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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李苗）“经过3年努力，育成4月20日左右成熟
的油菜品种，并实现全程机械化生产。”这是
在今天举行的全省双季稻区油菜早熟品种
选育和机械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第三
期）工作会上，首席专家、湖南农大官春云院
士提出的攻关任务。据悉，省政府对油菜生
产十分重视，已连续5年立项支持该研究，以
推动我省由油菜大省迈向油菜强省。

油菜是我省第二大农作物， 也是第一
大冬季作物。 但由于油菜与双季稻的季节
矛盾及种植费工等原因， 我省仍有部分冬
闲田，全年1/3的光温水土资源得不到充分
利用。

为解决双季稻区发展油菜的问题，2008
年省政府批准设立了“湖南双季稻区油菜早
熟品种选育和机械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项
目。经过前两期研究，官春云院士率科研团
队取得重大进展。育成了11个10月中下旬播
种、4月30日左右成熟的早熟品种参加国家
或湖南省早熟品种区域试验，全生育期缩短
了1个多月，熟期提早了10至15天，产量可达
120公斤/亩左右，基本上可以满足“油稻稻”
三熟制要求。研制、完善了油菜生产全程机
械化配套机械，特别是研制出了一次播种完

成灭茬、浅耕、播种、施肥、开沟、复土6大工
序的联合播种机，一次收获完成割倒、脱粒、
精选、秸秆还田4大工序的联合收获机，以及
割倒打捆、运走后熟的两段收获技术，使油
菜能够充分成熟，同时将油菜腾田时间提早
7至10天。 这些成果大大提高了油菜的产量
和生产效益。

据悉，项目第二期选择双季稻主产县道
县、零陵区等6县市示范，两年共完成示范面
积6万多亩，亩平投入300元左右，亩纯效益
300元左右。项目辐射区“稻稻油”三熟制油
菜面积达到400多万亩。

官春云院士介绍， 下一步将尽快育成
并审定4月20日左右成熟的高产、抗病特早
熟油菜品种，有利于尽早完成早稻栽插，实
现“稻稻油”三熟全年增产。同时，优化现有
农机性能，研制油菜移栽机、烘干机、开沟
机、喷播机等。他告诉记者，希望在几年内
让全省有一半以上的油菜生产实现全程机
械化。

本报广州10月12日电（记者 贺佳 周月桂）
今天上午，第十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
论坛暨经贸洽谈会（简称泛珠大会）在广州
市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 省委副书
记、省长杜家毫出席开幕式，并见证“9+2”经
贸合作项目集体签约。

自2004年成功举办首届泛珠大会以来，
泛珠合作已经走过第一轮黄金十年。10年
来，泛珠各方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凝聚
共识、建立机制，搭建平台、落实项目，有力
推动泛珠区域合作取得显著成效。

10年间，泛珠区域内“五纵七横”高速公
路主干线建设全部完工，泛珠内地九省（区）
高速公路里程由2004年的1.14万公里增加
到2013年的3.46万公里，铁路营运里程增长
25%，达到2.38万公里，预计2015年底区域内
高铁营运里程超过1万公里； 前九届泛珠大
会累计签约项目1.95万个， 签约金额3.76万
亿元。此外，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
生计生、生态环保合作不断深入，港澳紧密
合作和区域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2013年，

泛珠内地九省（区）国内生产总值为18.6万亿
元，是2004年的3.8倍，约占全国的33%。作为
泛珠区域的重要一员，10年来， 湖南与泛珠
区域周边省区的高速公路出省通道由2个增
加到17个，与泛珠区域各方经贸合作项目达
3万多个，累计引资过1万亿元。

本届泛珠大会共发布合作项目780个，
总金额达5493亿元，涵盖产业升级、工业投
资、基础设施、园区开发、商贸物流等多个
领域。开幕式现场，我省共集体签约经贸合
作项目7个，合同引资163.4亿元，涵盖电子
制造、商贸物流、林业等领域。作为本届泛
珠大会的一大亮点， 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
作网上洽谈会正式上线， 将往届大会各省
区实物展搬到了网上。 目前我省已通过泛
珠网发布省级招商项目399个，总投资9885
亿元。

开幕式后，杜家毫还参观了泛珠合作十
周年成就展，并出席香港经贸论坛。

副省长何报翔，以及省直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上述活动。

本报广州10月12日电（记者 贺佳）今天
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在广州会见了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 股份公司董
事长司献民一行。

杜家毫说，当前，湖南正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湘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着力放
大“一带一部”的区位优势，在继续完善公路、
铁路、水运等交通的同时，把发展航空业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 正加快推进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二跑道、 黄花机场至高铁长沙南站中低
速磁浮等项目建设，积极开辟东南亚、欧美等

国际航线，大力发展支线航空，着力打造中部
地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促进人流、物流、资
金流加速在湘聚集。 希望南航集团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在新开航线培育、驻湘基地建设等
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推动湖南航空业
加快发展。 湖南将为南航集团在湘发展提供
更优政策和环境。

