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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南+、+新湖南”跨界联手
湖南日报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本报9月15日讯 在超级
杂交稻不断刷新大面积超高
产世界纪录的同时， 社会上
也出现了一些质疑声， 认为
超级稻高肥不环保。 今天下
午， 由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长沙市科技新闻学会
联合主办的学术科普沙龙
上， 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符习勤表示， 超级杂
交稻完全可以做到绿色环保
又高产。

长沙县建“试验基地”

不管天气如何，长沙县高
桥镇的王海军每天都会来到
他负责的稻田中， 看看稻子
长势如何。“估计还有一个星

期就要收割了。” 站在金黄的
稻穗中，王海军透露，这可不
是一般的稻田，而是采用“绿
色防控” 技术栽培的超级杂
交稻， 在整个湖南只有他种
了约30亩， 属于湖南省水稻
研究所的“试验基地”。

“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只
用有机肥。” 杂交水稻国家重
点实验室杂种优势机理研究
方向首席科学家、 研究员邓
启云介绍，这30亩“试验田”
栽种的是Y两优900品种的超
级杂交水稻，从育种到收割，
不施用化学农药， 采用物理
或生物方法杀虫， 和农民施
用一样多的肥料， 但采用正
确的施肥策略， 预计亩产能
达到750公斤左右。

专家回应社会质疑

“现在社会上很多质疑，
称超级杂交水稻只能在高
肥、高成本的情况下高产，其
实并不是这样。”湖南省水稻
研究所副所长张玉烛表示，
为了消除这个质疑， 湖南省
水稻研究所今年首次“试验”
用绿色防控法栽培水稻。他
测试发现在相同条件下，超
级稻品种的光能利用、 肥料
利用均具有更高水平， 超级
稻的增产并非只有特殊条件
才能实现。

张玉烛称，这属于超级杂
交水稻技术上的新突破。“我
们预计在一至两年后在更大
范围内推广。” ■记者李琪

本报9月15日讯 加快新
媒体建设， 以实际行动助推湖
南“互联网+”。今天上午，湖南
日报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在长
沙成立。 随着六个项目签约，
“新湖南+、+新湖南”成为会场
内外谈论的热词。

湖南日报新媒体发展有限
公司在“互联网+”的国家战略
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是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深度推进媒体融合
的重要抓手。 公司与湖南日报
新媒体中心实行“两块牌子、一
套人马、一体化运行”，负责统
筹全报社新媒体建设， 推动报
社新媒体事业发展。公司将以8
月15日上线的湖南日报社新媒
体核心产品“新湖南”客户端为
平台， 通过“新湖南+、+新湖
南”的方式，跨界联手，资源共
享，不断探索和开拓新业态、新
产品、新模式。

成立仪式上， 湖南日报新
媒体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与湖南
云鼎互动传媒有限公司、 交通
银行湖南省分行高新支行、湖
南三湘四水食品有限公司、湖
南米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长
沙赤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
南橘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 这批战略合
作项目涉及摇周边智慧城市、
金融战略投资、 瓶装水、3D全
景网络、微信直播、无人机等领
域。 湖南日报新媒体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称， 合作双方旨在
通过强强联手， 建立基于新媒
体、新技术的商业新模式，创建
富于互联网气质的新型传播产
品，以实际行动助推我省“互联
网+”战略落到实处。

■记者 王为薇

“超级稻”高肥不环保？ 专家面对质疑权威发声———

不用农药化肥，“超级稻”能高产

省纪委通报10起违反作风建设规定典型问题
长沙市环保局原副局长接受请吃被免

长沙市环保局原副局长刘诗题违规接受请吃、收受礼品礼金问题。2015年6月
18日至20日，刘诗题多次违规接受企业负责人请吃，收受现金红包3000元、面值
1000元的购物卡1张、“和天下”香烟2条。刘诗题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和免职处理，
违规收受的礼品礼金予以收缴。

怀化市洪江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违规发放津补贴、
原办公室主任明建斌（副处级）违规驾驶公车问题。2014年至2015年初，该单位违
规发放端午节、中秋节慰问费和加班费35450元，明建斌负主要责任；2015年4月4
日，明建斌违规驾驶公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行人何某受伤后抢救无效死亡。明建
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降级处分和免职处理，违规发放的津补贴予以收缴。

