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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12日讯 记者佘惠

敏报道：龙舟神舟竞渡，艾香粽香传
情。12 日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
正驾乘神舟十号飞船遨游太空的 3 名
航 天 员 ，在 太 空 度 过 了 一 个 特 殊 的
节日。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大
厅的大屏幕上，清晰显示着神舟十号
飞船返回舱内的情景：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
午节，我们神舟十号航天员向全国人

民、全球华人致以节日祝福，祝大家端
午节快乐！”13 时，3 名航天员共同举
起一块写着“端午节快乐”的字板，通
过摄像机镜头送出问候。

指令长聂海胜说：“飞船入轨后，
状态一切正常，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感
谢大家的关心。”

航天员张晓光说：“我们的太空生活
刚刚开始，目前感觉良好，请大家放心！”

航天员王亚平说：“向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的航天科研人员致敬，你们

辛苦啦！”
随后，航天员进入飞船轨道舱，品

尝科研人员为他们精心准备的节日美
食——豆沙粽。和地面不同，太空粽
子是扁平形状，目的是方便贮存和加
热。为了让航天员找到在家过节的感
觉，细心的科研人员还专门为每颗太
空粽子包上了一层粽叶。

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在太空度
过端午节，也是首次在神舟飞船上品
尝美味的太空香粽。

“神十”入轨后状态一切正常
航天员从太空送来端午祝福

农业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 6 月
11 日 17 时，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2.1 亿亩，
麦收进度过六成。6 月 11 日当日共投入收
割机 12.6 万台，日机收小麦 486 万亩，累
计完成小麦机收面积 1.8亿亩。

不过，连日来冬麦区陆续出现一场场
明显降水过程，江淮、黄淮、陕西南部等
地还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连续降雨
是否会影响“丰收到手”，全国机收进度
如何，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降雨影响相对有限

农业部小麦专家组副组长、河南农业
大学教授郭天财说，此次降水影响有利有
弊，对处于灌浆后期的河北大部和山东北

部成熟较晚的小麦颗重可能有一定影响。
不过他同时认为，已有六成小麦收获到
手，未收获的大多数冬麦区小麦的亩穗
数、穗粒数、千粒重等产量三因素也已经
定型，降水对产量的总体影响有限。

“此次降水对改善未收获区小麦土壤水
分有利，尤其利于已收地区的夏种，对已
播玉米区域的墒情改善极明显。目前本轮
降雨已基本结束，短期内不会再有大规模
降水，不存在‘烂场雨’的危害。”国家气
象中心农业气象中心主任毛留喜告诉记
者，“烂场雨”是指夏收期间一次降雨过程
连续雨日超过5天、过程降水量在50.0mm
以上的持续性降雨。本轮降水不属于这个
类型。

尽管降雨不改夏粮丰收基础，但此次
降水对于未成熟的小麦可能造成成熟期延
长，部分地区机收时间会相应推迟。已成
熟的冬小麦收获和晾晒也会受到一定影
响，主要是因为雨后麦田湿涝，导致机械

化收割作业难以进行。郭天财说，要趁着
阴雨天气搞好机器的维护和抢修，一旦天
气晴好就投入抢收。他认为，目前全国小
麦收获机数量充足，只要调度得力，抢收
不成问题。毛留喜则提醒，如今天气已转
晴，小麦发生霉变的可能性不大，但已收
获的小麦也要注意及时烘干和干燥储存。

面对本轮降水，农业部门及时预报、及
时调度，抢收颇有成效。目前，安徽省麦收
基本结束，河南省进入尾声，江苏省进度过
半，山东省过两成，河北省开始收割。

“三夏”期间天气历来复杂多变。农业
部农机化司副司长刘恒新说，立足抗灾夺
丰收、“龙口夺粮”忙抢收是农业部门一以
贯之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提高农机作业
的组织化和规模化程度是应对不利天气的
重要举措，接下来各地合理利用作业时间
差，组织南北对接，实施南机北上、北机
南下等，调度机具参与抢收会战，做到人
歇机不停。

据悉，农机合作社现在已成为机收主
力，以小麦第一主产省河南为例，该省
80%的小麦都由各类农机合作社收获。刘
恒新介绍说，农业部目前正着力发挥农机
合作社机具多、集合快、易调度、转移迅
速的优势，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保障重
点地区、重点群体抢收需要。同时，维护
好作业秩序，确保收割机有序流动、安全
转移。

记者 6 月 6 日在安徽寿县采访时看
到，寿西湖农场的农机手们人歇机不停，
在天黑前完成了全场 6 万亩抢收任务。据
介绍，该省 6 月 1 日开镰，往年 10 天左右
的抢收攻坚战被压缩到了 6 天。6 月 7 日
安徽省遭遇较大降雨，全省的抢收已基本
完成。 （下转第三版）

