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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桌美味的科技密码

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

昨天是袁隆平院士逝世一周年纪念日，
让我们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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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的力量：守护大国粮仓
53 岁的湖南澧县农民刘宏勋种了一
辈子田，过去是望天吃饭，如今尝到了“科
技种田的甜头”。
去年，他家数百亩杂交水稻收成有 61
万余斤。专家到田里教他科学育秧、测土
施肥、无人机作业……他的田产量比过去
涨了 40%。
刘宏勋的家在洞庭湖畔的澧阳平原。
几十年前，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距今
6500 余年的古稻田。源远流长的稻作文
化，
印证了湖南“九州粮仓”
的美誉。
湖广熟，天下足。湖南一直是全国稳
定提供外调商品粮的省份之一，调出量位
居全国前列。
这里以占全国 2.8%的耕地生产了全
国 4.5%的粮食，科技为守护“米袋子”做出
了重要贡献。
“21 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以袁隆平院
士为代表的湖南农业科技工作者以一颗稻
种，
有力地回答了西方社会的疑问。
湖南是中国第一个大面积推广杂交水
稻的省份，
见证了它的攻关足迹：
从三系到
两系再到第三代杂交稻，从单季亩产 700
公斤、800 公斤、1100 公斤，直到 2021 年双
季亩产达 1603.9 公斤。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栽培室主任李
建武介绍，
由袁隆平院士倡导的“三分地养
活一个人”粮食高产绿色优质科技创新工
程，
去年增产粮食约 4 亿斤。
猪粮安天下。中国是猪肉消费大国。
湖南是生猪调出大省，
良种是关键保障。
一杆秤、一把尺、一支笔……湖南省畜
牧兽医研究所总畜牧师彭英林记得，几十
年前，生猪育种工作是从粪污遍地的猪舍
开始的。
如今，
湖南建起了生猪育种联合平台，
通过“科研+企业”模式把资源、材料、数据
集中共享、优中选优，
破解过去依靠国外引
种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湖南的生猪育种水平全国领先，
今年
一季度外调了 21.8 万头仔猪。”湖南省农业
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处长武深树介绍。
农业现代化，
种子是基础。今年春天，
瞄准种业核心技术攻关的岳麓山实验室在
长沙浏阳河畔破土动工。目前，湖南在种
业领域拥有 3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9 个国家

上海

科技的奥妙：酿出舌尖幸福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柏连阳在实验室
查看水稻生长情况（资料照片）。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栽培室主任李建武在试验田工作（资
料照片）。

在宁乡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首席
研究员印遇龙在查看宁乡花猪（资料照片）。
本组图片 新华社发
育种中心或改良分中心。

如今，樟树镇有 1 万余人从事辣椒产业，
今年预计产值可超 4 亿元。
为了让各地椒农的收益更有保障，邹学
校团队研制了适配不同菜系的 200 多个品
“就跟人一样，
缺什么补什么。
”
阳光穿
种。比如，
虎皮青椒用“皱辣”
系列，
而做辣椒
透大棚，
黄源仔细端详着辣椒苗，
认真地说。
炒肉最好用“兴蔬 215”。
这位湖南湘阴县樟树镇农技服务中心主
说到辣椒炒肉，
肉质细嫩、口感回甘的宁
任，
从中国工程院院士、
湖南农业大学校长邹
乡花猪，
也是这道菜的最佳食材。
学校那里学了一手绝活。
“氮磷钾的最佳比例
但宁乡花猪吃得多、长得慢，
喂起来很不
是5:1:6，
如果磷肥多了，
口感会发涩。
”
划算，渐渐被养殖户放弃。最濒危时，只剩 7
樟树镇盛产的樟树港辣椒是个老品
头公猪和 50 头母猪。
种，
辣度低、口感糯、皮肉不分离。可过去，
2008 年，宁乡花猪产业发展协会会长李
由于产量不高、抗病性差，
农民不愿种。邹
述初带头建起了一个国家级保种场，
后来，
中
学校带领团队在当地设立了辣椒产业院士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
工作站，每年从数以万计的辣椒苗里找出
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印遇龙当起了“猪保姆”。
最纯正的几株，
为种子提纯复壮。
湖南楚沩香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曾
经过不懈努力，
樟树港辣椒抗寒、
抗病、
青华说，印遇龙团队为宁乡花猪量身定制了
抗虫性大幅提升，
种植成本低了，
品相也更
“秘方饲料”，从前吃 4.5 斤饲料只长 1 斤肉，
好了。价格最高时，
一斤能卖出300元钱。
现在吃 3.5 斤就能长 1 斤，还用更便宜的非粮

