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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实习生 邱江华

时下，2019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 此次篮球世界杯在网络上的
热度如何？ 中国男篮众将帅谁是网民热议焦
点？ 舆论对目前中国男篮的胜负情况如何看
待？

9月5日， 记者走进湖南蚁坊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蚁坊软件”），公司的数据
分析软件———“鹰眼速读网”以趋势图、饼状
图、条状图等形式，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此次篮球世界杯在8月30日开赛之前网
络上就有了一定热度，至8月31日晚，中国男
篮击败科特迪瓦取得赛事开门红， 网络热度
到达顶峰。

在篮球世界杯酣战的这几天， 蚁坊软件
每天实时捕捉、即时处理数据量上亿条，再迅
速分析并生成统计图表， 关于篮球世界杯相
关问题的答案便一目了然。

“互联网时代，产生的信息海量，信息传
播速度极快，我们通过软件去‘抓取’这些公
开的信息，是一个‘拾荒’的过程；我们从海量
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是一个‘淘
金’的过程。 ”蚁坊软件总经理刘涛说，蚁坊软
件立志成为互联网大数据出色的“拾荒者”和
“淘金者”。

走进蚁坊软件的办公室， 超大的LED屏
幕随处可见，屏幕上显示着“男篮世界杯”“你
爱上中国的理由” 等一系列互联网热词分布
图， 并可以实时看到相关热门话题的热度和
趋势。 刘涛告诉记者，这说明该事件是当天全
国范围内较热门的舆情事件或话题。

“借助蚁坊软件与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
长沙软件园联合建立的海量数据处理工程研
究中心 ， 以及自主研发的大数据处理平
台———蚁工厂， 我们能做到在每天超过10亿

条互联网数据入库的同时， 保证索引和查询
的响应时间为秒级。 ”刘涛自豪地说。

只在一眨眼的瞬间， 就能知道新闻事件
或热门话题的发酵程度和传播速度， 这与蚁
坊软件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密不可分。

蚁坊软件在成立之初就拥有一个稳定的
技术团队， 核心人员均有10年以上的软件行
业经历， 尤其在分布式采集框架和实时处理
框架方面，拥有核心技术优势；而且公司年均
研发投入占公司总营收的20%以上， 如2018
年公司实现营收7470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7.7%；研发费用为1594.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36.68%。

基于强大的数据获取和加工处理能力，
成立于2010年的蚁坊软件，似一匹“黑马”，几
年内就在舆情监测细分领域跻身全国第一方
阵。

刘涛介绍，目前，公司在舆情监测领域颇
具影响力的产品有“鹰击早发现”“鹰眼速读

网”“鹰领舆情态势系统”。
“鹰击早发现”提供在线社交网络舆情监

测，帮助客户“早发现”舆情，为早报告、早响
应提供先机。

“鹰眼速读网”提供全网舆情监测，方便
用户“速读网”，把握舆情传播路径和发展态
势。

“鹰领舆情态势系统”实现了对辖区内舆
情态势的多维分析， 采用独有的舆情指数呈
现舆情态势变化，辅助决策者进行舆情研判。

蚁坊软件还于2017年10月正式成立蚁坊
软件研究院，专门做前沿性战略研究。

“5G时代已经来了，公司的舆情监测系统
除了对文字信息的识别处理要继续加强外，
更要在图像、视频识别处理技术上做好储备，
并且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各直播平台、云平
台等新渠道。 ”刘涛说，蚁坊软件要做的就是
让互联网大数据“开口说话”，进而赋予政府
治理、企业转型升级新动能。

� � �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通讯员 郭小康
谭泽豪 记者 蒋睿）今天，韶山市毛泽东铜
像广场艳阳高照，前来瞻仰参观、敬献花篮
的游客络绎不绝。 大家神情凝重， 献上鲜
花， 以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毛泽东同志逝
世43周年的无尽哀思。

“我们今天特意赶到韶山， 缅怀毛主
席。”游客丁先生说，父亲今年77岁，对毛主
席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全家人选择这个特
殊的日子来到韶山，表达对领袖的怀念。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记者在广场上看到，

