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地球上，仅次于玉米的第二大
粮食作物是水稻。100 多年来，中外
学者一直在水稻起源这个问题上争论
不休。现在看来，无论是考古界的长
江中下游说，还是现代生物学所认为
的西江流域说，大都处于同一地域，即
先秦时代的“百越”之地。

常州，属于“百越”之地，自建城开
始，稻花就飘香。有稻作的地方从来
都会阳光普照，稻花香飘百转千回，弥
漫于江南大地，周而复始地述说着人
们对于稻作的热爱与深情。

水稻是世界上三分之一人类的主
食，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水稻可以分
为籼稻和粳稻，早稻和中晚稻，糯稻和
非糯稻。我国水稻产区主要是东北地
区、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属于直接经
济作物。

随着现在农业的发展，水稻，这种
古老的农作物也一代代繁育改良。江
苏（武进）水稻研究所，就承担全省水
稻新品选育这一重大课题。几十年
来，该所选育出适宜在黄淮地区种植
的中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晚粳
稻，育成40多个优质高产品种，在江、
浙、沪、皖、豫等省市都广泛种植，累计

推广应用 4 亿多亩次，增产稻谷达 120
多亿公斤，增加社会经济效益 200 多亿
元，为国家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作出了突
出贡献。

8 月，在最热的大伏天，记者在研究
所里见到了头戴草帽的育种专家钮中
一。虽然室外气温高达 38℃以上，但是
他依然每天坚持到田间查看，让人不禁
感动和敬佩。据了解，一个品种育成大
约需10年时间，仅记录的材料就有一万
三千多页，每一页上都记录着农技人员
的辛劳，沾染着汗水。

粮食有价，良种无价。水稻栽培最
难的就是育种，钮中一介绍说，稳定的种
子叫品种，不稳定的种子叫品系。品系
是经过人工杂交选育而成的。

从解放初期到现在，我国稻米提产
共经过四次重大改革。一是土改良，即
把当地品种改成优良种；二是高杆变成
矮杆；三是由常规籼稻改成杂交籼稻；四
是改种优质高产的粳稻。每一次改革都

是品种的改革，水稻亩产从200多斤，增
加到现在的 800 多公斤，最大的贡献就
是品种。

水稻种植从优选种子开始，育种就
是农技人员的主要工作。钮中一是典型
的“高产”专家，已成功培育出“武”字常
规水稻优良新品种13个，累计推广应用
面积超过 1 亿亩，为常州市水稻单产八
连冠提供了品种支撑。

白米饭好吃，田难种。如何科学种
田、种好田，也是一门学问。

选好一个品种，从秧苗到收获，整个
过程分为：播种栽秧、田间管理、病虫防
治和收割，每个环节都有很多注意细节，
影响到水稻的优质高产。其中，田间管
理和病虫防治尤为重要。

田间管理，主要是对水和肥料的管
理。行话说，浅水栽秧，深水活棵，浅水
分蘖，干湿交替，活熟到老。浅水是指水
面离稻秧的根部大约一二寸高，深水的
距离为 3 寸左右。施肥要施“三黑三

黄”，说白了，就是要按照水稻的生长规
律，及时施好肥。特别是在水稻生长的
后期要控制氮磷钾的配比，让米饭香软
好吃。

病虫防治，是指防病和治虫两部分，
必须分开来理解。水稻三大主要病害是
稻瘟病、白叶枯病、条纹叶枯病。这些病
就像癌症一样，只能防，没法治。2004
年，全省条纹叶枯病爆发，绝收 7.8 万
亩，损失稻谷 25 亿公斤。2010 年，由钮
中一参与的“抗条纹叶枯病高产优质粳
稻新品种选育及应用”项目，让水稻拥有
了抗病毒基因，保证不会发病了。危害
水稻的害虫主要有稻飞虱、纵卷叶螟、大
螟虫三种。发展到今天，低毒高效的农
药已完全可以消灭害虫。当然，农药在
施药过程中，都有一定的配比，经过一段
时间后会分解掉。此外，水稻的病害不
会永久不变，一旦外部条件达到某种病
害的生存条件，就会爆发，所以在水稻育
种时，科研人员就要有超前性，预估到今

