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2日讯 今
天上午， 记者从省政府
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18中
国（华容）芥菜大会将于
3月17日至19日在华容
芥菜原产地———湖南华
容县主办。据了解，华容
县是中国最大的芥菜生
产基地， 目前全县芥菜
种植面积达22万亩。“华
容芥菜” 品牌以其悠久
的种植历史、 独特的地
域特征、 坚实的产业基
础、良好的品牌效应，已

经成为当地富民产业、
靓丽名片。

据岳阳市政府副秘
书长毛绍武介绍， 目前
全县以芥菜为主的加工
企业39家， 从业人员达
13万人。华容县为统一、
康师傅两家知名方便面
企业提供了60%的风味
酸菜包， 华容芥菜的系
列产品还远销东南亚和
欧美部分国家， 农产品
加工销售总产值达到43
亿元。

■记者 吴虹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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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是坚韧黑铁吗， 我已经
是睿智黑金了。”2月2日，家住长沙
五一大道的陈小姐一面向记者展
示她的“头脑王者”游戏段位，一面
感慨。陈小姐口中的“头脑王者”，
是一款答题游戏。游戏中，玩家通
过随机匹配相同段位的玩家， 以5
轮答题正确率和所用时间决定胜
负，胜者段位随之提高一颗星。

上架仅一个月后， 迅速走红
的“头脑王者”小程序便因内容违
规而被下架。不过，答题游戏的风
口似乎才刚刚开始……

“头脑王者”遭紧急喊停

2月2日， 记者点击“头脑王
者”微信小程序后，跳转出“头脑
王者因违规已暂停服务” 的停用
字样。 而一份由头脑王者微信公
众号发布的《致歉声明》中表示，
由于对玩家上传的题目审核不
慎， 出现个别涉及不正确导向的
严重错误题目。 对于该游戏何时
重新上架，该《致歉声明》未提及。

对于“头脑王者”突然下架的
消息， 网友们纷纷表示“并不意
外”。部分网友认为，题目审核确
实不严谨甚至出现很多错题。

尽管“头脑王者” 已无法登
录， 直播答题游戏的兴起却显得
风头正劲， 某大学研究生李宏达
就认为， 答题游戏能了解自身知
识短板、激发求知欲。

“升级”外挂商品热销

记者在苹果APP应用商店以
“头脑王者”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发现已有数十款类似游戏蹭着热
点上架,包括《最强头脑王者》等。

为了获得更高的段位， 不少
网友热衷寻找“攻略”。同日，记者
在淘宝平台上就看到，“自动答题
外挂”、“王者题库” 等服务已上
架，收费从1元至40元不等。

一家名为“皓宇阳光科技”的
淘宝店中，售价为6.88元的“答题
外挂”累计收货人已超过2800人。
“超级赞， 秒上王者了”、“上王者
不是梦，称霸朋友圈”……在评价
页面，不少消费者留下此类好评。

■见习记者 黄亚苹

本报2月2日讯 今天，由
长沙市商务局主办的第十届
“福满星城”———高端年货节
在长沙山姆会员商店正式启
动。据长沙市商务局副局长黄
立斌介绍，此次年货节，主办
方将在此前优惠券的基础上，
再发放总计达8万元的现金优
惠券，以满足长沙市民的年货
购物需求，“每周五晚7点，可
通过支付宝口碑平台进行领
取，单张面额在50元至100元
不等。”另据了解，该品牌电商
平台也将首次进行“春节不打
烊”配送服务。 ■记者 朱蓉

本报2月2日讯 今天，
雨花区064、065两宗限价
地进行现场摇号。最终，中
建信和地产有限公司以总
价28.69亿元摘得两宗住
宅用地。1月24日， 上述两
地块曾因达到最高限价而
遭遇熔断。

据长沙市国土资源局
网上交易系统显示，[2017]
长土网064号地块，位于雨
花区时代阳光大道， 出让
面积108194.34平方米，规

划用途为住宅用地， 起始
价为75818万元，折合楼面
价为2900元/㎡。最终中建
信和地产有限公司以总价
112420万元夺得该地块，
楼面价达4300元/㎡。

同样，[2017] 长土网
065号地块也于今日摇号
“定主”。 该宗地位于雨花
区 金 井 村 ， 出 让 面 积
138464.47平方米，规划用
途为住宅用地， 起始价为
120500万元， 折合楼面价

为2901元/㎡。该地竞争颇为
激烈，7家竞买人参与摇号，
中建信和地产最终中标，成
交总价为174500万元， 楼面
价达到4201元/㎡。

值得注意的是，两宗地都
规定住宅需全部采用装配式
技术建造，单体建筑装配率不
低于50%。064地块最高销售
价为7900元/㎡（不含精装修
价格），065地块限定住宅最高
销售价为7800元/㎡（不含精
装修价格）。 ■记者 卜岚