湖南省教育生产装备处党总支书记覃苏琼违规操办儿子婚宴问题。

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王祥国（正处级）违规操办
儿子婚宴问题。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违规发放福利问题。

常德市桃源县城管执法局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

益阳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阳中卫违反廉洁自律规定问题。

张家界市慈利县司法局干部职工公款国内旅游问题。

郴州市嘉禾县原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周文先公款出国旅游问题。

衡阳市耒阳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原局长段小亮、原副局长伍尤喜等违
规接受请吃问题。

本 报 9 月
15日讯 中秋 、
国庆即将到来，
“四风” 问题易
多发。 今日，湖
南省纪委通过
三湘风纪网通
报了湖南近期
查处的10起违
反作风建设规
定典型问题。

■记者 龚化

这些典型
问题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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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5日讯 随着新学年
开学，9月6日起， 长沙启动了为期
10天的校车集中整治行动，全市共
查处校车交通违法行为40起。

校车整治行动中， 对排查出
来的长沙地区逾期未年检的21辆
校车、对湘A34137等三台有3起以
上交通违法未处理的校车、 5家所
属校车有3起以上交通违法未处理
的企业， 已下发安全隐患整改通知
书，停运检车，限期违法清零。

修订后的《刑法》自2015年11
月1日开始施行， 根据修正案，“从
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 严重超
过额定乘员载客， 或者严重超过规
定时速行驶的”，将被处拘役，并处
罚金。 ■记者 黄娟

要快读

11月1日起校车
超员超速可能涉刑

本报9月15日讯 渣土车闯红
灯、 超速累计5次以上， 列入“黑名
单”，停办三个月处置核准业务；未办
相关手续运输渣土，一律停工并严格
处罚； 搅拌混凝土车辆污染路面一
律查扣车辆，从重处罚……即日起，
长沙启动“十严” 渣土整治行动，对
渣土车违规行为一律从重处罚！
■记者杨昱吕菊兰 通讯员赵昱宇

长沙即日起启动
“十严”渣土整治

权威发布

本报9月15日讯 建设环湖
集镇和主要景区污水处理工
程、 对禁养区养殖户实行退出
……今日，记者获悉，根据东江
湖的特征， 资兴市实行最严的
水污染防治标准， 护住一湖好
水。

据了解， 资兴通过积极争
取， 把东江湖纳入了国家良好
湖泊生态环境保护与亚行贷款
项目，争取到项目资金11亿元，
全面实施网箱退水上岸工程、
船舶污染治理与燃料改造工
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程等，
先后退出网箱养殖面积24.83万
平方米， 退养生猪规模养殖场
169家、 退养面积3.2万平方米，
湖区退养范围内所有畜禽规模
养殖场今年底全部退出养殖。
还成功争取国家海事局把东江
湖船舶应用LNG清洁能源纳入
全国试点， 推广船舶使用清洁
能源。 ■记者 吕菊兰

水污染防治法
执法检查

东江湖湖区
年底全退出养殖

9月15日，湖南日报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暨“互联网+”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记者 唐俊 摄

本报9月15日讯 今天下午，省
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文雄在
长沙会见了来湘进行专题报道的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大型专题采访
活动”采访团一行。

张文雄对采访团一行表示欢
迎与感谢。他说，湖南文化底蕴深
厚，是一片厚土；湖南土地肥沃、物
产丰富，是一片肥土；湖南四大区
域都进入了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创
新创业氛围浓厚， 是一片热土；湖
南积极适应新常态，加快“腾笼换
鸟”淘汰落后产能，生态环境良好，
是一片净土。 洞庭湖因水而美、因
水而富、因水而活、因水而兴，希望
采访团聚焦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
发展，把洞庭湖的“水”字文章写
好、写大，让世界更多地关注洞庭
湖，让洞庭湖更好地走向世界。

■记者 田甜 黄娟

媒体聚焦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张文雄会见采访团

就李敬与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杨春云、熊文渊名誉权纠纷一案，
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4） 一中民终字第4408号判
决，声明如下：本报刊发题为《痴
情女9天59次改遗书预设后事》
的报道侵犯何琮名誉，表示道歉。

三湘都市报
2015年6月15日

致歉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