田野的智慧：种出致富希望

缩小封控区和管控区范围

新华社上海5月22日电

性感染者数量、区域分布、疫情风险等划定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范围。
第二阶段：全市实施疫情风险地区划
分，若区域内无封控区、管控区，则该区域
可视作为低风险地区，
解除防范区。
原则上，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以居民小
区、自然村、单位等作为最小划定范围，可
适当扩大至毗邻风险区域。
区域内 14 天内累计报告 10 例及以上
阳性感染者，或发生 2 起及以上聚集性疫
情，
该区域划定为疫情高风险地区；
区域内
14 天内累计报告不超过 10 例阳性感染者，
或发生 1 起聚集性疫情，
该区域划定为疫情
中风险地区；中高风险地区 14 天内无阳性
感染者报告，
该区域转为疫情低风险地区。
在“三区”管控措施方面，封控区封闭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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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5月22日电

管理期间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
上门”。管控区实行“人不出小区（单位），
严禁聚集”。防范区实行“强化社会面管
控，
严格限制人员聚集规模”。
在划定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后，将实
施 14 天封闭管理，人员足不出户，服务上
门；
每天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区域内报告最
后一例阳性感染者后，如连续 14 天无新增
阳性感染者，
该区域降为疫情低风险地区。
另据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自 5 月 22 日起，将
浦东新区日京路 88 号、北蔡镇联勤村冯桥
南宅、北蔡镇鹏飞路 411 弄 6 号、康桥镇苗
桥路 935 弄 19 号、北蔡镇御北路 235 号由
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上海市其
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在 5 月 22 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
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表示，
全面落实朝阳
区、海淀区、丰台区、房山区、顺义区等重点
区域 5 月 22 日至 5 月 28 日期间居家办公要
求，
其他区进一步降低到岗率，
减少人员流
动。同时，
各方都要履行好“四方责任”，
严
格执行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
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21
日发布的四项社会面防控措施，
让社会面真
正
“静下来”
“慢下来”
，
尽快阻断病毒传播链
条，
齐心协力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徐和建表示，当前丰台区岳各庄市场
等聚集性疫情和海淀区、丰台区、东城区等
区筛查发现的社会面零星散发病例，增加
了北京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首
都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要增强紧迫
感，坚持以快制快、全面严防死守，坚持对
社会面病例零容忍，进一步从严从紧抓好
社会面疫情防控，
打好动态清零主动仗，
以
最快速度管控风险点、阻断传播链，
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增本土感染者94例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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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2 版发布

138293个物种及种下单元被收录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记者 张泉）一个国家的物种
名录不仅直接反映国土上物种数量的多少，还体现这个国家
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22
日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2 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
138293 个，
较 2021 版新增 10343 个物种及种下单元。
据悉，自 2008 年起，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组织国内
200 多位专家，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公开发表的中国生物物
种数据，
最终汇编成《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每年以年度名录的
形式发布，旨在摸清中国生物多样性“家底”，支持我国履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行动，
促进相关学科的基础性研究。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2 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
138293 个，其中动物部分 68172 个，植物部分 46725 个，真菌部
分 17173 个，原生动物界 2566 个，色素界 2383 个，细菌界 469
个，
病毒 805 个。

中企签下两艘大型浮船坞订单
将于 2024 年交付

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获悉，
日前，
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
造船有限公司与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联合卖方，
与嘉年华邮轮集团、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共同签订了 1 艘 12
万吨举力浮船坞和 1 艘 9.35 万吨举力浮船坞建造合同，预计
于 6 月开始执行。
据悉，这两艘新造浮船坞将用于扩大位于巴哈马自由港
的大巴哈马船厂干船坞产能，
将于 2024 年交付。