后若干年可能发生的病虫害。
近几年培育出的新品种都能抗三大

病害。目前，最新审定的武运粳32号更
是优质、高产、早熟的新品种，可以在江
苏淮河以南、盐城以北地区栽种，它比现
在推广的武运粳 30 提前 10 多天成熟，
高产可达每亩 800 公斤以上，大米吃起
来口感更香软。

姜小莉/文 张海韵/摄

人物链接：钮中一，从事水稻育
种 30 多年的老专家，先后攻克了被
称为水稻“癌症”的条纹叶枯病等许
多病害难题，育成 13 个“武”字常规
稻优良新品种，累计推广应用超过
1 亿亩。他参与研究的“抗条纹叶
枯病高产优质粳稻新品种选育及应
用”项目，获 2010 年度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听水稻育种专家钮中一说水稻

田里飘来稻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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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的 通 讯 应 用 Snapchat 和
Kik 里，人们用仿佛毫无章法的棋盘
一样的条码建立联系，用智能手机拍
照分享信息。Facebook 打算在其
Messenger 应用内增加叫车及付款
功能。Facebook 和 Twitter 已经开
始提供视频直播。

所有这些新动向都有一个共同
点：相关技术最初是在中国流行起来
的。

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中国应用很
早就开始利用名为二维码的条码式符
号，让人们方便地支付购物款项或转

账。两者的用户都无需切换到其他应
用，就可以叫一辆出租车或者一份披萨。

硅谷是长期以来的世界科技之都：
它孕育了社交网络和 iPhone，并让这
些科技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
中国则一向遭到指责：它总是对硅谷亦
步亦趋，在政府审查推波助澜下，中国
版谷歌(Google)、YouTube 和 Twitter
纷纷崛起。

但中国的科技行业（尤其是移动业
务）在某些方面已经领先于美国。一些
西方科技公司，甚至包括某些大公司，正
从中国企业那里寻求创意。

“我们认为中国是走在前面的。”
Kik创始人泰德·利文斯顿说。

这种转变表明，中国在全球科技产
业的发展方向上可能享有更大的话语
权。在中国，用移动设备支付账单、定购
服务、观看视频、寻找数据的人，比全世
界任何地方都要多。去年，中国的移动
支付交易总额超越了美国。据一些人估
计，一种叫做“P2P 借贷”的新型非正规
网上银行的贷款总额也已经超过美国。

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最大的互
联网公司在规模上能与美国最大的互联
网公司相提并论。滴滴出行在和优步中
国展开旷日持久的竞争之后，最终将后
者收入麾下。这表明，至少是在国内，中
国玩家可以跟运作最成熟、规模最大的

美国初创公司一较高下。
行业领导者指出，中国在很多领域

都是最先试水者。线上约会应用 Tin-
der 出现前，中国人就在用一款名叫陌
陌的应用跟附近的单身人士调情了。亚
马逊(Amazon)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
(Jeff Bezos)开始谈论用无人机送货
前，中国媒体就报道说，当地的顺丰快递
公司正内测无人机配送服务。微信推出
应用内即时新闻比 Facebook 早很多，
它还在 WhatsApp 之前开发出了对讲
功能，在 Snapchat 之前开始大量使用
二维码。

此 外 ，在 美 国 的 千 禧 一 代 通 过
Venmo这款应用转账之前，中国的老老
少少已经在使用基于智能手机的
数字钱包投资、销账、支付账单、
从商店里买东西。

“坦白讲，中国抄袭美国这种
说法好多年前就过时了，在移动
领域事实恰恰相反：美国常常抄
袭中国，”科技调研公司 Strat-
echery 的创始人本·汤普森说。

“例如 Facebook Messenger，要弄清
它的发展路线，最好是以微信为鉴。”

许多分析师表示，中国最大的优势
在于，它基本上是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从零开始发展出许多行业。与银
行和零售商已经对消费者有很强掌控力
的美国不同，中国国有放贷机构效率低
下，零售商的扩张始终跟不上规模迅速
增大的中产阶级的需求。

