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王亮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9年1月22日 星期二
文教·体育 11

1 ! 1" "#$%&'(%)*+,-./01234
567+89:;<=>?@ABCDEFG97/,H-I
JKLMN7

+,-OPQR%ST(%UVWX,Y%Z[\=]
^WM,Y_`-abcOdef=g8hijklmn
olpqrlstuPvwxy z8,Y{|}~���c
-�����yR%��V��c-��*���Od�
*��h���P=�%Od��*����*=����
Ody ���,�_`-=�%� ¡9¢V£¤l¥�¦
§l¨©Oª«Vef¬7 !! " #$%" #&'()#

!"#$%"&'()*+,'(-./012

!"#$%&'()*+,-./012 "345
'6789:;<=>5(?@ABCDEFGHI2
FGJKL#$%MNOPQDRS TUVW !"!#$"#
XY2 Z[\D]^ _`abcdefFGTGg-h
i%%%$&'((')*$+,)-)$*./$0)jkL3$DlUmnoh
p+112345**6780+-)*(9$*./$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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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唐瑞萍）坐在餐馆包厢浏览移动端网站
便可点击查看厨师烹饪的实况过程， 还可选
择安装在不同位置的摄像头直接看到上菜的
全过程。 19日上午， 湖南省食品安全公共服
务平台暨湖南食品安全云正式上线， 这是我
省食品安全建设的又一新举措。

湖南食品安全云是由湖南省食品质量

安全技术协会创建的食品安全公共服务平
台，该平台承载湖南食品安全数据服务、监
督和数据分析，其中包括“一物一码”溯源、
透明厨房、食安行动、标准与质量等内容，
可以服务于湖南省各市州县的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职能部门和广大食品企业。 省食品
质量安全技术协会负责人表示， 该平台将
食品领域的消费者、生产者、监管者和第三

方检测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信息闭环，通
过分析整理大数据，向食品生产、流通领域
提供渠道创新、物流管控、法律维权及普惠
金融等现代服务，还可打破区域限制，对湖
南以外的物流、经销、加盟企业提供完整的
系统服务，为保障湖南食品安全、促进产业
结构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科学保
障。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通讯员 陈冲 记者 胡
宇芬）今天，2018中国科学院年度人物及团队正式
在北京发布，6位个人、2个团队获得该荣誉。 这是
中国科学院首次进行该项评选表彰。 来自长沙的
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曾馥平，获
得“2018中国科学院年度先锋人物”称号。

据悉，为了激励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开拓进取，争
当先锋， 中科院组织开展了2018中科院年度人物及
团队的评选。 被当地百姓亲切称为“真扶贫”的曾馥
平，31年前大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
研究所工作，1994年7月第一次来到广西环江县开展
科技扶贫，从此开始了20余年的科技扶贫人生。 为了
扶贫，曾馥平离开长沙小家，长年奔波在环江的山水
间。 通过不懈地努力，他成功创建了全国首个生态移
民扶贫试验区，构建了“科技单位+公司+示范基地+
农户”的企业化科技扶贫创新机制，并和同事一起在
精准扶贫道路上围绕石漠化治理和岩溶山区生态系
统恢复与重建开启了新的里程碑，打造的“肯福”示范
区为实施40万环境移民提供了示范样板和技术支
撑。 示范区人均纯收入由1996年不足300元提高到
2018年的12180元，生活水平已经超过周边地区的平
均水平。他参与创立的环江生态站成为我国首个国家
级喀斯特农业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和西南喀斯特区
域唯一的国家野外研究试验台站。

共筑追溯体系 保障食品安全

湖南食品安全云正式启动

曾馥平获评
“中科院年度先锋人物”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周倜 通讯
员 曹礼华 ）2018湖南省健身协会年会暨湖
南省健身CEO经验交流会19日在长沙举行。

2018年，省健身协会发展了15家注册单
位会员， 举办了湖南省首届沙滩健美健身大
赛、首届健康湖南全民运动会暨大力士（体能
王）总决赛等赛事。

我省健身行业在2018年遭遇瓶颈。仅在
长沙，就有健动力、海东青健身等20余家健
身房歇业。 在这种大环境下，“开掘产业自强
之路”成为一个新的课题。2019年省健协将举
办区域性健身联赛，大力发展健身、瑜伽、肚皮
舞等群体项目， 加快实行健身教练会员制与注
册制，搭建健身教练培训基地。

省健身协会：开掘产业自强之路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
进行的亚洲杯16强赛中，日本队以1比0小胜
沙特队，成功晋级8强，下轮将对阵“黑马”越
南队。作为亚洲的传统豪门，日本队已连续8
次晋级亚洲杯8强。

日本与沙特队皆为亚洲顶级球队， 都参
加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两队的较量是16
强赛中最具看点的一场。

比赛中， 以传控著称的日本队主动放弃

控球率，踢起了防守反击。虽然沙特队占据主
动，足球一直在日本队半场传来传去，但沙特
队始终无法形成有效的破门良机。 逐渐适应
了比赛节奏的日本队抓住一次定位球的机
会，第20分钟，日本队柴崎岳开出角球，禁区
内的富安健洋头槌破门。

下半场沙特队依然强势， 他们的控球时
间一度达到75%，但就是得势不得分，最终以
0比1惨遭淘汰。

1球小胜沙特队 日本连续8次晋级8强
阿联酋亚洲杯 2019.1.5-2.1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文良安）第四届湖
南省排球协会换届会议20日在长沙举行，中
国杂交水稻之父、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连
任新一届荣誉主席，曾伟连任主席。

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排球协会章程的
修改，进一步明确了省排协的宗旨、职责、义
务和业务范围， 完善内部结构， 健全规章制
度。授予省财政厅等14个先进单位，省直单
位职工文化体育协会等17个先进协会。表彰

郑剑为突出贡献奖，苏峰等5位同志为优秀教
练员，韦云等10位同志为优秀裁判员。

省排球协会主席曾伟介绍，当前湖南排球
运动普及程度越来越高， 爱好者越来越多，形
成了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省排协将积
极打造特色品牌赛事，加强教练员、裁判员队
伍建设，努力探索社会化发展道路，开展气排
球进校园培训， 举办全省中小学生气排球比
赛，推动气排球运动在全省中小学普及开展。

省排协换届选举 袁隆平连任荣誉主席

赛程速递
22日21∶00 韩国VS巴林
23日00∶00 卡塔尔VS伊拉克

� � � � 1月20日晚， 市民在参观收藏精品展览。 当晚，“藏海拾贝———湖南民间收藏精品
（明清以来）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展览共遴选了明清以来民间收藏的各类文物精品
260余件（套），展示了明清时期湖南地区的社会风俗以及高超的
工艺水平， 体现了社会力量在文物保护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龙文泱 摄影报道

湖南民间收藏精品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