不少机关单位、企业、群团组织的干部职工在
广场上重温入党誓词，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湘
潭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孝男表示， 韶山
是毛主席的故乡， 也是全国闻名的红色旅游
景区，在这里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意义重大，能
让每一个人切身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的家国情怀。

韶山毛泽东广场管理处游客服务部
副部长杨鹤介绍， 在毛泽东同志逝世43
周年之际，他们准备了近万朵鲜花，为游
客免费提供单支鲜花瞻仰毛泽东铜像，
表达对毛主席的思念之情。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实习生 张移珍 邱江华

白露节气已至，暑热却折返回来，人们将
此时的高温天气称作“秋老虎”。“秋老虎”这
个名字听起来便凶狠霸道， 这是怎样的一只
“虎”，将发威多久，该如何应对？ 9月9日，省气
象局专家对此进行了解读。

本周“秋老虎”逞威，局部地区
气温高达37摄氏度

自9月7日开始，高温再度回归三湘大地。 实
况监测显示：7日8时至8日8时，全省以多云间晴
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至36摄氏度，共71县市
超过35摄氏度，其中12县市超过37摄氏度，最高
气温出现在永州祁阳，达37.5摄氏度。

9月9日，长沙阳光热辣有如盛夏。 气象预

报称，预计未来一周，湖南大部地区以多云到
晴天为主，湘西、湘南多阵性降雨；气温偏高，
有阶段性的35摄氏度以上高温， 局部地区甚
至会达到37摄氏度，气象专家提醒，“秋老虎”
发威，需注意防暑降温。

在气象学上，“秋老虎” 是指立秋以后出
现的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 省专业气象台首
席预报员邓晓春介绍，今年8月下旬，副高从
南方地区撤退， 加上台风影响， 气温有所下
降，我省度过了一段难得的清凉时光。 眼下，
南退后的副热带高压又卷土重来， 控制江淮
及附近地区，连日晴朗、日照强烈，暑热重现。

今年的 “秋老虎 ”现身晚 、
时间长，将持续至本月中旬末

“今年的‘秋老虎’有些不一样。 ”邓晓春

说，今年的“秋老虎”出现得较晚，时间也将持
续较长，目前来看，我省整个9月中旬都将有
高温天气。 此外，从统计数据看，去年8月至今
年7月，我省降水持续偏多12个月，比较罕见，
而从今年8月份开始，降水明显偏少。 一般来
说，秋天气温下降伴有降水光临，所谓“一场
秋雨一场寒”；雨水偏少，气温更加难降。

省专业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邓晓春提醒，
目前副高卷土重来，未来降雨可能持续偏少，
预计后期部分地区气象干旱呈持续发展态
势，需提前做好蓄水保水工作。

“秋老虎”来势汹汹，天气炎热，空气干
燥，草木渐枯，秋燥渐生。 建议多补充水分，多
吃“凉”性食物，多喝白开水、冰糖水、清茶等
滋润脏腑。

好在“秋老虎”的热跟夏天的热还是有点
区别，就算中午一样很热，早晚也会感觉凉快
很多。 根据天气预报，到本月中旬末期，气温
会明显下降，夏天可能就躲在“秋老虎”的影
子里，等着和我们告别呢。

� � �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王鹤洋 林俊）据长沙海关统计，今年1至8
月，湖南省进出口总值2684.5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47.8%。 8月，湖南省外贸总额435.1亿
元，再创湖南省单月外贸进出口额历史新高，
同比增长56.5%。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我省市场采购、
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业态发展迅猛。 1至8月，
湖南省市场采购进出口18.2亿元，上年同期无

数据；跨境电商进出口7亿元，增长6.2倍。
前8月，我省对港贸易增长显著，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增长迅速。 据统计，1至8月湖
南省对香港双边贸易额为395.7亿元， 增长
72.9%；对美国贸易234.2亿元，增长9.5%。 同
期，湖南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
额达762.1亿元，增长63%，其中对马来西亚、
俄罗斯、越南和印度进出口均超过70亿元。

出口方面，高新技术产品增长超八成，机

电产品增速明显。 1至8月，湖南省出口机电产
品819.3亿元， 增长65%； 出口高新技术产品
248.6亿元，增长80.6%。

进口方面，机电产品进口占主要地位。 1
至8月，湖南省进口机电产品340.6亿元，增长
16%，占同期全省进口总值的42.8%；其中，汽
车进口41.9亿元，增长2.2倍。 高新技术产品进
口180.7亿元，增长10.4%，占同期全省进口总
值的22.7%。

