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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清竹村进
行的袁隆平领衔的杂交水稻双季测产达到了亩
产1530.76公斤，其中早稻619.06公斤、第三
代杂交水稻晚稻品种“叁优一号”911.7公斤，超
过了1500公斤的预期目标。比数字更重要的
意义在于：这次测产充分展示了第三代杂交水
稻更加契合实际生产的特点，从而有利于进一
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去年10月，在同样的地块，这次
测产的第三代杂交水稻品种“叁优一
号”取得了亩产 1046.3 公斤的成
绩。当时，这位“尖子生”是以单季晚
稻的身份“应考”，而今天它首次作为
双季晚稻的亩产成绩尽管“只有”
911.7公斤，却更显难得。

首先，“叁优一号”作为双季晚稻
的生长期比单季晚稻少了一周。“这
就像一个学生在考前减少了复习时
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玉烛介绍，双季晚稻的实际亩产要
想突破700公斤是很难的，目前普通
农民种植一般品种每亩能够产出
550公斤已是顶尖水平。

其次，今年南方普遍遭遇的极端
低温寡照天气给水稻生产带来严重影
响。衡南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李秋生
介绍，他们对比气象数据发现，在水稻
生长最关键的时期，去年测产地块的
有效光照是187.8小时，而今年只有
43.85小时。累积温度方面，今年9月
也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超过60摄氏度。

“高产、抗病、抗寒、抗倒等特点
是第三代杂交水稻相比前两代普遍
具备的优势，这也是这次测产在极端
天气的不利条件下，还能够突破双季
亩产1500公斤的关键原因。”湖南杂
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第三代杂交
水稻项目主持人李新奇说。

把专家在试验田种出来的产量
最大程度地搬到农民的生产田，是袁
隆平团队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普通
农民能不能轻松驾驭第三代杂交水
稻？种出来的产量会不会大打折扣？

清竹村农户陈太佳是试验田的
具体负责人，他最有发言权。陈太
佳告诉记者，尽管湖南杂交水稻研
究中心给了他一份技术方案，但施

肥打药、田间管理都是他自己组织
人员实施。“试验田的用肥量比我们
平时种田多不了太多，而且肥料都
是我去镇上的农资店买的。”陈太佳
介绍，说起种田的水平，自己在全村
顶多算中等偏上。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栽培生
理生态室主任李建武说，从播种到
收获，他们只去过试验田2次，这和

过去有专门团队长期驻地指导完全
不同。“第三代杂交水稻最突出的特
点就是充分发挥了杂交优势，它本
身的旺盛生命力能够为农民节省成
本和精力。”李建武说。

“清竹村的种植环境并不特别，
海拔不到一百米，我们也没有对水
稻特殊照顾，整个过程与普通农民
正常种植差别不大。”李秋生说。

普通老百姓或许会问这样一个
问题：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一季
亩产量早就突破了1000公斤，把它
们种两季不就超过 2000 公斤了
吗？为何还要攻关双季亩产1500
公斤？

“首先，目前亩产突破1000公
斤的品种，都是一季稻，也叫中稻。
从我国水稻产区的普遍实际和栽培
模式来说，同一块耕地，种了一季稻
就无法再种双季稻。”李新奇介绍，
分开比，中稻产量一般都比早稻和
晚稻高，但合在一起比，中稻产量又
高不过早稻加晚稻之和。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
全球粮食供应陷入危机。在这样的
背景下，国家今年高度重视扩大双
季稻种植面积。“过去我们常说‘吨
粮田’，指的是双季亩产达到1吨，这
个早就在农民的生产田里实现了，
但1.5吨还从未实现过，因此这次测
产结果对于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李新奇说。

“实际上，这次测产的早稻品种
并不是第三代杂交水稻，只是普通
的杂交水稻，只有作为晚稻的‘叁优
一号’才是。”张玉烛表示：“第三代
杂交水稻技术从去年才进入大田试

验，目前暂时没有选育出适合早稻
种植的品种。我们会一步步按照袁
隆平院士设计的思路来推进研究，
很快就能选育出第三代杂交水稻的
早稻品种。”

“袁老师每次制定的目标都很
高，需要我们‘跳起来’才能够得
着。除了尽快培育出早稻品种，目
前关于第三代杂交水稻的轻简化栽
培、减肥减药不减产等研究都在同
步进行。”张玉烛说：“只有我们跳得
越高，国家粮食安全才会越牢。”

