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上运动节，不只是“玩水”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今日获

悉，2019湖南益阳第三届洞庭湖生
态文化旅游暨水上运动节将于10月
26日在益阳沅江举行。 本次节会以
“洞庭沅江，水上之城”为主题，由沅
江市委、沅江市政府主办，旅游节组
委会、中国赛艇俱乐部联盟承办。

两年前，随着中国赛艇联盟大
师赛落户益阳沅江，当地以举办体

育赛事为契机，精心打造了“洞庭
湖生态文化旅游暨水上运动节”这
一节会活动。今年的节会规模、办赛
水平将进一步提升。2019赛艇联盟
大师赛（沅江站）、“沅马”10公里微程
马拉松、生态文化美食节、无人机灯
光秀、文艺晚会，将在水上之城沅江
打造一场体育文化旅游盛宴。

■记者 陈普庄

邀你冬季去体验“新疆雪”
本报10月21日讯 今天上

午，2019年新疆冬季旅游湖南专
场游宣传推介会在长沙举办，邀请
湖南游客冬季去体验“新疆雪”。

近年来， 依托丰富的冰雪资
源， 新疆加快发展冰雪旅游硬件
设施、旅游产品开发、旅游市场推
广等工作， 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新
疆旅游。 推介会上，来自新疆博尔
塔拉蒙古自治州、 昌吉回族自治

州、阿勒泰地区、吐鲁番市、那拉提
景区、赛里木湖景区、喀纳斯景区
以及新疆旅行社的代表推介了新
疆众多的冬季旅游资源，同时推出
天山天池-赛里木湖蓝冰之旅、喀
纳斯-禾木温泉冰雪8日游、 环东
天山美景之旅、环游南疆、南部民
俗风情精华之旅等10条精品冬季
旅游线路。

■记者 丁鹏志

湘赣共建农业休闲精品旅游线路
本报10月21日讯 城市快节

奏生活略显疲乏，想去山林田野放
纵一下？好消息来了！今天，湘赣两
省农业部门签署《湘赣边区域合作
示范区建设现代农业协同发展框
架协议》，明确将联合打造7条农业
休闲旅游精品线路。

为加快湘赣边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湖南省
和江西省省委、省政府达成全面
共识，决定将湖南省平江县等10
个县市和江西省井冈山市等14
个县市区纳入湘赣边区域合作示
范区。

按相关要求，从2019年起，通
过一定时期的努力，要将湘赣边建
设成全国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先行
区、省际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现代
农业绿色发展样板区、 红色文化与
乡村旅游模范区， 促进湘赣边加快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
唐建初表示，今后一段时间，湖南、
江西两省24个县市区要统筹推进
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大力发展乡
村休闲旅游，打造湘赣边区农业休
闲精品旅游线路，将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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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2018年10
月16日， 袁隆平水稻院士专
家工作站在兴安盟成立，这
是内蒙古首个袁隆平院士工
作站， 同时也是首个苏打型
盐碱地袁隆平院士工作站。
该工作站围绕“力争3年内实
现兴安盟水稻每亩增产100
公斤”的工作目标，积极引进
推广了最新培育的耐盐碱杂
交水稻品种及先进技术，取
得了重大技术突破， 今年科
右中旗盐碱地综合利用基地
的试验区平均亩产量达到
508.8公斤。

对于耐盐碱的海水稻，袁
隆平院士寄予厚望。 袁隆平
说， 全国有16亿亩盐碱地，其
中有1亿多亩地适合种植水
稻， 包括兴安盟的草原盐碱
地， 如果能在盐碱地中发展1
亿亩， 每亩按最低产量300公
斤计算， 每亩年产稻谷能达
300亿公斤， 这相当于湖南省
粮食全年的总产量，可以多养
活1亿人，“将通过大家的共同
努力，力争8年之内发展到1亿
亩，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但是
也非常光荣。”

袁隆平还为兴安盟大米

现场打CALL，他说，现在大家
已经不满足于吃饱，而且还要
吃好、吃出品质、吃出健康。兴
安盟大米产量逐年提高，质量
也已经可以媲美世界优质水
稻品种。

论坛同时还举行了兴安
盟招商引资项目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涉及大米销售、大米
采购、玉米采购、红薯基地建
设、 蔬菜种植及加工基地建
设、艺术村落建设、铁路建设
项目、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等
11个项目。

