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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张尚武）围
绕“节本、省工、高效”，省水稻产业技术体
系专家团队研发、组装、集成一批新技术，
促进水稻产业环环提质增效。 春耕大忙时
节，省农业农村厅下发指导意见，广大农技
员深入田间地头，确保技术落地，助力粮农
增收。

好种出好谷。全省推广优质高产专用稻
新品种，双季稻区早稻以中早39、中嘉早17�
等加工专用稻品种为主，晚稻以国标二等以
上高档优质稻品种为主；传统中稻区以高产

优质超级稻、 高档优质杂交稻品种为主，筛
选配套新模式。

综合种养促增收。 推广稻油（蔬菜、玉
米、马铃薯）两熟水旱轮作种植模式，推广稻
田综合种养技术，发展“稻虾、稻鱼、稻鳝、稻
鳖、稻鳅”。绿色种植提升品质，全省主推水
稻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包括增施腐熟有
机肥，少施化肥；选用抗病虫品种，应用“蜂、
蛙、灯”天敌治虫。机械化种田省人工，全省
主推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着力补齐机
插、机烘和机械育秧等短板。

好谷出好米。全省推广水稻全产业链开
发技术，建立健全核心品种基地种植与加工
技术档案；根据核心品种特性，制定稻米加
工与质量控制技术标准。

好米卖好价。 创立适宜的稻米品牌，通
过龙头企业全产业链开发与经营，增加种粮
农户特别是大户收入和水稻生产效益。推广
稻谷绿色储藏与适度加工技术。通过低温准
低温储藏，应用稻谷适度加工技术，减少大
米营养损失， 开发全营养系列稻米制品，提
高出米率，实现加工增值。

湖南主推一批新技术

促水稻产业提质增效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王伟成）经多年联合协作攻关，湖南涌
现一大批高档优质稻品种，不断提升湘米品
质。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在第二届全国优
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会上， 湖南5个优质
稻品种获金奖。

4月13日， 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
品质鉴评会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各地选送
62个优质籼稻品种和41个粳稻品种参评，15
个籼稻品种和15个粳稻品种获鉴评金奖，湖

南培育的“玉针香”“兆优5455”“隆晶优2号”
“农香32”“泰优553” 等5个品种获籼稻组金
奖，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现场鉴评会上，15位水稻权威专家
从米饭的气味、 外观（颜色、 光泽、 完整
性）、适口性（粘性、弹性、软硬度）、滋味和
冷饭质地5个方面进行全面评价， 各项指
标与对照品种“泰国香米（KDML105）”比
较后逐项评分，按综合得分情况评选出金
奖品种。2018年首届全国优质籼稻品种食

味品质鉴评会获金奖的10个品种，已被行
业奉为优质稻标杆品种，当年湖南有“玉
针香”“桃优香占”“玉晶91”3个品种获金
奖。今年获奖的5个品种中，“玉针香”再次
获此殊荣。

自2005年起，湖南开展高档优质稻新品
种选育协作攻关，省内已成功举办12届优质
稻品种评鉴活动，涌现出一大批高档优质稻
品种，为湘米优化发挥了主导作用，为全省
水稻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

湖南籼米“香”起来
5个优质稻品种再获全国金奖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奉永成）
电梯运行，事关人民生命安全。今天，省市
场监管局12365（质量技术监管投诉热线）
公布的投诉热线数据显示， 全省电梯安全
问题投诉连续三年高居热线投诉榜首。近
日，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发出通知，决定在全
省范围加强电梯质量安全监管， 确保人们
“上上下下”的安全。

电梯安全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去
年12月，长沙市星沙未来漫城小区业主投
诉称，小区电梯关人、急停、掉层故障频发；
长沙市北京御园小区多名业主反映， 小区
电梯经常发生掉层、关人、停运等事故。