司献民说， 南航集团将依托湖南日益凸
显的区位优势，科学制定发展规划，积极开辟
新航线，不断加大航班密度，努力增加在湘运
力，为湖南航空事业和产业发展多作贡献。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党组书记、 股份
公司总经理谭万庚，副省长张剑飞、省政府秘
书长戴道晋参加会见。

本报记者 左丹

超级稻煮饭好吃吗？ 水稻单产的理论极
限是多少？种植超级稻难吗……10月12日，随
着超级杂交水稻“Y两优900”溆浦百亩示范
片平均亩产突破1000公斤的消息传开，围绕
着读者关心的几个问题，10月12日，记者专访
了袁隆平院士的学生、“Y两优900”品种选育
人邓启云博士。

超级稻口感如何
高产、优质、多抗（抗病虫害）是水稻等农

作物永远追求的育种目标。 我国自1996年启
动超级稻育种计划以来， 袁隆平院士就提出
了在追求高产的同时， 不放弃对米质改良的
攻关要求。

历经18年的攻关， 超级杂交水稻的米质
较普通杂交水稻的米质有了质的飞跃。以“Y
两优2号”为例，其母本引进了美国优质稻的
血缘，米质优良，食味品质和外观品质都比普
通杂交水稻有了较大的提升。

此次攻关1000公斤的“Y两优900”，除了
来自母本的优质性状外， 父本还引进了我国
北方粳稻和非洲优质稻的血缘，更是高产、优
质的明星。2013年底， 邓启云博士请来20多
位评委，将“Y两优900”、“Y两优2号”和日本
越光优质米等品种放在一起， 开展了一次米
质擂台赛， 结果在食味品质方面，“Y两优
900”独占鳌头。

“经权威机构检测，国标优质米9项主要
指标，‘Y两优900’ 有8项指标达到了二级以
上标准， 综合指标达到国家三级以上优质米
标准。今年5月，袁隆平院士接待客人时用的
就是‘Y两优900’煮成的米饭。袁院士自己吃

了两碗米饭， 客人们也都吃了两碗以上米
饭。”邓启云说。

超级稻安全吗
我国超级杂交水稻选育， 一直遵循的是

袁隆平院士提出的技术路线： 即形态改良与
杂种优势利用。

此次攻关1000公斤的“Y两优900”，就是
形态改良与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结出
的硕果。

“‘Y两优900’完全是在袁隆平院士理论
指导下， 按照传统自然杂交方法选育出来的
品种。这其中运用了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方法。
该方法是在自然杂交选育过程中， 采用分子
标记跟踪基因流，方便技术人员辅助选择，不
直接对基因进行人工操作，没有转基因成分。
我国自1976年推广杂交水稻以来， 已经38年
了，事实证明它是安全的。”邓启云说。

不仅如此，邓启云还介绍，经水稻机构检
测，超级杂交水稻“Y两优1号”属于低镉吸收
品种。

“Y两优900”何时能够到
农民手中种植

亩产能突破1000公斤的明星品种“Y两优
900”，是不是普通农户马上就能栽种了呢？

邓启云介绍， 我国品种推广必须获得行
政许可。也就是通俗说的省级和国家级审定。

一粒水稻新品种从诞生到农民手中种植，要
经过品比、预试、区试、续试、生产试种等过
程，这时间大约要4到5年。

“Y两优900”算比较幸运，自2012年诞生
以来，已试种3年。最快的进度预测是，2015年
申报国家级审定，2016年大面积推广。也就是
说到广大农民手中大面积种植还需假以时
日，但小面积试验、示范性种植已在进行。

超级稻大面积推广后
还能达到1000公斤吗

按照过去的经验，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
如万亩片的平均产量， 一般要在百亩示范片
产量的基础上打八折。

对于超级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 邓启
云说， 在有专家指导的情况下， 万亩片种
1000公斤品种，实际产量为800公斤。如果是
农民自己种，则打七折，即种1000公斤品种，
实际产量可达700公斤以上。

土地肥沃与否， 也直接影响超级稻的实
际产量。“我们曾做过一个试验，将‘Y两优1
号’在平原区和丘陵区试种，平原区的平均亩
产是634.9公斤，排名第一，比对照品种增产
11.8%； 丘陵区的平均亩产是570多公斤，也
排名第一，比对照品种增产9.04%。超级稻就
像一个具有很大生长潜力的孩子， 营养跟得
上就会表现很好， 营养差点产量潜力只能部
分发挥，但不会严重减产，比当地对照品种还
是要增产很多。” （下转2版）

打造经济共同体 增强区域竞争力

第十届泛珠大会广州开幕
杜家毫出席开幕式并见证项目签约

本报广州10月12日电（记者 贺佳）今天
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在第十届泛
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
（简称泛珠大会）高层论坛上，就深化泛珠区
域生态环保合作发表主题演讲。 他指出，泛
珠区域各方要共同构建全区域的环保机制，
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推动环保技术创
新，培育持续强大的竞争力。