抢字当头抢字当头 颗粒归仓颗粒归仓
——全国麦收进度过六成全国麦收进度过六成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在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长山乡村民张从喜的眼中，
长山头的大风已经肆虐了一代又一代，没有人会认为刮
风能刮出个什么产业来。然而，就在 2011 年，长山的
山头上矗立起数十台高达 80 米、重约 100 吨的“大电
扇”，扇叶迎风旋转，将电能源源不断汇集起来，通过
空中电网，传输到每一个需要电能的角落。

电从风中来，在张从喜及村民的惊叹与叫好声中
变成了现实。作为结束内陆大省无风电历史的标志
性项目，安徽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010 年 3 月开
工建设，已在来安县建成 25 万千瓦大型低风速风电
场。从此，滁州新能源产业走进“风光无限”的新
时代。

滁州是承接产业转移皖江示范区的皖东龙头，近年
来，滁州加速产业升级步伐，结合本市实际，提出了培
育和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
生物、节能环保等 6 大产业的目标。滁州市委书记江山
说，“未来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科技
进步。滁州之所以进一步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
是要实现以科技进步为主导的新的增长方式。”

今年一季度，滁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企业 57
家，新增企业数居全省前列；实现产值 93.8 亿元，比
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 8 个百分点，产值总量占规模以上
工业的比重达到 20.4%，首次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在以产业化、规模化、高新技术化为目标的发展
进程中，政府推动和市场主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近年来，滁州设立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
以贴息、配套、奖补等形式，重点支持新能源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产业化、重大项目招
商引资等，促进新能源企业做大做强。与此同时，滁
州市大力发展创新能力建设，开展产学研合作，组织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开展产学研点对点合作活
动，今年将新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 家，院士
工作站 2 家。制订高端人才引进倍增计划，围绕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主导产业、优势产业的发展需要，提出
在 5 年内培育一支 500 名左右的领军型科技企业家队
伍，与国内外名牌大学、培训机构以及跨国公司合
作，5 年内选送 100 名科技型企业家到基地培训或赴
海外研修等。

滁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发改委主任刘茂
松告诉记者，滁州规划到 2015 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
业总产值达到 600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到 22%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争创省级特色产
业基地。

安徽滁州：

新兴产业发力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李 慧

近日，河北平泉县桲椤树镇桲椤树社区
筹划了一冬的项目正式破土动工。“北山
2000 亩富硒苹果园已经动工，村东千亩食
用菌园区开始发菌，村中心新民居二期工程
马上招标⋯⋯”站在山坡上谈起社区今年的
发展，社区党委书记金旭东充满了憧憬。

“一进桲椤沟，三顿喝稀粥。”说起燕
山深山区桲椤树镇金杖子村的贫穷，当地
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为带领群众
致富，上世纪 90 年代，村班子办起了石
灰厂，但因管理不善，欠下 114 万元债
务。村民们盼望着一个有能力的人带领乡
亲致富奔小康，但 1999 年村“两委”换
届，没有人敢接这个“烂摊子”。当时金
旭东 37 岁，已在外打拼近 20 年，攒下近
百万元家产，并在 1997 年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自家富了，乡亲们还在过苦日
子，心里总不是滋味。”思虑再三，金旭

东回村参选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
金旭东上任伊始才真正明白自己接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烂摊子”：召开党员会，没
几个人参加；调解村民纠纷，没人听党支部
意见；走访村民，没人愿意深谈。村子欠下
114万元外债遭到信用社起诉，金旭东隔三
岔五就被法院传唤。

金旭东拿村民最不满意的财务问题
“开刀”。他挨家挨户走访群众做工作成
立清查小组，历经 3 个多月时间，终于把
1993 年以后村组两级账目全部清理，及时
清缴了侵占公款 2 万余元，建立健全了村
组财务管理制度，乡亲们的气顺了。金旭
东随后着手解决 114 万元外债问题。他说
服了村民，将村里 50 亩松林抵押给信用
社。3 年后，金旭东就把松林赎了回来。

在金旭东眼里，最重要的还是发展村
里的经济。当地有铁矿资源，但当时铁矿

业利润不高，没人愿意冒风险投资。金旭
东多次到外地招商，仅有唐山一家企业愿
意出一半资金。另一半资金从何而来？“我
来！”2003 年，金旭东拿出全部积蓄，又举
借外债凑足这一半资金，合资建立了金茂
矿业公司，让大部分村民进企业当了工
人。公司投产第一年，全村人均增收 750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60多万元。