从12365受理的投诉情况来看， 投诉
多为电梯（客用直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
各种质量问题， 暴露出部分电梯生产企业
没有严格控制产品质量， 维修保养单位没

有充分履行职能， 部分小区物业公司管理
不到位等问题。

为加强电梯质量安全监管， 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了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通
知。决定开展电梯质量提升行动，对“三无
电梯” 以及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电梯作为
重点挂牌督办；在重点场所、住宅小区的电
梯桥厢安装使用物联网监控终端， 实现对
电梯故障的预测、预警、预防；明确电梯生
产、使用、维保单位责任，依法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提升检验检测质量；建立追溯体系
和应急救援体系， 将电梯应急救援纳入本
地区应急救援体系，实现问题可查、责任可
追； 积极发展电梯责任保险等。 确保到
2020年， 全省电梯质量安全水平全面提
升， 电梯万台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电梯安全投诉连续三年居榜首，省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
确保“上上下下”的安全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奉永成 ）
今天，省市场监管局下发通知，决定在全
省范围内以“双随机”方式开展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 将对30大类食品、86个食品品
种、125个食品细类， 安排抽检约12.49万
批次。

此次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将提高对高
风险食品、 低合格率食品的抽检频次，加
大对农兽药残留、重金属残留、生物毒素
污染等指标的抽检力度。市（州）市场监管
部门要对以往抽检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进行跟踪抽检，对具有一定规模的市
场销售的蔬菜、水果、畜禽肉、水产品、鲜
蛋等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进行抽检；县

（市区）市场监管部门要对本县（市区）域
内食用农产品进行抽检，并对乡镇街道小
作坊、小摊贩、小餐饮等进行抽检。其中，
餐饮环节采样重点为学校和托幼机构食
堂及周边餐饮店、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旅
游景区餐饮服务单位、网络订餐线下实体
店等。

对于抽检中发现生产销售不合格食
品等违法行为，将进行严肃处置，涉嫌违
法犯罪的将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市
（州）、县 (市区 )市场监管部门将在网上建
立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抽检信息专栏，每周
向社会公布食品合格信息和不合格食品
信息等。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者
今日获悉，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
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印发《关于调整长
沙市第二套住房交易环节契税政策的通知》（简
称《通知》），要求自今年4月22日起执行。

《通知》指出，在长沙市范围内停止执行对
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的契税优惠税率，即对
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按4%的税率
征收契税。

《通知》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是指已
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购买的家庭第二套住房。

据了解，此次调整之前，长沙市对个人购买第
二套改善性住房（指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购买
的家庭第二套住房）90平方米及以下按1%的税率
征收契税，90平方米以上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曹娴）企
业如何顶住经济下行压力 ？4月 14日 ，
2019企业创新讲坛在晟通集团举行。著名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任
院长周其仁作“中国经济的创新突围”主
题演讲， 为近500名参会人员深入剖析当
前宏观经济形势，共同探讨企业可持续发
展。

周其仁认为，中国经济形成被围局面
有两方面原因：全球化大变局，后发优势
让中国成为新的施压目标； 在尚未形成
独到性优势之前， 中国经济成本急升，竞
争力减弱。在此背景下，全球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 我国成本优势减弱以及政商关
系、环境欠账、其他转型漏洞形成的历史
包袱掣肘，汇集成为对中国经济的下行压
力。

如何突围？周其仁认为，突围靠改革、
靠开放、靠创新。目前推进的一系列改革，
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财税体制改革、城市
户籍改革等，都是为了降低体制成本。开放
突围则要以投资开放应对贸易保护， 在全
球范围内开拓新市场，寻找资本、技术、知
识新来源，同时倒逼国内改革。

关于创新突围，周其仁引入“成本诅
咒曲线” 概念， 即企业成本降到最低之
后， 势必掉头往上走。 企业要持续盈利，
就要通过不断创新， 生产出价值远高于
成本的产品。 他建议企业对自身所在行
业创新有一张清晰的路线图，知道“下一
个是什么”， 同时尽量往技术上游源头
走，不再总是“跟着走”。