大数据的“拾荒者”与“淘金者”
———蚁坊软件跻身全国舆情监测细分领域第一方阵

“秋老虎” 将发威多久
———气象专家解读近期高温天气

� � �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记者 周月桂 实
习生 张移珍）“如果没有气象部门提供的
科学依据， 两系法杂交稻的制种可能要推
迟好几年。”在中央媒体走基层看气象大型
主题采访湖南行活动上， 袁隆平院士高度
评价了气象部门为三农服务所作的贡献。

“由于两系法不育系的温光敏特性，
制种时对气候生态环境条件的要求极为
严格。 ”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超级杂
交稻育种方向学术带头人邓启云介绍，目
前杂交稻制种八成以上采用两系法，两系
法杂交水稻是一种利用细胞核不育材料
进行繁育的新型杂交稻，是典型的温光敏
型不育系。在较高的温度或较长的光照条

件下，不育系是不育的，可用于制种生产；
在较低的温度或较短的光照条件下，不育
系是可育的，可用来自身繁殖。

省气象局自1974年起参加杂交稻制
种气象保障研究工作， 进行了大量的田间
试验和分析研究，先后开展了花期预测、杂
交稻安全授粉气象指标、气候生态适应性、
两系不育系育性转换温光指标的气候生态
鉴定、杂交稻制种的时空分布规律、系统开
发等研究， 确立了全省两系制种的适宜区
域和最佳时段， 得到了袁隆平院士的高度
评价。袁隆平院士表示，气象与两系杂交水
稻发展关系密切， 自己每天都会仔细地看
天气预报。

气象服务为杂交稻制种护航
袁隆平院士给予高度评价

� � � � 9月5日， 长
沙国家高新技术
开发区， 湖南蚁
坊软件股份有限
公 司 的 大 屏 幕
上， 实时滚动播
放全国舆情综合
态 势 （多 重 曝
光）。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敬献鲜花 缅怀领袖
各地干群韶山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43周年

� � �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记者 熊远帆）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和典型人
物形象” 评选表彰大会7日在兰州大学举
行， 我省谭仲池和骆炬创作的电影《袁隆
平》与《上甘岭》《青春之歌》《三毛流浪记》
《孔繁森》《梅兰芳》《战狼2》等70部优秀电
影剧本和典型人物形象入选。

评选表彰大会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主办，
获奖的70部优秀电影剧本，由评委会从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12000部电影故事片剧本
中评选而出。“电影剧本本身要有分量和高
度，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还要深入人心，入
选获奖的电影剧本实至名归。”厦门大学人

文学院副院长李晓红介绍。
会上，为王兴东、方义华、田军利、刘毅、

李唯、越葆华、柳建伟、贺子壮、谭仲池等获奖
编剧代表颁发证书。“好的电影是由好的文学
作品和一流的剧作家奠基的， 我们对新中国
成立70年来的‘优秀电影剧本和典型人物形
象’进行评选表彰，意在肯定剧作家的贡献。”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说。

《袁隆平》塑造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的艺术形象，朴素真实、亲切感人。其着重叙述
了他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在充满坎坷的
科研道路上奋力跋涉，历经无数次的挫折和失
败，终于将理想变成了现实的曲折经历。同时，
也生动描写了他的爱情波折和家庭生活。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影剧本
和典型人物形象”发布

电影《袁隆平》入选

� � �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
讯员 张未末）从今天开始，省“扫黄打非”
办公室、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开展为期3
个月的假新闻、假记者、假记者站（以下简
称“新闻‘三假’”）及新闻敲诈专项整治，鼓
励群众举报和提供新闻“三假”线索，相关
部门将认真核查案件线索、 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曝光典型案件，让新闻“三假”无处躲
藏，维护全省正常的新闻采访秩序，营造和
谐有序、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

新闻“三假”及新闻敲诈具体表现为：
一些网上信息发布平台片面追求流量致使
标题党、谣言等乱象产生，以舆论监督为名
实施新闻敲诈， 为获取经济利益恶意造假
炒作，无证或伪造证件采访等。

