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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黄利飞）继
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创历史最优后， 华菱钢
铁第三季度的业绩更呈现出加速爆发之势。

今日公司发布的业绩预告显示， 今年第
三季度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5亿元至17亿元，较第二季度6.487亿元至
少增长131%；今年前三季度预计实现净利润
32亿元至34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4.5亿元至26.5亿元， 去年同期净
利润亏损16.19亿元。

华菱钢铁称， 国家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大对钢铁去产能、淘汰中频炉以及
整治地条钢的力度并持续保持高压态势，钢
铁供需结构进一步优化， 钢铁行业经营形势
持续好转。

同时，今年第三季度，公司持续构建精益
生产、销研产一体化、营销服务“三大战略支
撑体系”，加大品种结构调整力度，适应和推
动下游需求升级，深入推进企业内部改革、提
质降耗和降本增效工作， 企业运营效率和竞

争力明显增强。
2017年第三季度，华菱钢铁攻克高钢级大

管径大壁厚管线钢技术瓶颈，开发出直缝埋弧
焊管线钢板，并通过中石油专家委员会产品鉴
定，获得国内首条1422毫米管径天然气输入管
道工程中俄东线供货资质。

华菱钢铁称，中俄东线天然气输送工程属
国家重点能源项目，该项目用管线钢要求必须
具备高强度、良好的低温韧性及优异的焊接性
能，对公司研发能力要求极高。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曾德新 鄢金玉

9月29日，天刚蒙蒙亮，彭青春就来到
种养基地，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忙里偷闲，
他喜欢与农技师、农户们聚在一起，分析市
场行情，研讨基地发展。夜幕降临，他又上
网浏览最新农业信息， 学习种养技术和管
理课程。

彭青春是新化县石冲口镇资鑫村人，
今年37岁。2014年， 他放弃广州生意红火
的电脑公司，回乡拿起“锄头把”，当起了农
民。 他说：“每每回家， 见青壮年都外出务
工，许多良田抛荒，非常可惜，于是萌发了
回家创业的想法。”

说干就干，他拿出300万元，流转土地
600亩，成立绿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带
领101个农户开启了抱团创业之旅。

为了带动村民， 他发动合作社成员的
亲属、朋友都加入到种菜行列，采取土地入
股或者务工的形式，实现互利共赢。为了解
决技术问题，他从浙江请来专职农技师，采
取技术入股、效益分成的方式，留住人才。

“创业初期压力很大，土地流转难，前
期投入大、回收慢，不可预见的风险大。”彭
青春坦言。今年汛期，合作社种植的黄金瓜

被洪水洗劫一空，损失20多万元。市场行
情不好，6个大棚黄瓜， 每公斤才卖到1块
钱，亏损10多万元。

在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 彭青春种植
的西瓜，在5月初就陆续上市，新鲜、口感
好，深受消费者喜爱，收益达50万元，不仅
弥补了水灾损失，还赚了“第一桶金”。

尝到甜头后， 彭青春又在立体种养上
打起了主意。综合利用水田、旱土、山地，种
植不同种类的产品， 并建设70多个大棚，
发展反季节蔬菜、水果。同时，采取种养结
合的方式，瓜棚下喂鸭、山林里放鸡、水塘
中养鱼，还安置了50名劳动力，将各种生
产要素进行合理搭配和有效发挥。

“目前，合作社已形成了蔬菜种植、水果
种植、鸡鸭鱼喂养3大板块，严格农业投入品
管控，施有机肥，确保无公害生产。”他说，未
来将依托紧靠资江、毗邻冷水江及新化的地
理条件，发展观光农业，将基地建成集种植、
养殖、农耕体验、野炊垂钓于一体的田园综
合体，打造成一个创意新颖、个性鲜明、主题
丰富、乐感十足的现代农业主题公园。

“现在国家重视农业，农村环境好，在
家乡既能利用闲置土地创业， 又能带领父
老乡亲脱贫致富， 一举两得。” 彭青春说，
“我愿把青春扎根农村，当一名现代农民。”

