文香英表示，这
一项目主要是希望在省森林植物园建立长
果安息香的迁地保育基地，提高其在自然生
境下的自我恢复能力和个体数量，建立人工
繁殖技术和苗木培育方法。 而此次来到桑
植，希望能提高长果安息香原生地居民的植
物保护意识，更有效地保护濒危植物。

与人争地步步退却，我省野外仅存120株

长果安息香种群珍稀

创业之城再显创业智慧
“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长沙赛区收官

聚焦主业精准发力
湖南交水建集团上半年利润同比增长4成多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张韬）今天，长沙旅客李女士在高铁长沙南
站过安检时，随身携带的一瓶200毫升防晒喷
雾被拦下了。安检人员告诉她，旅客乘火车时
随身携带的防晒喷雾、空气清新剂等自喷压力
容器不能超过120毫升。

据高铁长沙南站发布，暑运以来（7月1日
至16日），全省18个高铁站查获超量携带喷雾
类物品累计约2.3万瓶、日均1400余瓶；其中长
沙南站累计约1.8万瓶。

自7月1日进入暑运以来， 湖南铁路客流
尤其是高铁客流日趋攀升。暑运前16天，全省
18个高铁站累计发送旅客约22万人次。 长沙
南站预计，即日起至8月初，长沙南站日均客

流将维持在12万人次左右。
在高温天气出行，不少旅客选择携带防晒

喷雾。长沙南站提醒旅客，气罐类物品在人多
拥挤和温度较高的地方容易发生爆炸燃烧，潜
在危险性极大。

根据《铁路进站乘车禁止和限制携带物品
的公告》，旅客乘普铁、高铁时，可携带的防晒
喷雾、摩丝、空气清新剂等自喷压力容器不能
超过120毫升。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限制携带的物品如果
超量可以选择托运或交送亲友带回；而对于携
带易燃易爆危险品、 管制器具进站乘车的旅
客，一旦被查获将依法受到铁路公安机关的处
罚。

20日起，衡阳
动车直达大理
二等座票价647元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韬）暑期去云
南旅行更方便了。20日起， 从高
铁衡阳东站始发的D3967次动车
组列车， 将延长开行至云南大
理。这是湖南首趟直达大理的高
铁动车车次。

D3967次动车于7月10日首
次开行，终到昆明。从20日起，
该车次将延长开行至大理。7时
5分从衡阳东始发，20时13分抵
达大理， 全程13小时8分钟。一
等座票价1033.5元，二等座票价
647元。

湖南18个高铁站暑运安检

日均1400余瓶喷雾物品被拦下
乘客携带防晒喷雾等压力容器不能超过120毫升

“盲目扩建”可以休矣
近年来，某些地方为谋政绩或利益驱使，不顾

投资成本与实际需求，盲目追求“大手笔”，这种现
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文/吴晓华 图/刘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