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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直飞纽约今日首航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海南航空获
悉，去年国际航线大会签下的成都直
飞纽约，将于今日实现首航。据了解，
这不仅是成都第一条直飞美国东海岸
的航线，也是继美联航成都直飞旧金
山、海航成都直飞洛杉矶之后，成都第
三条真正意义上的直飞美国大陆的航
线。同时，该条航线也将以14小时50
分的飞行时长，成为从成都出发航程
最长、飞行时间最长的一条直飞航线。

该直飞航线每周往返各两班，其
航班时刻分夏秋航季和冬春航季。其
中，从10月29日起，该航线执行冬春
航季时刻。去程改为每周二、六从成都
起飞，当地时间每周三、七从纽约起
飞，具体时刻不变。从11月5日至明年
3月10日，具体时刻变更为：去程，每
周二、六 22 时从成都起飞，当地时间
23 时 50 分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返
程，当地时间每周三、七1时50分从肯
尼迪机场起飞，次日凌晨5时55分回
到成都。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7291期排列3直
选中奖号码：694。排列5

中奖号码：69475。●中国体育彩
票超级大乐透第17125期开奖结果：
前区07 11 18 26 28，后区04 05。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3D”第
2017291期开奖结果：

765。●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七乐彩”第2017125期开奖
结果：基本号码：12、30、02、05、
18、03、04，特别号码：23。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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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多云 15℃-22℃
北风1-2级

明日 多云间晴
14℃-22℃ 北风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昨日上午，指着窗外刚刚收
割完的老试验田，国家杂交水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都分中心副
主任彭甦说：“要搬了，新址上周
刚刚定下来，在郫都区德源镇，紧
邻菁蓉镇！”

彭甦称，新试验田占地约
100 亩，分中心的建筑配套约占
地30亩。整个国家杂交水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成都分中心的新
址，是之前的两倍大。

预计明年 5 月，位于德源镇
的新试验田就将种下第一季水
稻。预计 2019 年，国家杂交水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都分中心将
在新址正式落成并揭牌。

“未来几年内，这一带还将打
造国际杂交水稻种业硅谷，包括建
青少年农业科普教育基地等”。而
目前，成都分中心正着手准备的，
是加紧形成对新址的初步规划，因
为下个月，他们就要带着方案去湖
南，找袁隆平院士去汇报了！

袁隆平的“宝贝田”要搬新家了
新试验田约百亩 选址郫都区德源镇 预计明年开始播种水稻

在成都分中心初步计划打造的
“国际杂交水稻种业硅谷”中，还有一
个重要的打造内容，是建设“袁隆平
青少年农业科普教育基地”。彭甦说，
这也是袁隆平院士一直以来的心愿。

“好多人提到农业就觉得是
面朝黄土背朝天，但其实现代农
业早已不是如此”，在彭甦看来，
建一个青少年农业科普基地，能

够为青少年展示传统农业和现代
农业，能让孩子们认识农业、对农
业激发兴趣，并让更多人投身到
农业当中来。袁隆平曾在许多场合
公开表达过自己的这一心愿。因为
城市出生的他，就曾因儿时去农
场，发现了农业的神奇，对农业产
生了兴趣。彭甦说，“袁院士一定
会很欣慰”。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彭甦告诉记者，搬迁后，不单单
是试验田大了，环境更好了，更重要
的是，以成都分中心为依托，立足菁
蓉镇的双创环境和定位，“我们将计
划通过三到五年时间，打造‘国际杂
交水稻种业硅谷’项目”。

目前，成都分中心正在拟项目
的初步计划和方案。根据初步方
案，这一项目中包括组建杂交水稻
国际交流（培训）中心，目的是对接
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办承办国际性
水稻论坛，把杂交水稻技术和品种

输出到东南亚及非洲国家，服务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此外，还包括

“联合数十家种业企业打造国内规
模最大的种业集团，成为四川省首
家种业主板上市公司”，及建设“农
业双创基地”等等。

“下个月，我们将带着初步方
案去湖南向袁隆平院士进行当面
汇报”，彭甦说，至于更具体的规划
和项目建设打造的方案，“等袁院
士确认或提议后，将进一步进行详
细计划”。

