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杨艳红） 10 月 8 日，我
国驻荷兰使馆发回消息，由湘电制造的“5 兆
瓦永磁直驱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已正式落户欧
洲，在荷兰北部梅登布利克郊外的风力发电场
并网发电。这是我国自主研制开发的大型环保
机械设备打入国际市场的成功典范。

湘电凭借强大的高技术创新能力，积极走
国际化经营之路，重点打造新能源板块。 在荷
兰成立了全资湘电达尔文有限公司，结合国际
前沿技术和湘电优秀的研发与生产能力，以国
家能源风力发电机研发（实验）中心、国家唯一
的海上风力发电技术及检测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风电研发中心和省风电技术工程中心等
为创新平台， 公司研制的风机呈系列化发展，
目前，已成功制造了中国最先进的 2 兆瓦、2.5
兆瓦、3.6 兆瓦、5 兆瓦， 并已开始着手研发 8
兆瓦、10兆瓦直驱型风力发电机组。

湘电 5 兆瓦永磁直驱海上风力电机攻克
了海上风力发电机组整机集成、专有单主轴承
同步永磁发电机设计、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冷却
系统防腐防潮设计、大功率高叶尖线速度的复
合材料叶片等技术难关，与欧洲已在运行的几
种同功率等级的风电比较， 具有发电品质高、
结构简单、运行可靠、单位功率对应质量最轻、
便于维护等显著特点。

湘电永磁风机
打入国际市场

本报讯 （通讯员 刘飞 李铁桥） 10
月 9 日， 邵阳县长阳铺镇黄花坪村村民何
解军在县秋冬农业生产联乡驻点工作组
队员的帮助下，解决了秋冬农业生产中的
劳力、资金等困难，今秋集中承包村里的
22 亩地种油菜， 成为今年县办秋冬农业
生产示范点之一。 如今，在县里良好激励
机制感召下，夫夷大地正掀起秋冬农业生
产大热潮。

今年来， 邵阳县紧紧围绕稳粮增收、
扩面增效这一目标，把发展秋冬农业作为
实施救灾补损、培肥耕地地力、治理耕地
季节性抛荒、调整产业结构的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 为巩固全省油料生产大县地位，
突出“抓早、抓实、抓好”，县政府投入项
目资金 120 万元用于激励秋冬农业生产，
组织粮油、土肥、经作、蔬菜、植保及乡镇
农技站等股站的业务骨干以分片包乡镇
的办法指导全县秋冬种生产和开展技术
服务。对种植油菜、蔬菜、马铃薯等秋冬农
作物的大户给予重奖，对县办万亩高产示
范片、千亩绿肥示范片全部实行政府统一
免费采购种子、硼肥。 县里还采取点、片、
面结合，县、乡、村三级办点的方式，抓好
大面积生产，积极开展秋冬农业生产“万
千百”高产示范创建工程，全县 23 个乡镇
场均创办了千亩级与百亩片秋冬农业生
产示范基地。现已创办秋冬农业生产示范
点 638 个，开展农技培训 12 期次，培训科
技示范农户 2000 余人次， 印发农技明白
卡 1 万多份。 目前，全县已落实秋冬作物
种植计划 39.3 万亩，其中油菜 20.2 万亩，
蔬菜 8 万亩，绿肥 10 万亩，马铃薯、柑桔
等 1.1 万亩。

岳阳培育出不育系棉花

本报讯 （通讯员 关洪日 王文平） 近
日， 澧县官垸乡农户们捕捞上岸的南美白对
虾被抢购一空， 肥美的大虾被运往长沙、武
汉、广州等城市。

近年来，澧县加大高效养殖推进力度，先
后 5 次组织水产专业户到福建、 广东等地考
察学习南美白对虾养殖技术。 去年，该县福民
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德军牵头带领
5个大户进行试养，获得了“海虾淡养”技术上
的重大突破，当年亩产对虾 500 公斤，每亩纯
收入 7000元。今年初，该县与中山大学海洋学
院开展合作，中山大学海洋学院还出资 100万
元，成立了澧县华润水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建立 200亩科研基地，专业从事南美白对虾养
殖研究和示范推广。 在合作社、公司的示范带
动下， 今年养殖户从去年的 5户发展到 40 多
户，养殖面积由 40亩达到 2000亩。

据介绍，今年该县对虾单季每亩产量在 500
公斤以上。 自 8月下旬以来，官垸乡已售鲜虾 1
万多公斤，每亩池塘纯利润在 1万元以上。

澧县海虾淡养效益丰

科技日报消息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近
日收到来自马来西亚科学院的通知，国家杂交
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院士喜获
2011 年度马哈蒂尔科学奖， 以褒奖他对热带
农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

马哈蒂尔科学奖于 2004年设立， 是马来西
亚热带科学最权威的奖项。主要授予在世界范围
内，通过科学技术为解决热带各种问题作出杰出

贡献和革新的科学家、研究学术性机构及组织。
马来西亚科学院来信中表示，袁隆平院士

以独创性思维的胆识，在水稻这一热带主要作
物的育种中冲破经典理论的束缚，带来全球水
稻生产及可持续性革命化的发展。衷心祝贺袁
隆平院士获得这一权威奖项，并期待尽快与袁
隆平院士见面。