答题竞技风头正劲，头脑王者突然下架
网友：错题多，下架并不意外 观察：答题竞技类游戏能火多久

2月2日， 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
步步高发布公告，宣布公司已于2月1日
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腾讯”）在深圳市签署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这是步步高集团数字
化转型的重大动作。公告称，公司和腾
讯以共同发展“智慧零售”为愿景，一致
同意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
将在构建新能力、构筑“数字化”运营体
系、最终营造新生态等领域开展深入合
作，实现零售行业的价值链重塑。

财报显示，2017年1到9月， 步步
高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非净利
润1.77亿元，同比增长46.43%。而腾讯
近年也积极介入线上线下零售新业态
布局， 先后投资国内零售领导品牌美
团、京东商城、家乐福、永辉超市、万达
商业等。 ■记者 黄文成

步步高与腾讯
达成战略合作

1月5日，太平人寿空中医疗救援
专属卡正式发行， 这是继上月太平人
寿与金汇通航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
双方在促进航空救援体系完善、 回馈
客户等方面迈出的一大步。 空中医疗
救援专属卡分单人卡和家庭卡（可以
为一家三口提供服务）两种形式，首批
将惠及上万太平人寿客户。

太平人寿客户服务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 目前太平人寿VIP客户增值服
务中已包含24小时电话医生、专家门
诊预约、国内外第二诊疗意见、协助住
院、手术安排、国内紧急医疗救援、海
外就医安排等近20个健康管理服务，
为客户提供从预防保健，到主动干预、
就医援助及康复养老的一揽子健康服
务解决方案。 ■周航 经济信息

太平人寿启动空中
医疗救援专属卡服务

随着新年临近， 黄金需求市场悄
然涌动， 贺岁题材的贵金属产品也提
前成抢手货。 为满足广大市民需要，2
月2日，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举
办了一场空前盛大的贵金属品鉴会。

此次品鉴会以现场实物展示的形
式，品种繁多，造型精美，“中国工艺、
中钞郭鼎、中财黄金、国金黄金、国富
黄金、宝泉钱币、中金国礼、深圳翠绿、
江苏金一、北京工美”等十家贵金属公
司，现场展出了近百款热销产品，其中
狗年生肖金条和纪念币最受青睐。此
外， 活动现场更有四位金融书法家当
场书写春联送福到万家， 每一小时一
轮的抽奖环节，更是把活动推向高潮。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贵
金属的品鉴会，更是一次理财投资会，
融合了产品和客户需求， 更加深了中
行在客户心中既专业又亲民的形象，
该营业部将在今后继续紧抓战略新机
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不断丰
富业务品种，拓宽业务渠道，提升服务
能力，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加全面、便捷
的金融服务。 ■樊西嘉 经济信息

湖南中行举办
贵金属品鉴会

雨花区两宗住宅限价地定主
均将采用装配式技术建造

本报2月2日讯 1月
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
召开座谈会， 听取教育、科
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人士
和基层群众代表对《政府工
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
见建议。 新型职业农民、湖
南浏阳达浒镇农民孔蒲中
在会上围绕促进家庭农场
发展提了建议。记者从长沙
市农委获悉，2017年长沙

共培育现代农业领军人才
406人，培育各类新型职业
农民10661人，开展农村实
用人才培训7.8万人次，全
市新增各类农业经营主体
3000多家。

长沙市农委科教处处
长夏礼明介绍，2017年长
沙开展“系统化、规范化、
标准化” 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 采取课程教学与田间
教学相结合、 线下培训与

线上网络教学相结合等方
式，让农民听得懂、学得会、
用得上。

今年， 长沙将实施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三百工程”，
重点培育100家具有引领带
动作用的农业龙头企业、100
家具有服务支撑作用的规范
化农民合作社、100家按照标
准化要求生产经营的示范家
庭农场。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肖耀中

长沙去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万余人

2018中国（华容）芥菜大会3月启幕
小小芥菜扛起亿元产业

“福满星城”
年货节启动《冲顶大会》、《芝士超人》

……无论是答题类游戏， 还是答
题类直播节目， 似乎每次推出都
不缺观众。答题竞技为何受捧？

湖南草花互动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COO杜正清表示，“答题PK
能满足游戏用户的竞争心理，无
论是围观‘吃瓜’还是主动答题，
用户在参与过程中也能得到所需
的获得感。”

“答题游戏本身模式无须质疑，
遭到下架的原因可能是编辑筛选题
目时没有严格把关， 没有提供正确
舆论导向。”谈及游戏是否能持续火
爆， 他却认为， 这仅仅是阶段性现
象，若游戏无法保持迭代更新速度，
则只能留下一批重度用户。

答题竞技游戏为何受捧

观察

题目审核不严谨，“头脑王者”被喊停
网友：错题多，游戏被下架不意外 观察：答题竞技类游戏受追捧

无论是答题类游戏，还是答题类直播节目，每次推出，似乎总能吸引到不少观众。（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