对于成都分中心而言，搬迁选
址定在哪里，彭甦和团队成员们，
也着实考察了不少地方。

上周，德源镇的这片选址敲定
了。“‘宝贝田’找到了好位置”，彭
甦很高兴，很满意。

在他看来，新址不仅自然条件
优越，更是农业产业聚集区、创新
资源聚集区。新址几乎就在菁蓉镇
区域，科研创新氛围浓厚，并且交
通、服务配套也都很棒。“这里距离

四川农业大学水稻所、成都农林科
学院也都很近，周边还有万亩农业
用地”，彭甦称，这些有利条件，将
为成都分中心将来的发展，为当地
水稻产业升级、农民种稻致富，带
来极大便利和机遇。

初步预计，明年开始在新试验
田播种水稻，2019年，新的成都分
中心将正式建成投入使用。彭甦
称，到时候，肯定要邀请袁隆平院
士前来揭牌。

昨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位
于绕城高速和沙西路口交汇处的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都分中
心。试验田中的水稻几天前已收割。

这是 2005 年，由中国工程院院
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亲自建起的
试验田。

整个分中心占地 50 多亩，其中
试验田占地17亩。经过10多年的时
间，这块试验田才培育出如今高标准
的土壤条件，很多优质杂交水稻品种
诞生在这里。

但如今，成都分中心即将迎来崭
新的一页，迈向更广阔的未来。

“新址紧邻菁蓉镇，在郫都区的
德源镇”，成都分中心整体搬迁扩建
后，新址将较之前大一倍还多。而目
前的原址，已被规划为天府绿道体

系中的锦江绿道所途经的区域。
在郫都区德源镇红旗大道南段

附近，记者看到了即将成为国家杂交
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都分中心，
并将打造新试验田的这片土地。

目前，这片土地还是大蒜种植基
地，广阔的金黄土地透着微微伸出的
青苗。

成都分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眼前的良田，将成为新试验田，而
远处的树木所在的区域，或将修建分
中心建筑。建筑风格计划保留川西民
居风格，建低矮建筑。

“这片土地的基础比较好，但还是
需要进行至少一年的培育”。彭甦称，
大蒜和水稻刚好可以交替种植，等大
蒜明年春天收了，成都分中心选育的
水稻品种就将在这里开始播种、培育。

未来新址比现在大一倍多

这里是德源镇，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都分中心及水稻试验
田将搬迁扩建的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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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典范的沿革历程

研发之初，劳力士便与
专业潜水员开展合作，让蚝
式恒动潜航者型的技术特点
更臻完善。这款腕表诞生于
1953年，次年紧接着推出新
型号，抗压性能加倍，可潜至
水深200米（660英尺），同时
加大双扣锁上链表冠的尺
寸，使其更易于操作。1959
年，潜航者型沿用至今的一
些外观设计特点开始成形：
表壳的直径由 38 毫米增至
40毫米，并在表冠两侧添加
护肩。外圈上添加了刻度，首
15分钟更标注了分钟刻度，
同时增添辊纹使其更易于旋
转。1969 年，潜航者日历型
款式面世。1977 年，配备三
重防水系统的三扣锁上链表
冠推出。两年之后，潜航者型
的防水已经深达 300 米（1，
000 英尺）。与此同时，此型
号还配备了蓝水晶镜面。自
1985年以来，劳力士仅选用
高性能 904L 钢制作表壳。
到 2012 年，潜航者型的所
有款式均采用了最新设计，
并配备新款Cerachrom陶质
外圈，搭配防刮损陶质字圈，
并 配 置 散 发 持 久 蓝 光 的
Chromalight夜光显示。

劳力士潜航者型是一款
作为专业潜水工具而诞生的
腕表，然而至今它轻松自如
地从海洋登上陆地，成为一
款名副其实的通用时计，堪
为全能腕表的典范。参观潜
航者型展览正是探索这款腕
表历史的绝佳机会。

探索潜航者型腕表的世界
劳力士潜航者型特展

周生生与劳力周生生与劳力
士邀请您参加一场士邀请您参加一场
别开生面的展览别开生面的展览，，探探
索蚝式恒动潜航者索蚝式恒动潜航者
型型（（Oyster PerpetOyster Perpet--
ual Submarinerual Submariner））腕腕
表的世界表的世界。。这款腕表这款腕表
是 首 款 防 水 深 达是 首 款 防 水 深 达
100100米米（（330330英尺英尺））的的
潜水腕表潜水腕表，，更是同类更是同类
型 腕 表 的 典 范型 腕 表 的 典 范 。。
19531953 年年，，潜航者型潜航者型
于水肺潜水兴起之于水肺潜水兴起之
初面世初面世。。此次潜航者此次潜航者
型展览回顾了自其型展览回顾了自其
诞生之日起的辉煌诞生之日起的辉煌
历史历史，，更是首次于成更是首次于成
都举行的大型公开都举行的大型公开
展览展览，，将于将于1010月月2020
日至日至 1010 月月 2929 日在日在
成都国际金融中心成都国际金融中心
商场三层中庭独家商场三层中庭独家
呈献呈献。。