据新华社电

青藏高原等地新设一批国家公园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记者 胡璐）5 月 22 日是国际生
物多样性日。为了更好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今年我国将在
青藏高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功能良
好的区域，
新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这是记者 22 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的。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说，
“我们编制了国家公园空间布
局方案，将综合考虑自然地理格局、生态功能格局、生物多样
性和典型景观分布特征，遴选出 50 个左右的国家公园候选
区，总面积约占国土陆域面积的 10%，有效保护中国最具代表
性的生态系统和 8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及
其栖息地。
”

长江巫山段水清岸绿

据新华社电

5月22日，乘客们有序登上恢复开行的公交车。

（记者 申铖）记者 22 日从财政部
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下达资金 100 亿元，再次向实际种粮农
民发放一次性农资补贴，
支持夏收和秋播生产，
缓解农资价格
上涨带来的种粮增支影响，
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中央财政此前已对实际种粮农
民发放一次性补贴 200 亿元。据介绍，中央财政进一步完善
补贴政策，明确补贴对象为实际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实
际种粮者。补贴标准由各地区结合有关情况综合确定，原则
上县域内补贴标准应统一。
财政部要求，
各地要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
利用
现有相关补贴发放基础数据，
继续采取“一卡（折）通”
等方式，
及时足额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

发布四项社会面防控措施

跨区公共交通逐步恢复
5 月 22 日 7 时，一辆 49 路公交车从上
海漕溪路公交枢纽站驶出；
与此同时，
在上
海地铁 3 号线上海火车站站，副站长朱林
已经来到车控室开始工作。当日，上海跨
区公共交通启动恢复，共涉及 4 条轨道交
通线路和 273 条公交线路。
据悉，
当前恢复的公共交通线路，
主要
是覆盖度高的地铁长大干线，辅以相应的
地面公交线路配套衔接。上海轨道交通 3
号线、6 号线、10 号线、16 号线恢复运营后，
目前的运营时段均为 7 时到 20 时，行车间
隔约为 20 分钟。优先恢复运营的 273 条公
交线路，主要服务于上海机场、火车站、三
甲医院和各区中心医院。

地处洞庭腹地的湖南益阳南县是“稻虾
米之乡”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
院党委书记柏连阳带领团队，在这里开展了
一场水稻“大阅兵”
——
几十亩稻田里种着 300 多个品种，旁边
插着对应的“身份牌”
。科研人员细致观察记
录下它们的田间表现，还要对成熟的稻子做
成分分析。
好米，
有严格的数据指标。要软糯，
直链
淀粉含量最好在14%到18%之间；
要好看，
长宽
比得在 3.6 左右……这样百里挑一的最优组
合，
再用来进一步培育
“稻虾米”
的专属品种。
过去，南县饭馆里米饭大多是免费的，
“稻虾米”
却能卖到 18 元一桶。
“鱼米之乡”湖南，还有一段“鱼院士父
子”
佳话——
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筠曾突破草鱼人
工繁殖技术，
后来，
刘筠的儿子刘少军也成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备受市场欢迎的鲫鱼新品种“合方鲫 2
号”，
就是刘少军团队的成果。父本为日本白
鲫、母本为本土红鲫的合方鲫，
是经过六代群
体选育再杂交得出的。
“合方鲫 2 号”呈现出高蛋白、低脂肪的
特点，呈味氨基酸总含量显著提高。这意味
着它更鲜美、更营养。
无油不成菜。作为我国油菜种植主要省
份，
湖南还提供了一滴好油——
过去，菜籽油中含有大量对人体有害的
芥酸和硫苷，经过多年攻关，中国工程院院
士、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官春云及其团队率先
研发出低芥酸、低硫苷的“双低”
油菜。
“
‘双低’
油菜普及后，
我们又研发了新品
种，维生素含量更高，更耐储存，油烟也更
少。
”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刘忠松说，
“如果用它
们来煎豆腐、炸鱼和炒鸡，
吃起来特别香。
”
除袁隆平、刘筠院士外，湖南还有 8 位农
业科学领域院士。他们和 4000 余名科研人
员一起破译着米、猪、鱼、辣椒、油菜、茶叶、柑
橘等食材的舌尖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指出，
要
树立大食物观，
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出发，
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
在确
保粮食供给的同时，
保障肉类、
蔬菜、
水果、
水产
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
缺了哪样也不行。
“大食物观拓展了粮食的边界，
这是农业
的春天。”邹学校说，科研工作者们将持续扎
根田野，
保障“米袋子”
“菜篮子”
更丰富，
让老
百姓吃得更好、更安全。