许多中国人从未购买过个人电脑，
这意味着对中国 6 亿智能手机用户而
言，智能手机是他们的主要计算设备。

“美国是信用卡普及度最高的国家，
而且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有个人电脑。但
在中国，所有人都是时刻在使用手机。

在移动商务和移动支付方面，中国已经
领先于美国，因为它跳过了 PC 和信用
卡的阶段。”汤普森说。

中国企业对待互联网的方式也有所
不同。在美国，科技企业重视应用的简
洁性。而在中国，三个最大的互联网公
司——阿里巴巴、百度及微信的创造者
腾讯——则争相打造一个单一应用，然
后将尽量多的功能融入其中。

在阿里巴巴的淘宝购物应用中，人
们可以购买食品杂货，买网络游戏卡，搜
寻附近商铺的折扣。百度的地图应用可
以让用户约优步(Uber)平台上的车，预订
餐厅或酒店，订餐，买电影票，还可以找
到所在位置附近几乎所有类型的商铺。

腾 讯 向 其 他 企 业 开 放 了 微 信 端
口，允许它们在微信平台上开发自己
的应用。E 保养是一家让用户可以在
智能手机上直接下单预订汽车保养服
务的创业公司，在创立之初它几乎完
全依赖微信招揽生意。E 保养创始人
之一高峰表示，公司目前依然很依赖
微信，有 50%的支付和 20%的新客户
来自该应用。

“中国能发展出许多富有创意的商
业模式，它们出现在一个与美国不同的
经济环境里，”在中国和美国加州门洛帕
克两地生活的周一华说。“不管硅谷是否
承认，它已经对我们和我们的思维产生
了影响。”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现在，轮到硅谷“山寨”中国企业了

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人民币
对美元中间价和即期汇率双双下
跌，且波动幅度显著增大。涨跌幅
度超过200个基点的交易日总数
达到10天。其中，8月22日，人民
币中间价跌幅超过400个基点，创
6月27日以来最大跌幅。

8 月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公布的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
为 94.33，较 7 月末贬值 1.06％。
2016 年以来，CFETS 人民币汇
率累计贬值6.55％。

9 月 1 日在 G20 新闻中心举
行的发布会上，对汇率问题，中国
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人民银
行始终坚持市场化取向，不断完善
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总体而言
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
稳定。市场预期，这一表态将给9月

份人民币汇率走势以重要支撑。
8月初，人民币汇率延续7月

份以来的连续上涨态势。中旬之
后，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市
场情绪主宰结售汇操作，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震荡下跌。8 月 31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跌
破 6.69 整数关口。整个 8 月，人
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贬值 0.59％，
为连续第四个月下跌。

数据显示，8 月份，人民币对
美元离岸市场的汇率跟随在岸市

场，当月累计下跌531个基点，贬值
幅度为0.79％。值得注意的是，8月
23 日以来，离岸与在岸市场人民币
汇率价差显著扩大，显示人民币贬值
预期仍挥之不去。

业内人士预计，8 月份 PMI 重
返荣枯线上方、G20 峰会以及人民
币即将正式加入 SDR 等因素，都将
给9月份人民币汇率以重要支撑。

不过，资深外汇分析师韩会师提
醒，短期内即使人民币未能跌穿6.7，
也不能就此对人民币面临的贬值压

力掉以轻心。在严格的结售汇实需
管理规则和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下，结
售汇逆差格局的扭转难度依然不小。

在交易人士看来，美联储加息
进程将是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重要影
响因素。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
观经济分析师张一平预计，若美联
储官员加息言论仅仅是预期管理而
9 月份未能加息，那么下半年人民
币汇率相对稳定的概率就比较高；
若美联储 9 月份加息，则短期内人
民币汇率将承受压力。据新华社

连续第四个月下跌——

8月人民币汇率波幅明显加大

半年报收官，上市公司大股东
纷纷开始减持。据数据显示，9月
1日以来，已有53家公司公告股东
减持情况，累计套现约 63.46 亿
元。而7月至8月，已解禁市值累
计达 2735.7 亿元，中小板和创业
板所面临的减持压力尤其大。

股东减持“泄洪”
以应流股份为例，2015 年 5

月 14 日至 2016 年 8 月 30 日，股
东光大控股机械投资有限公司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
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2168.77 万股，占
公司现有总股本的比例为5%。