华菱钢铁预计
前三季度净利润超32亿元

攻克高钢级大管径大壁厚管线钢技术瓶颈

“青春”扎根农村创业记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张军 叶红

金秋时节，细雨初歇。入秋以来，龙山县
石羔街道干比社区， 超级杂交稻第五期高产
攻关百亩片龙山基地的水稻成熟了， 将山野
染成一片金黄， 犹如大地铺上一层金色的丝
毯。

9月30日一大早， 曾祥胜便和伙伴们忙
碌起来。今年30岁的曾祥胜，是干比社区种
粮大户， 去年通过土地流转， 种了980亩水
稻，除去成本后净赚了120万元。雄心壮志的
他，今年将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080亩。今天，
曾祥胜组织祥胜农机农民合作社的5台联合
收割机前来收割。

清晨朦胧的雾气， 把田野里一穗穗弯弯
的稻子，镀上了一层金黄。一旁，由省科技厅
组织的省、 州、 县各级专家组成的测产专家
组，正在进行测产前的各项准备。

作为超级杂交稻第五期高产攻关百亩片
龙山基地，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曾在这
里向世界宣布：中国的超级稻种植获得成功。
今天，专家组将对这片稻田进行样本抽取，称
重测产。

“两株稻穗，从外观上看差不多，但左边

的超级稻稻穗要比右边普通水稻的稻穗更加
壮实一些。”通过曾祥胜的介绍，记者发现两
株稻穗相比，超级稻不仅稻穗长得壮实些，而
且谷粒更多。大致一数，右边这株普通水稻稻
穗谷粒是157粒，而超级稻的谷粒有518粒。

“产量的高低，就是超级稻与普通水稻之
间最大的区别。”据测产专家组介绍。

“轰隆隆，轰隆隆……”8时许，5台联合收
割机来回穿梭。 只见水稻连秆带穗瞬间被收
割机切断，然后顺着传动带进入脱粒箱，而稻
秆则被切成小节，均匀地抛撒在稻田里，化作
有机肥。几分钟后，装满稻谷的收割机开到田
埂边，早候着的帮工们将稻谷装满袋后，一袋
袋扔到路边的车上。广袤的田野上，处处飘散
着稻香。 微风吹过， 稻田里阵阵金色浪花翻
起，丰收美景令人陶醉。

龙山是农业大县，自1999年创办超级稻
百亩示范片以来， 分别实现了超级稻亩产
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直到1000公斤
的突破。

2014年，在袁隆平院士主持的超级稻第
四期高产攻关百亩片龙山基地项目中， 该基
地种植的“Y两优900”经省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现场测产验收，达到平均亩产1004.5公斤。

但在之后两年， 因受天气影响， 产量一直只有
900多公斤。

也就是在2014年，在广东打工的曾祥胜回
到家乡，注册成立了祥胜农机农民合作社，主要
发展种植业，从事水稻、油菜、玉米、马铃薯等作
物的优质丰产绿色高效栽培技术推广及农机
配套服务。在我省实施3个“百千万”现代农业发
展过程中，祥胜农机农民合作社得到政府扶持。
之初，曾祥胜通过土地流转，只承包了200亩地
种植超级稻。后来，随着政策越来越好，他干脆
将附近的1000多亩土地全部流转过来。不仅如
此，曾祥胜还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
模式，带动周边农户1005户的3215亩农田发展
种植业，每户年均增收1000余元，并成为袁隆
平院士“超级杂交稻第五期攻关基地”、“三分田
养活一个人”工程基地，他也成了龙山县的“种
田状元”。

“8号袋34.2公斤。”测产专家组在126亩示
范基地田里随机选取了3丘稻田， 每丘稻田收
割了不低于500平方米稻谷， 作为样本进行称
重。 称重完毕后， 接下来便要测算其中的含水
率。专家组在刚称重的超级稻稻谷中，抽取2.5
公斤毛谷进行水分测量， 最后用实收毛谷重量
减去含水量， 再取所有数据的平均数才能得出
结果。

“经过测量，龙山百亩片平均亩产1008.4公
斤，比2014年百亩片平均亩产高出3.9公斤……”
测产专家组专家的话音刚落，现场欢呼一片。

又是一年稻香时

10月10日，湖南湘绣城集团顺龙服装厂生产车间，湘绣女工精心制作销往国外的湘绣
服饰。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王进斌 摄影报道

湘绣服饰国外市场走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