2007 年，铁矿行情见涨，唐山投资者
见好想收，打算将全部股份转让给金旭
东。可金旭东的选择出乎所有人意料，他
主动将 77%的股权让给本村农民。金旭东
向村民承诺：赚了归大家，赔了算他的。最
终全村有 427 户入了股，入股率达 60%以
上，每户年分红 3万元至 10万元不等。

为进一步发挥金杖子村的辐射带动作
用，桲椤树镇于 2011 年底整合金杖子、王
家沟、马杖子等 6 个村，成立了桲椤树社

区，金旭东全票当选社区党委书记。
就在村民都盼着金旭东把矿业公司再

拓展做大之际，金旭东却提出绿色发展理
念，他说，工农并进才能共促双赢。于是，
大量资金开始向林果业、养殖业、食用菌产
业转移，他要带领大家土里刨金。

建设食用菌基地，为打消村民的顾虑，
金旭东表示：“只要按技术标准从事生产，
赔了钱算我的！”食用菌基地最终建成投
产，年生产香菇 1200 吨，实现产值 7200 万
元。千亩富硒苹果园也建起来了，每年为
村增加集体收入 5 万元，果农更是收入倍
增，今年准备再建 2000亩⋯⋯

金旭东对记者说，他的梦想是到 2015
年社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3.5 亿元至 4 亿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5 万元至 2 万
元。“到那时，我们的社区就真正成了美丽
富裕的新农村！”

河北平泉桲椤树镇桲椤树社区党委书记金旭东——

贫 瘠 山 村 创 业 梦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刘建军 李海艳

及早锁定热钱大进大出风险
中国成为国际游资的目标有其必然性。就长线

因素而言，近年我国经济成长性较好，对国际资本具
有较强的吸引力。就短线因素而言，人民币汇率的
升值及升值预期、国内较高的基准利率以及离岸和
在岸人民币之间的利差，为热钱提供了跨市场套利
的空间。我们必须及早锁定风险，研究合理控制流
动性、抑制国际热钱大进大出、应对可能出现局部金
融风险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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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2日，中铁二局新运公司的工人在大西铁路客运专线山西运城段铺轨。

全长 859 公里的大 （同） 西 （安） 铁路客运专线目前全面进入轨道工程施工

阶段。大西铁路客运专线设计时速 250 公里，总投资约 970 亿元，预计 2014 年开

通运营。 高新生摄（新华社发）
大西客运专线开始全线铺轨大西客运专线开始全线铺轨

本报讯 记者温宝臣报道：近日，《自
然遗传学》期刊发表了由中国农业大学和
华大基因研究所协作完成的鸭基因组全序
列和转录组图谱，并表示研究组找出了令
鸭子对禽流感产生免疫反应的遗传基因。

据悉，由中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
首次发现了β-防御素基因扩增（11 个抗
病毒基因能随不同病毒进行重组并产生免
疫能力）能提高鸭抗病原物的免疫应答效
率。此次破译鸭基因组并发现鸭抗病分子
机理，对家禽业防疫以及研究抵御禽流感
病毒具有深远意义。

我科学家发现鸭抗病分子机理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通讯员王绍明

报道：我国自行研制开发的水面无人智能
测量平台工程样机日前通过交通运输部海
事局评审，标志着我国自行研制开发的首
艘无人测量艇正式诞生。

据悉，此次通过验收的无人测量艇由
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事测绘中心（原
上海海事局海测大队）、上海大学、青岛北
海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共同研发完成，可满
足在浅滩、暗礁等危险水域及特殊海况下
的测量工作等需要。

首艘自主研发无人测量艇诞生

伦敦人民币业务拓展迅速
伦敦金融城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2年伦敦

在全球人民币市场上的地位显著上升，当地企业对
人民币的使用量明显增多，进出口融资业务量达到
336亿元人民币，较2011年增长100%。信用证和其
他信贷担保业务则增长13倍达到47亿元人民币。
在伦敦，人民币业务在机构和银行间同业市场上发
展势头良好，可交割外汇业务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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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制度改革难解A股扩容之忧
新股发行经历9个月的“空窗期”之际，股市迎

来了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再起步，IPO重启的预期
也随之升温。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新一轮改革，
似乎仍未获得投资者的认可。某专业财经网站开展
的调查显示，超过77%的参与者认为新一轮发行制
度改革对A股而言是“利空”。业内专家认为，改革
未能触及市场核心问题或是关键所在。 7 版7 版

压题图片 6 月 11 日，河南省安阳市

内黄县城关镇的农民在田间收获小麦。

刘肖坤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