其中，控股股东减持尤其受
到市场瞩目。仅 9 月 3 日，便有
川大智胜、春兴精工、天宝股份、
皇氏集团等 8 家公司发布股东减
持公告，而 7 家属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减持。

再以天宝股份为例，今年 3
月 1 日，公司就公布了控股股东
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实
际控制人黄作庆计划未来六个月
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大宗交

易及协议转让方式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数量不超过6500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1.87%。9
月 1 日时限刚过，公司便公告称，
控股股东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黄作庆 9 月 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
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15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2.74%。

窗口期违规减持
减持潮之下，更是有不少上

市公司大股东因“饥不择食”而违
规减持，从而遭到了交易所问询。

顾地科技 7 月 22 日晚间公
告称，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广东顾地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7
月 21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 1725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4.99% )，减持均价为 20.12
元/股。公司指出，广东顾地本次
减持涉嫌违规减持。

窗口期违规减持成为最常见

的踩“雷”方式。据记者初步统计，
十多家公司因违规减持收到交易
所下发的监管函，触雷方式包括窗
口期违规减持、持股5%以上股东
变动股份未履行信披义务等。同

时，部分公司涉嫌借高送转掩护股东
减持的情况也受到监管部门的关注。

中小创减持压力最大
统计显示，7 月至 8 月，解禁市

值累计 2735.7 亿元。其中，解禁
股份数量最多的是上海石化，高
达 43.8 亿股，其次则是山东钢铁、
山鹰纸业。如今，半年报披露收官
后，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的欲望又
蠢蠢欲动。海通证券某分析师指
出，由于 A 股市场分红率普遍较
低，投资者更多是通过资本利得实
现获益，解禁股持有者也遵循“低
买高卖”的原则。

其中，从板块看，今年中小板和
创业板的解禁市值分别为 4960.6
亿和 4374.6 亿元，解禁市值/流通
市值之比分别为 8.4%和 15.6%，其
所面临的减持压力远高于主板；从
行业看，食品饮料、计算机、家电、传
媒、通信、轻工制造和电子元器件等
行业的解禁市值/流通市值偏大，减
持受限的国企解禁市值占比偏小，
这些行业解禁后面临的减持压力更
大。海通证券的上述分析师指出，
预计下半年产业资本整体净减持规
模约为773亿元。

摘自《中国证券报》

中小创减持压力最大

半年报收官大股东纷纷减持

本周首个交易日 A 股温和反弹，沪深股指双双小幅收
升。不过两市成交未能放大，总量回落至4100亿元左右。

上周末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疲弱，令美联储短期
内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在这一背景下，A 股温和反弹。
不过，由于缺乏更多利好因素支持，股指反弹力度有限，成
交也继续萎缩。 据新华社

沪深股指小幅收升

上证综指 3072.09 +4.74 +0.15％
深证成指 10695.45 +55.03 +0.52％

面对今年上半年房价过快上涨、供需矛盾突出的形势，合肥
市从7月起出台楼市调控新政策，记者从合肥市统计部门了解
到，新政策实施以来，该市房地产市场呈现投资销售双回落。

今年 7 月 1 日《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我市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开始施行后，当月合肥全市房
地产开发投资 131.9 亿元，投资额较 6 月有所回落，同比增长
9.2％、环比下降 9％；当月销售面积 189.54 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31.3％、环比下降21.1％。

在销售方面，1－7 月总体来看，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和销
售面积总体平衡，不同物业类型供需情况差别较大。但在新
政策实施后，7 月当月住宅、商业营业用房、办公楼和其他房
屋新开工面积比例为 70.3：8.7：1.6：19.4，需求较为旺盛的住
宅新开工面积明显增加，商业营业用房、办公楼等供应相对过
剩的物业供应比例下降，供需结构性矛盾呈改善态势。

据统计，截至7月末，合肥市共有商品房待售面积216.52
万平方米，环比减少 6.85 万平方米。统计部门分析指出，总
体来看新政策实施后楼市供需结构性矛盾有所改善，库存量
进一步下降，调控效果初显。 据新华社

合肥楼市调控一个月

投资销售现双回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