会上， 来自泛珠区域各方行政首长、国
家相关部委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围绕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新型城镇化、长江经济带、
高铁经济带、生态环保、文化旅游等主题发
表演讲。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宝贵的资源。”杜
家毫在演讲中介绍，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湖南时提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湖南生态基础
好，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 并要求“谱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湖南篇
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湖南
以“水更清、山更绿、气更净”为目标，以湘江
保护与治理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为抓手，
努力探索符合湖南实际的转型发展、 绿色发
展、可持续发展路子。近3年来，节能环保产业
产值年均增长25%以上；今年上半年，湘江干
流18个省控断面水质稳定在Ⅲ类标准以上，
全省化学需氧量下降0.4%， 氨氮下降1.52%，
二氧化硫下降0.26%，氮氧化物下降3.45%。

“充分利用生态优势，培育持续强大的
竞争力，是我们共同的义务和责任。”杜家毫
就进一步深化泛珠区域生态环保合作提出3

点建议：
一是共同构建全区域的环保机制。着眼

区域环境安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对
接，建立环境信息交互、共享平台，同步治理
水、大气和土壤污染、酸雨等突出环境问题，
加强生态系统修复、 水土流失治理的合作。
在生态红线划定、生态补偿机制、排污权交
易、区域环境标准、第三方环境治理、环境
污染损害鉴定评估， 以及环境污染纠纷处
理、信息通报、应急协作机制等方面加强合
作交流。

二是共同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消除
行政区划界限和市场壁垒，加强节能环保产
业市场准入、标准规范的对接，以及价格、税
收、投资等政策的落实，推动节能环保市场
相互开放、企业互相投资。

三是共同推动环保技术创新。针对经济
转型升级、能源资源可持续利用、节能环保
产业发展以及解决区域性环境突出问题等
方面的需要，整合企业、科研院所、社会组织
的力量， 积极开展环境科学技术研究和学
术交流，力争在大气污染防治、重金属污染
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清洁生产、农
村环境治理等适用技术研发方面， 取得突
破性进展。

“泛珠合作十年磨一剑，已进入全新发
展阶段。”杜家毫表示，湖南将与各方一道，
立足新起点、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开创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局面。

副省长何报翔，以及省直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高层论坛。

杜家毫在第十届泛珠大会高层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

深化环保合作 实现绿色发展

“油菜专项”启动第三期攻关
育成4月20日左右成熟的油菜品种， 并实现全程

机械化生产

杜家毫会见司献民

七问超级稻

国防科大攻克“悬丝诊脉”难题

体操为何而练

3版

鹰击长空 ———“金鹰”助推下的湖南广电 6版

11版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15年将招录2.2万多名公务员 7版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唐婷 陈薇）十年
风雨兼程路，越飞越高越精彩。今晚的长沙国
际会展中心群星璀璨，激情飞扬，第十届中国
金鹰电视艺术节颁奖晚会暨闭幕式在此举
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中
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实，省政协主席陈
求发出席并为获奖者颁奖。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赵化勇，
省领导和老同志许又声、黄跃进、刘莲玉、李
友志、魏文彬、谭仲池出席闭幕式并观看了颁
奖晚会。

绚丽金鹰， 迎空振翅。 今晚的颁奖晚会
上，第2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最受瞩目的8个

奖项全部颁发。
侯梦瑶、张嘉译、刘涛、王洛勇、林永健、王

维维、孙俪、陈逸恒获观众喜爱的电视剧演员
奖，朱迅、启米翁姆获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奖，
刘江、赵宝刚分别凭借电视剧《咱们结婚吧》、
《老有所依》获最佳导演奖，《焦裕禄》、《寻路》获
得最佳电视剧奖， 李汀获电视剧最佳编剧奖，
刘涛、王洛勇获最佳表演艺术奖，而本届的“最
具人气演员奖”由孙俪、张嘉译获得。

颁奖晚会上星光熠熠， 现场掌声、 欢呼
声、笑声此起彼伏。晚8时，在主持人何炅的脱
口秀中，金鹰颁奖晚会拉开序幕。

何炅与新搭档海清的首次联袂主持，给

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主持风格。 香港人气
演员陈伟霆在现场变身“机器人”，与来自北
京的先进机器人“小罗” 进行精彩的跳舞比
赛，为观众带来了炫目的视觉感受。徐涛朗诵
的《满江红》与周晓鸥演唱的《精忠报国》气势
恢弘，振奋人心。人气实力歌手尚雯婕、韩国
歌手朴正炫、 演员刘涛则为大家带来了多首
耳熟能详的歌曲。 由海政文工团带来的舞蹈
《深潜，深潜》，仿佛将观众带到了神秘海底，
第一次用舞蹈形式展现了海军潜艇兵的特殊
工作。最后，在韩磊动情演绎的歌曲《花开在
眼前》中，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颁奖晚
会暨闭幕式圆满落下帷幕。

十年风雨兼程路 越飞越高越精彩

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圆满闭幕
徐守盛赵实陈求发为获奖者颁奖

10月12日晚，
第十届中国金鹰
电视艺术节暨第
27届中国电视金
鹰奖颁奖晚会在
湖南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图为颁奖
典礼现场。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