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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张尚
武）橘黄飘香，果农喜笑颜开。记者今天
从省农委获悉，今年全省600多万亩柑橘
喜获丰收。据主产县反映，今年柑橘品质
提高价格好， 柑橘价格普遍比往年提高
一至两成。

经过多年的连续扶持， 湘南脐橙带

终成“气候”，规模达到80万亩。在道县、
新宁、宜章等主产县的公路沿线，大片橘
林果香弥漫，引得上海、广东、江西等地
的客商纷至沓来， 新采摘的脐橙在当地
批发价达到每公斤5元以上，每亩毛收入
近万元。怀化的麻阳、洪江、芷江等地，冰
糖橙形成了优势区域， 全市年产量预计

60万吨， 出园价预计每公斤4元以上，冰
糖橙成为当地山区农民的“脱贫果”。回
龙圩、资兴、洞口、石门的蜜橘品质好、品
牌响，市场走俏价格好。

近年来，省农委实施“绿色、精细、高
效”行动计划，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开展柑橘种性评价，推广优良品种，老果

园改造提质升级，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
加大全程绿色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每
年新扩、 改良、 创建30多万亩高标准果
园。湘南脐橙带推广纽荷尔脐橙、崀丰脐
橙等优良品种，湘西椪柑加快老园改造、
品种更新、精品果园建设，结构调优，品
质提升，效益提高，喜见成效。

“乡村振兴”互联网发展
高峰论坛在益阳举行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宋铁山)

今天上午，“乡村振兴” 互联网发展高峰论坛在益阳市举
行。 58集团CEO姚劲波、分众传媒董事长江南春、猎豹移动
董事长兼CEO傅盛、科大讯飞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智国等互
联网企业家、专家学者参加。

论坛以“互联网+为乡村振兴插上新时代翅膀” 为主
题，学者、企业家各抒己见。 作为开场嘉宾，姚劲波分享了
他以互联网推动乡村振兴的尝试。 他认为，互联网在农村
推广和普及，将重新定义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逻辑。 江南春
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正在加速传统农业的
变革、融合，近年来，分众传媒积极应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
据，推动农业品牌打造和农产品销售，化解农村和城镇信
息不对称的问题。 傅盛、王智国在主题演讲中，描绘了智能
科技将对农业产生的深刻影响。 他们认为，发展农村经济
要积极拥抱互联网，让互联网为产业发展插上翅膀。

论坛上，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机推广中心首席专家高祥
熙还主持了一场圆桌讨论，与58集团、网易、云图控股等企
业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大家认为，互联网将带来乡村
人才回流和创业就业大潮，互联网企业“组团下乡”也将成
为一种趋势。

益阳集中签约
33个重点项目
合同引资79.32亿元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邢玲) 今日下午， 益阳
市举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签约重点项目33个， 合
同引资79.32亿元。

此次签约活动， 是第二届生态农业智慧乡村互联网
大会暨周立波诞辰110周年群众纪念活动主体活动之一。
据了解， 在大会筹备期间， 益阳市共洽谈各类合作项目
80多个， 经前期对接、 沟通， 当天签约项目主要涉及工
业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 现代农业、 能源开发等领域。
按产业分类， 一产业项目5个， 合同引资10亿元； 二产业
项目26个， 合同引资57.82亿元； 三产业项目2个， 合同
引资11.5亿元。

益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 对当天签约的项目，
该市将继续秉持“尊商、 亲商、 安商” 理念， 竭力为企
业搭建发展平台， 为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 着力打
造优质高效和谐的投资环境， 推进项目尽快落地， 早日
建成、 达产、 创效。

� � � � 湖 南 日 报 10
月 23日 讯 （记 者
王晗 ） 通过 5G网
络， 车载终端设备
第一时间收集到百
米外斑马线上行人
信息， 并分秒不差
地将预警信号同时
发送给车辆驾驶员
和附近车辆……今
天上午， 在湖南湘
江新区智能系统测
试区， 成功完成了
基于5G网络技术
的车路协同及车车
协同V2X（Vehicle�
to� X，即车与外界
信息交换） 应用测
试。 这是中南地区
完成首个“人车路
云” 协同应用项目
测试。