北京

向全市实施疫情风险地区划分转变
（记者 袁全）
记者从 5 月 22 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持续巩固疫
情防控成果，上海将分两个阶段进一步做
好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第一阶段：目前至 5 月 31 日，单日新增
阳性感染者数进一步减少，不断缩小封控
区和管控区范围。
封控区如连续 7 天无新增阳性感染者
调整为管控区，后续连续 3 天无新增阳性
感染者调整为防范区，
如出现阳性感染者，
封控区调整时间重新计算；管控区如连续
7 天无新增阳性感染者调整为防范区，如
出现阳性感染者，
管控区调整为封控区；
防
范区如无新增阳性感染者不作调整；如出
现阳性感染者，
按照国家有关标准，
综合阳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饲草部分替换了豆粕、玉米，一头猪的“伙食
费”
省了数百元。
去年，宁乡花猪出栏量超过 32 万头，有
近 10 万人从事相关产业，全产业链年产值超
过 30 亿元。

▲

民以食为天。
美好生活是什么味道？餐桌上就有
答案。
在湖南，有一批农业科学家，围绕“做
优一桌饭”，
毕生破译各类食材密码。他们
使大米更充足、猪肉更营养、鱼肉更鲜美、
食用油更健康……湖南还是全国重要的粮
食主产区、生猪养殖和调出大省、全国“米
袋子”
“菜篮子”
“油瓶子”
的重要阵地。

中央财政再发100亿元农资补贴

新华社发
发行热线:58106600

（记者 邰思
聪）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
峰介绍，5 月 22 日 0 时至 15 时，北京市新增
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67 例。自 5 月 21
日发布会后（5 月 21 日 15 时至 22 日 15 时），
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94 例。其
中，
管控人员 77 例，
社会面筛查 17 例。4 月
22 日至 5 月 22 日 15 时，北京市累计报告
1493 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涉及 15 个区。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津市场监管西广登【2021】1号

零售1元5角

5月19日，货船行驶在长江巫山段巫峡口一带。近年来，
位于三峡库区腹心的重庆市巫山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推进“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加强水资源
保护，努力守好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新华社发
云南鲁甸通报
“教师殴打学生”
事件

涉事教师马某被调离教师岗位
据新华社昆明5月22日电

（记者 林碧锋）日前，云南省
昭通市鲁甸县一学校教师殴打学生的视频引发社会关注。对
此，鲁甸县政府新闻办公室 22 日发布通报，根据调查结果和
相关规定，
已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作出处理，
给予涉事教师
降低岗位等级处分，并调离教师岗位。当地正组织全县所有
学校深入开展师德师风教育。
通报说，
近日，
“云南昭通一学校教师殴打学生”
的视频在
网络上传播。该视频所反映内容属实，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发
生在鲁甸县第二中学。事发后，鲁甸县教育体育局迅速将该
学生刘某某送至县人民医院，
通过全身体检未见损伤后，
该生
一直在学校正常上课。
根据调查结果和相关规定，鲁甸县已对相关责任人员和
鲁甸县教育体育局作出处理：一是给予涉事教师马某降低岗
位等级处分，
并调离教师岗位；
二是给予该校分管师德师风的
党支部书记党内警告处分；
三是给予该校校长政务警告处分；
四是对鲁甸县教育体育局进行全县通报批评，教育体育局主
要负责人向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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