在下午进行的助推兴安
盟大米产业发展圆桌论坛
上， 湖南杂交水稻中心常务
副主任、二级研究员张玉烛，
蓝狮智邦（北京）品牌策划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贾商， 中科
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
建明， 联合国农业研究所国
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刘鲁
民，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土壤健康分会秘书长亓昭
英，龙鼎（内蒙古）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凤， 内蒙
古二龙屯有机农业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薛金利分别作了
主题发言。

2019年兴安盟大米产业发展论坛长沙召开

袁隆平：8年内发展1亿亩耐盐碱水稻
“兴安岭下米粮仓、 草原深处大厨房”。10月21

日，2019年兴安盟大米产业发展论坛于长沙隆重召
开。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国
家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一级巡视员陈友权，内
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李秉荣，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主任齐绍武等出席。（扫报眉二维码看现场视频）

■记者 李成辉 视频 何佳洁 郭辉

会场内，来自国内多家科
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齐聚长沙，
共同探讨兴安盟水稻新品种
选育、水稻丰产栽培技术研究
进展情况，并对兴安盟大米产
业发展出谋划策。 会场外，几
个电饭锅焖出来的不同品种
兴安大米，米香四溢，加之软
糯的口感，赢得专家以及与会
者交口称赞。

近年来，兴安盟委、行署
立足兴安盟特有的生态、自然
资源，提出组建“兴安盟大米
产业联盟”，政府、企业、农民
合力打造“兴安盟大米”品牌。

如今，不仅国内一线城市大型
商超的货架上出现了兴安盟
大米的身影，越来越多家庭和
酒店餐桌上，也飘起了兴安盟
大米的香味。

今年，兴安盟水稻播种面
积突破135万亩，同比增长18
万亩；绿色和有机水稻种植面
积分别达到50万亩以上，水稻
总产量可达75万吨。“兴安盟
大米” 用标企业已达31家。土
地一样，环境一样，但依托科
技的力量，仅用了一年多的时
间，亩产量以及质量相比过去
都大大提升。

兴安盟大米长沙飘香

力争8年内发展1亿亩海水稻

论坛现场，袁隆平笑言，自己除了研究发展
耐盐碱的海水稻的任务外， 还有一个任务是水
稻超高产量冲刺的目标， 目前已经实现了亩产
超级杂交稻1000公斤和1100公斤，正在向1200公
斤冲刺。

超级稻冲刺亩产1200公斤

湖南省10个县市包括：浏阳市、醴陵市、茶陵县、炎陵县、攸
县、平江县、汝城县、桂东县、宜章县、安仁县。

江西省14个县（市、区）包括：井冈山市、永新县、遂川县、莲花
县、上栗县、湘东区、安源区、芦溪县、铜鼓县、万载县、袁州区、修
水县、上犹县、崇义县。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毕敏

连线 24个县市区纳入示范区

湖南再生稻
喜迎丰收年
多个千亩示范片通过验收

金秋时节， 稻穗飘香。各
地再生稻示范片验收频传喜
讯： 再生稻头季加再生季，亩
产逾1000公斤。

再生稻俗称“怀胎草”，营
养丰富。 再生稻一种两收，即
头季水稻收割后， 利用稻桩重
新发苗长穗，再收一季稻谷，节
本省工效益好。 对种粮大户来
说，再生稻还可合理安排用工。
近几年， 省农业农村厅在现有
一季稻种植地区示范推广再生
稻。省农技推广总站牵头，省市
县层层办点示范， 今年共创办
再生稻高产示范片88个。

10月中旬以来，省作物学
会组织专家验收，汨罗市在弼
时镇明月山村创办千亩再生
稻高产示范片，头季亩产709公
斤， 再生季亩产达到498公斤，
头季加再生季亩产突破1200公
斤； 而桃源县在陬市镇福德山
村创办的再生稻千亩示范片，
头季加再生季亩产高达1180公
斤。浏阳、双峰等地的再生稻千
亩示范片， 头季加再生季亩产
均突破1000公斤。 省农技推广
总站副站长刘登魁介绍， 今年
再生稻生长期间， 天气十分有
利，示范片单产创新高，全省再
生稻普遍夺高产。

天帮忙，人努力。省农技
推广总站组装再生稻高产系
列技术，筛选甬优4949、Y两优
911等高产品种，推广种肥药一
体化播种，配套机直播、机收
等技术。每个示范片都安排农
技员驻点，确保系列高产技术
直通田间。

在辰溪、苏仙，当地农技
站还探索推广“再生稻+鱼”模
式，千方百计助农增收。农民
估算， 每亩再生稻节本省工、
鱼稻增收过千元。

■记者 张尚武

10月21日，袁隆平现身2019年兴安盟大米产业发展论坛。 毕力格 摄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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