（新华社长沙11月2日电 记者
周勉 白田田）

让农民轻松种田 它令人放心B

保障粮食安全 它值得期待C

“每月靠房子能拿到数万元养老金”？

老年人须提防以房养老理财骗局

10月30日，北京的冯女士收到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通
知书。她或将背上超过560万元的
债务，或将失去一套房子。

2019年3月，冯女士在北京利合
济民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了房产理财
项目。实际交易路径是：冯女士与高
某签订一份560万元的借款合同，约
定月利率为1.5%，由利合济民代为
支付给高某；公司将冯女士的自有住
房抵押给高某。

冯女士收到560万元后立即转
账给利合济民董事长何宁个人账户，

再与利合济民签订理财合同。利合
济民的业务员宣称，冯女士可享有以
房养老的收益，担保年化收益率为
4.5%，即每月2.1万元。

冯女士收到几个月的理财收益
后，利合济民资金链断裂。2019年
9月，利合济民因涉嫌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被立案调查，何宁等人被逮
捕。高某到仲裁机构主张冯女士
的房产权利。仲裁机构没有看到
高某与利合济民的理财合同，认为
这是冯女士与高某的个人借贷纠
纷，支持了高某。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仅北京
地区在利合济民、中安民生、普伴金
服等平台上，陷入涉房理财陷阱的房
主就超3000人，且大都为老人。

2019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
分局侦破中安民生养老服务公司涉
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及投资人
上千人。中安民生71人被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

类似的案件在全国多地发生。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广
东、河南、河北等省份均有涉以房养
老理财骗局案件。

以房养老理财骗局的基本套路
是：忽悠老人将房子抵押换钱，投进
所谓以房养老项目，宣称每月能拿数
万元养老金。老人将房产处置权交
给公司，最初每月能收到高额回报，
但没过多久，公司失联、老板跑路，老
人“钱房两空”。

为什么这样的套路能屡屡得手？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公司打着国

家政策的旗号迷惑老年人。记者拿
到的一份利合济民宣传单上写着“响
应国家号召，实现以房养老、以房养
家的终极目的”。中安民生向老人们

兜售所谓以房养老产品，也是打着国
家政策鼓励的旗号，宣称“以房养老
是政府大力扶持的产业”。

有的公司拉大旗作虎皮，以权威
机构名义蒙骗老人。例如自称与民政
部、全国老龄委、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
金会等机构合作，就是中安民生吸引
老年人投资的一块招牌。该公司还开
设了大型实体门店，号称是和官方机
构合作共建的养老服务大厅，声称有
国家基金托底，营造业务合规的假象。

这类公司不仅以高额利息为诱
导，还以免费旅游、免费“名师”上课、

答谢会等名义诱骗老人参加。有的
公司还开设餐厅，成为会员的老人可
享受低价早餐、午餐。在此过程中，
公司人员再向老人灌输以房养老的
种种好处。中安民生的案件中，不少
老人就是在该公司组织的免费郊区
旅游、“名师”讲课中被慢慢洗脑的。

设计圈套诱骗老人签格式合同，
是这类骗局的最险恶之处。这些公
司往往不会明确告知老人是通过抵
押房产借款进行理财，而是用“每月
领取养老金”等说辞进行忽悠，使老
人深信“房屋抵押只是走形式”。

业内专家介绍，真正的以房养老又
称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指拥有房
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
保险公司或商业银行，但继续拥有房屋
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
置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
身故；老人身故后，保险公司或商业银行
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先
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

2014年7月，原保监会正式开展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2018
年 7月，试点扩大到全国范围开展。
不过，保险版以房养老的推行却市场
遇冷。目前，市面上只有幸福人寿和
人保寿险的两款产品，且参与者寥寥。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天坛人民
法庭法官助理姜宁表示，以房养老理
财骗局针对的主要是法律风险意识
低、资产价值高、对养老服务有刚性需
求的老年人群体。

姜宁说，合规以房养老的开展主
体为商业银行或正规保险机构，除这
两类主体外，其他养老公司、服务机构
开展的以房养老项目，建议老年人一
概不要参与。

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志杰
表示，对一些收益特别高、看不懂、不
清楚钱给谁用、交钱变成合伙人的投
资项目，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发现
上当受骗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公安
机关报案，做到及时止损，绝不能存在
侥幸心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
华认为，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模式，目前
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以房养老的产品
设计主要优先满足高龄老人、失独孤寡
老人、低收入家庭老人的养老需求，产
品品种和业务覆盖范围未来有待升级。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记者
张超 王淑娟）