1996 年农业部正式启动中国超级稻研究

项目时， 计划到 2015 年实现亩产 900 公斤的
目标。 日前，以袁隆平为首的攻关团队百亩片
首次平均亩产达 900 公斤，意味着我国原计划
2015 年完成超级稻第三期攻关的目标有望提
前实现。“这标志着我国杂交水稻研究遥遥领
先世界水平。 ”袁隆平院士难掩心中喜悦，“这
不仅为我国粮食增产提供了技术支撑，更增强
了中国人能养活自己的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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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获马哈蒂尔科学奖

10 月 9日，由浙江大学智能系统与控制研究所机器人实验室研制的两个仿人机器人
“悟”和“空”正式亮相，这两个会打乒乓球的机器人可以通过头上安装的摄像头捕捉乒乓
球在空中的运动轨迹，预测球的落点，然后做出相应的反应动作，甚至可以实现与人对
打。据了解，浙江大学下一步将研发更加灵活和快速的机器人，并将与智能认知技术相结
合，构成仿人型的智能家用服务机器人。 新华社 发

邵阳县
秋冬农业生产掀热潮

本报讯（通讯员 白露 彭长城） 近日，岳
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传来捷报，在研究员李海
平的带领下成功研制出棉花三系不育系
6001A品种。

从 2003 年开始， 李海平便开始棉花雄性
不育系选育，经过 8年的研究、筛选，培育出棉
花细胞质雄性不育系 6001A,这是全中棉花种
植技术上的一项巨大突破。

据了解，在棉花杂种优势育种上，目前国内

外普遍采用人工去雄授粉生产杂交种子，费工费
时，成本高，种子质量难以保证。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大幅减少，人工去雄的方法
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利用雄
性不育系配制杂交种子主要限于核不育二用系
的应用。核不育二用系大田制种可育株清除难以
做到 100%，生产上，时有纠纷发生，以致无法大
面积应用。利用棉花细胞质雄性不育系配制杂交
种子，省时省工，成本低，种子质量有保证。

本报讯（记者 王明辉） 10 月 10 日，联想
集团在长沙举办主题为“扬天十年，智慧新生”的
联想扬天十年纪念暨新品发布会。联想全面回顾

了扬天创立十年来的发展
历程、清晰阐述

了扬天未来
发展策略，发
布了全新
一代的扬
天一体台

式机和分体台式机产品，同时还推出了扬天云服
务平台的最新应用。

扬天 S系列产品是联想为 SMB领域的中小
企业、商务白领和 SOHO人群用户量身打造的商
用一体台式机。 其中，全新的扬天 S710�一体台式
机采用了当下最时尚的“极简”设计理念，其屏幕
采用了镜面无边框的设计元素， 整个表面浑然天
成；而 LED�背光屏幕进一步显著减小屏幕厚度。

联想扬天云服务平台是联想积累了十余年
对中小企业用户深入研究后推出的全新应用，不
但实用且简便快捷，能帮助中小企业全方位驾驭
信息。 它整合了业界优质的服务供应商，为用户
提供了便捷、高效的线上服务平台。

全 新 国 药 治 疗 糖 尿 病
全国 5286 个城镇送药上门，收药后付款，低风险购药

平稳化糖 保护心脑肾 不易复发 不易反弹
北京协和医学研究总院糖尿病研究总院是医学科学学

术中心和综合性医学科学研究机构，经过 11 年潜心临床研
究，针对常规西药治标难治本，需长期用药这一弊端，以传
统中医药理论为基础，结合现代医学，以“化糖”不伤心、脑、
肾，修复肾脏功能为宗旨，成功研制出纯中药制剂 【协和·
糖脉舒胶囊】。 该药经众多患者临床验证，无论患者病史多
长 、血糖多高 、是否遗传 ，一般服用 7~10 天明显见效 ，4-6
个疗程就可以康复。 该药的专业疗效具有以下特点：

① 药物直接进入胰岛组织，快速恢复胰岛功能。激活胰
岛再生功能使其分泌胰岛素，达到平稳化解血糖、尿糖的目
的。 ② 能显著逆转、减轻、改善糖尿病并发症状，如视力减
退、视物模糊、下肢浮肿、困重、全身乏力、头昏心慌、肢体麻
木刺痛、盗汗便秘、口干口渴、心律失常、皮肤瘙痒等症状。
③ 能全面修复受损的胰岛 β 细胞，激活已经老化 、坏死的
胰岛 β 细胞及变异和损坏的胰岛基因细胞， 提高胰岛素的
正常分泌和产生， 使之形成良性循环， 从而化解血糖和尿
糖，从本源上消除糖尿病病因和并发症。 ④ 可以迅速提高
身体的免疫力，全面恢复身体的抗病能力，避免由于身体受

外界伤害而引起血糖波动。 同时免疫力的整体提高，也会增
强身体各脏器的功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敬告患者：【协和·糖脉舒胶囊】在各大医院临床研究已
经结束， 为使这一科研成果更好地为民造福， 本院特举行
“献爱心·送健康”大型优惠活动，从即日起药费一律半价，
买二个疗程送一个疗程，买三个疗程送二个疗程（限前 500
名患者赠送高级血糖仪一台）。 （注：一疗程为二个月）

本院承诺：凡在优惠期间购药者，一律发放医疗会员承
诺卡，服药十天无效退货，停药 10 年偶有复发者免费指导
治疗。

不忌口 不需长期服用
全国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
咨询订购热线：
联系人：吴主任、罗主任
网址：www.xhtnb315.com
诊疗地址：北京协和医学研究总院糖尿病研究总院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68 号）

4006—559—599
010—51294536

联想扬天推出商用台式机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