这次测试由湖
南湘江智能科技创
新中心联合中国移
动长沙分公司、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智能驾驶研究
院共同完成。 测试

现场，记者观看了基于5G网络的智
能网联汽车V2X应用场景演示，包
括前向碰撞预警、 逆向超车预警、
紧急制动预警、变更车道盲区预警
和紧急车辆提醒、 异常车辆提醒、
行人检测预警、道路危险预警等多
项演示。

“5G网络低时延、大带宽，是实
现远程高精度控制和高可靠性驾
驶的重要保障。 ”湖南移动网络技
术专家介绍，V2X是未来智能交通
运输系统关键技术， 通过5G网络，
可使车与车、车与基站、基站与基
站之间实现通信，从而获得实时路
况、道路信息、行人信息等一系列
交通信息， 进而提高驾驶安全性、
减少拥堵等。

湖南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测试区已能进
行30余项智能网联汽车V2X应用场
景测试。 到今年底，将建成全国首条
开放道路7.8公里智慧公交示范线并
试运行， 并实现测试区及智慧公交
示范线5G信号全覆盖， 开展车路云
协同的智能驾驶应用示范。

� � � �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史进）今天下午，长沙市天心区反
邪教警示教育进校园活动在长沙理工大
学举行，通过展板、资料、文艺节目等多种
形式宣传邪教的危害， 号召大家积极抵制
邪教。

今年以来，长沙市委防范办围绕“崇尚
科学、反对邪教”的主题，在该市各级各类

学校广泛深入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进校
园活动。先后在湖南师大、湖南农大、长沙
理工大学、雨花职教城、浏阳一中、星沙特
立中学、望城裕农小学、宁乡虎山特教学校
等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 参与活动的师生
超60万人次，共发放各类反邪教宣传资料
数10万份。同时，该市利用短信平台向群
众发送反邪教宣传教育短信30万余条，先

后举办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巡回展、“对邪
教说不”万人签名活动、“防邪反邪 从我做
起”万人宣誓活动，受到广大师生和市民群
众的欢迎。

通过多种形式推进反邪教警示教
育，筑牢了校园思想文化阵地，增强了广
大人民群众识邪防邪反邪的意识和能
力，营造“防邪反邪，人人有责”的浓厚氛
围。 雨花区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启动仪式
通过网络直播 ， 点击量一小时内超过
100万人次。

� � � �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张斌）干
部酒驾不仅要被行政处罚，还要受到党纪
处分。近日，在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
纪工委召开的机关干部大会上，被交警部

门给予行政处罚的街道干部刘
某，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这是岳麓区创新执纪审查
方式方法的生动案例。 为做好
“后半篇文章”， 岳麓区纪委监
委案件审理室从规范处分决定
执行工作流程入手，制定“一单
三表”， 即处分决定送达回单、
处分决定送达谈话登记表、处

分决定公开宣布登记表、处分决定
执行情况登记表，让每一个案例都成为抓
早抓小、动辄得咎的鲜活教材。

岳麓区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在规范
流程的基础上，岳麓区纪委监委注重在宣

布处分决定时分析案件的违纪特点和警
示意义，讲解相关政策、规定和纪律，提出
具体整改目标和要求，使宣布的内容成为
纪律的传播机、教育的反光镜、发人深省
的警钟。如在宣读去年查处的含浦街道含
浦社区原主任李正军的处分决定时，就一
并对案件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接
下来的整改提出了具体要求。

“我们坚持‘一案四开展’，即查办一
起案件要对案件单位领导开展廉政谈话、
开展案例剖析、开展对照自查、开展制度
建设，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进一步提升
案件治本功能。” 该区纪委监委负责人表
示。

湖南600多万亩柑橘喜获丰收
产地价格比往年上涨一至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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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推进反邪教警示教育进校园

让处分决定从“一张纸”变为“一堂课”
岳麓区纪委监委做好执纪审查“后半篇文章”

金秋时节
农事忙

10月23日， 吉首市坪朗
村， 农民在田间进行草莓培
管作业。近年来，该村充分利
用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生态高效观光农业。
其中，草莓产业发展良好，每
年吸引2万余名游客前来采
摘，成为农民增收的“法宝”。

刘振军 摄

漫画/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