应对极端天气 它表现优异A

多地出现老人陷以房养老理财陷阱案件

拉大旗、设圈套诱导老人签危险合同

警惕收益特别高、看不懂的项目
合规以房养老产品有待升级

“每月靠房子能拿到数万元养老金”的承诺，很可能是一场骗局。57岁的北京冯女
士现在面临失去一套房子的危险，令她陷入困境的，是打着以房养老旗号的理财骗局。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北京、广东、河南等多地出现了借以房养老概念
进行非法集资或者转移老年人房产的案件，受害者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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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在第三代杂交水稻“叁优一号”衡南试验示范基地，工作人员进行机械化收割。 新华社发

2019年全国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2.08平方米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国家体育总局官
网2日公布了2019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
据。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体育场地
达354.44万个，体育场地面积达29.17亿平方米，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08平方米。

据统计，全国篮球场地有97.48万个，是数量
最多的体育场地，场地面积达5.79亿平方米。

足球、篮球、排球场地共116.78万个，占到全
国球类运动场地的52.05%；乒乓球和羽毛球场地
99.62 万个，占 44.40%；其他球类运动场地占
3.55%。

其中，足球场地10.53万个，场地面积2.95亿
平方米，五人制足球场地达4.44万个，是全国足
球场地中数量最多的场地类型，七人制足球场地、
十一人制足球场地、沙滩足球场数量分别为3.60
万个、2.48万个、114个。

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田径场地有17.39万
个，场地面积达9.16亿平方米；全国游泳场地有
2.79万个，场地面积0.58亿平方米。而在体育健
身场地中，全民健身路径达82.35万个；健身房有
10.82万个，场地面积0.47亿平方米；健身步道有
7.68万个，长度达17.93万公里。

随着我国冰雪运动的蓬勃发展，2019年全国
冰雪运动场地已达1520个，场地面积0.61亿平方
米。其中，滑冰场地876个，滑雪场地644个。

“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
将于11月23日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副主任赵泽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
展论坛”将于11月23日至24日在浙江乌镇举行。

赵泽良表示，“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
论坛”以“数字赋能 共创未来——携手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同期还将举办世界互联
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

“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等活动。
据悉，今年取消举办第七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改为以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名义举办“世界互
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疫情背景下，现场
参会嘉宾、分论坛数量和会期较往年均有调整。
论坛将以“线下+线上”形式开展各项活动，在乌
镇设置实景会场，无法到现场的嘉宾将线上参会。

赵泽良说，今年的互联网发展论坛继续保持
了高端的定位，邀请来自各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
以及互联网领域领军企业的一些重要嘉宾以及顶
尖学界代表以不同方式参会。

11月2日，2020全球能源互联网（亚洲）大会
在北京召开。本届大会由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
作组织发起召开，主题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旨在深化全球及亚洲能源电力合作，加快能源变
革转型，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中国倡议落地实施，
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作用。

图为与会嘉宾在会议间隙参观大会组织的展
览。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全球能源互联网（亚洲）大会
在京召开

近日，新建福厦铁路湄洲湾跨海大桥作业加
紧推进，施工单位克服入秋以来海上风大浪大、昼
夜温差大等困难，确保工程进度。福厦高铁是我
国首条跨海高铁。

图为湄洲湾跨海大桥建设现场。 新华社发

跨海高铁施工忙

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获奖项目
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第二十一届中国
专利奖获奖项目聚焦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核心技
术，经济社会效益显著。40项金奖获奖项目从实
施之日起至2018年底，新增销售收入6600亿元，
新增利润629亿元，新增出口1363亿元。

记者2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举行的新闻吹风
会上获悉，本届中国专利奖评选活动中，全国共推
荐了2479项专利参评，数量为历年之最，最终评选
出30项中国专利金奖，10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
58项中国专利银奖，15项中国外观设计银奖，696
项中国专利优秀奖，60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袁隆平团队杂交水稻测产结果出炉

双季亩产突破 公斤
第三代杂交水稻更契合实际生产，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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