本次大会由省工信厅主办， 省中小企
业服务中心、晟通集团承办。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刘志）今天，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湖南海利）与德国拜耳公司在
常德举行硫双威合作项目投产仪式。 该项
目是湖南海利投资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合
作项目， 也是拜耳公司在中国唯一实施项
目转移的典范工程。

湖南海利是由科研院所发展壮大的
高科技企业。 公司立足现代农业发展需
求， 依托湖南化工研究院强大的科研实
力，逐步成长为国家创新型企业、全国农
药行业的骨干企业，拥有5个国家级研发
平台。 拜耳公司是德国著名的世界
500强企业之一，业务范围包括
医药、诊断器材、农作物保护产
品等，2018年销售额为 395.86
亿欧元。

湖南海利2006年就与拜耳
公司建立贸易关系，2014年双方
签订硫双威项目合作备忘录，进
入战略合作阶段。湖南海利在全
资子公司常德农药化工有限公
司建设4000吨/年硫双灭多威生

产装置及配套设施。 依靠海利强大的技术
研发能力， 研制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
过国际领先水平， 同时开发了国内首创的
“废水预处理”工艺，实现生产过程的绿色
环保。

湖南海利董事长刘卫东介绍， 硫双灭
多威是第二代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 效果
好、残留低，是世界范围控制农业害虫的关
键性农药。到今年3月底，公司已生产符合
拜耳标准的产品800多吨，实现销售收入1
亿多元，预计全年可新增出口创汇5500万
美元。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刘永涛）随着
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财富水平提高， 民众的理
财需求不断增长。4月13日，我省金融理财师资
源共享、 价值共创的交流发展平台———长沙理
财师俱乐部宣告成立， 致力于联动全省财富管
理人士，为民众提供更好的财富管理服务。

长沙理财师俱乐部是由金融从业代表人士
及理财师持证人组成的理财师行业学习与自律
组织。旨在发挥对从业者自律、对行业积极引导
的正向作用，以理财师俱乐部为载体，搭建资源
共享、人才成长、行业交流的服务平台。

当天， 湖南首届财富管理高峰论坛同步举
行。长沙理财师俱乐部会长、诺亚控股有限公司
长沙财富管理中心高级总经理王畅介绍， 近年
来湖南财富管理行业发展迅速， 未来将以长沙
理财师俱乐部为平台，精准结合客户需求，跨领
域整合资源，提高本土理财师的职业水平，倡导
民众树立科学的金融理财意识， 推动湖南区域
财富管理健康发展。

长沙市停止
二套房契税优惠

本月22日起将按4％税率收取

提供更好的财富管理服务
长沙理财师
俱乐部成立

4月15日，湘西经济开发区湖南安捷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忙着生产。国家减税
降费政策实施，给企业降低了负担，增强了活力。该开发区通过深入各企业解读、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 刘振军 谢容子 摄影报道

政策好 活力增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我省对30大类食品开展抽检

� � � �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周其仁在2019企业创新讲坛上
为湘企支招———

企业突围要靠创新

湖南海利“牵手”德国拜耳
研制国际领先产品，预计年新增出口5500万美元

■相关链接 遇到电梯故障如何避险
遇到电梯下坠时，应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从底部往上快速按下，一只手紧握

电梯内手把。如果没有手把，可把两臂展开按住扶手或电梯壁，整个背部跟头部紧贴
电梯内墙，呈一直线，避免身体重要部位受伤。

遇到电梯停运时，应立即用电梯内的警铃、对讲机或电话与管理人员联系，等
待救援。如果报警无效，可以间歇性地呼救或拍打电梯门 ，将身体靠在墙壁上，并
时不时地调整呼吸。千万不可采取过激的行为，如乱蹦乱跳等，也不可强行扒门爬
出，以防电梯突然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