据介绍，开展新闻“三假”专项整治期
间，将重点整治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
及时取缔、 关闭非法设立的编辑部、 记者
站、工作站、新闻网站及网站频道，坚决查
处真假媒体、 真假记者相互勾结从事新闻

敲诈等活动， 坚决打掉不法分子以境外记
者、 境外媒体名义在境内建立的非法采编
机构和媒体。 依法整治“两微一端”等网上
信息发布平台违法违规采编、 传播有害信
息、炒作敏感问题、从事敲诈勒索等行为。
严肃惩处不法分子制作、 销售假新闻记者
证行为。 打击冒用主流媒体标识，制作、传
播非法短视频行为。

省“扫黄打非”办公室、省新闻工作者
协会要求省直主要新闻单位和各市州记
协，认真开展新闻记者证照核验工作，梳理
并摸清辖区内新闻单位、 新闻信息类聚合
平台、自媒体文化企业底数。加强新闻从业
人员职业道德教育，规范新闻采编行为，切
实履行媒体社会责任； 把好新闻从业人员
的准入关，加大对其培训力度，提高综合素
质。 9月10日起，红网、华声在线和各市州
主要新闻网站在首页长期悬挂“开展新闻
‘三假’ 及新闻敲诈专项整治举报电话：
0731-82689053”。

为舆论生态去“污”

湖南开展新闻“三假”专项整治

前8月我省进出口增长近五成
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型贸易业态发展迅猛

荨荨（紧接1版①）此次推介活动将全面展示新
中国成立70年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
要成就，展现湖南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积极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

带、 长江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
区位优势，形成新的发展格局，为各方深入了
解湖南、感受湖南，拓展合作搭建平台。

这是外交部为全国各省（区、市）举办的

第20场全球推介活动， 多国驻华使节代表将
应邀与会并与来宾互动交流， 国际组织代表
及部分世界500强企业、知名跨国企业负责人
代表和中外媒体记者等将出席活动。

荨荨（上接1版②）
长沙智能终端产业园由华为和比亚迪联

手打造。产业园按照德国工业4.0标准，面向未
来20年发展， 规划产能1.5亿台智能终端设备
和泛网络产品。位于产业园内的比亚迪电子工
厂占地260亩，总建筑面积达26万平方米，是我
省最大的电子类工厂。项目从签约到第一台手
机下线仅用时70天， 预计年内实现日产手机8

万台，未来3年实现产值500亿元以上。
王传福说，湖南区位优势明显，营商环

境良好，市场潜力巨大，自2009年落户湖
南以来， 长沙已成为比亚迪全球战略布局
中产品线最齐全的新能源战略基地。 我们
将与华为精诚合作， 共同推动比亚迪电子
长沙项目建设， 助力湖南抢占新一轮电子
信息产业链制高点。

荨荨（上接1版③）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湖南省货物运输

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办法》。会议强调，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 落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主体责任，强化对车辆源头、货物源头、货
运源头、 货运经营者以及车辆驾驶人的监
督和管控，创新治超模式，明确法律责任，
减少、避免因超限超载造成的损失，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原则同意建设首批10个文旅特色
小镇。会议强调，要把建设文旅特色小镇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的重要举措，以文化为内核，以旅游为载
体，推动文化、旅游与农业、休闲、教育、康养
以及互联网、金融、媒体等产业和要素融合，

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强化政策保障，
有效利用各种平台，加强对外推广，打造在全
国乃至世界有特色、叫得响的品牌。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国资委以管资本
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会议指出，要全面
加强党的建设、强化管党治党责任，强化管资
本职能、落实保值增值责任，加强国有资产监
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精简监管事项、增强
企业活力，整合相关职能、提高监管效能，促
进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不断增强国有企
业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长株潭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湖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草案)》，修
改完善后报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 � � �上图：9月9日，学生把“祝老师节日快乐”的头饰给老师戴上。当天，
怀化市洪江区中山路小学举行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为主题的队
会，感谢师恩。 刘文颖 肖丽 摄影报道

� � � �左图：9月9日晚，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大楼外墙的LED屏呈现
了“老师您好”的字幕。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老师，您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