此次展览设计此次展览设计
灵感源自于劳力士灵感源自于劳力士
的蚝式表链的蚝式表链，，展场设展场设
一系列互动展示一系列互动展示，，将将
带领参观者追溯潜带领参观者追溯潜
水潜航者型多年来水潜航者型多年来
的发展历程的发展历程，，并展示并展示
潜航者型的众多创潜航者型的众多创
新设计发明新设计发明，，正是它正是它
们成就了一只完美们成就了一只完美
防水防水、、抗震且载有水抗震且载有水
下探下探险必备功能的腕险必备功能的腕
表表。。参观者亦将从中参观者亦将从中
了解潜航了解潜航者型是如者型是如
何逐步成为一款海何逐步成为一款海
陆两栖的经典名表陆两栖的经典名表。。

潜水表的典范

劳力士研发潜航者型的初衷是制造
一件坚固而可靠的潜水工具，其技术特
点及功能旨在因应专业潜水员的实际需
求而设计。而劳力士研发潜航者型时所
运用的创新设计发明，更为之后制定国
际标准做出了贡献。今天，潜航者型依然
是潜水表界的领先款式。

劳力士潜航者型的经典设计令人
过目难忘，其非凡魅力更绝不局限于海
洋世界。源自腕表初衷功能的经典设计
使它成为制表风格的标杆。

旋转外圈：潜入深海之关键

为确保人身安全，潜水员必须监测
自己在水下停留的时间。只需逆时针旋
转潜航者型的刻度外圈，逐格利落地转
动，即可精准而可靠地记录潜水时间。

如潜艇般滴水不侵

作为腕表内部与外界之间唯一的接点，
上链表冠在确保防水性能方面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今天，潜航者型配备了三扣锁上
链表冠。这款技术先进的表冠内置三个密封
区，由十多个不同部件组成。表冠牢固旋紧
于蚝式表壳，确保潜航者型滴水不进。

劳力士创新技术

劳力士潜航者型采用了众多创新技术，
以便操作更加便捷。例如，穿着潜水服佩戴
腕表时，通过Rolex Glidelock 延展装置，即
可方便快捷地调校表带长度。表盘上运用简
约清晰的形状，例如三角、圆形及长方形标
记，以及宽大的时针与分针设计，旨在清晰
可辨，防止误读。此外，Chromalight 夜光显
示散发持久蓝光，即使在黑暗环境下，时间
显示一样清晰易读，一目了然。

成都商报记者 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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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成都绕城高速和沙西
路口交汇处的国家杂交水稻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成都分中心，
上周将试验田中的最后一季水
稻收割。

明年再种，就不是在这里了。
虽然不太舍得，但终究是

个大喜讯：成都分中心要搬走
了，将选址扩建一片更大的试
验田。

记者25日从万向集团获悉，万
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当日逝
世于杭州，享年72岁。鲁冠球是改
革开放以来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
代表人物之一。

1969年7月，鲁冠球带领6位
农民，集资4000元，创办了宁围公
社农机厂。如今这个农机厂已发
展成为营业收入超千亿元，直接

或间接控股十家上市公司，涉及
制造、能源、金融、农业、资源等领
域的大型跨国集团。鲁冠球和万
向创造了中国企业的多个第一。
1984 年，万向作为第一个将中国
汽车零部件打入美国市场的企
业，在国内外引起轰动。1994 年，

“万向钱潮”在深圳上市，成为国
内成功上市的第一家乡镇企业。

2001 年，万向收购美国纳斯达克
上市公司 UAI，开创了中国乡镇
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
他还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并曾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企业家等
荣誉称号。

据新华社

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
民营企业家代表人物

鲁冠球逝世

预计2019年正式入驻

打造国际杂交水稻种业硅谷

建立青少年农业科普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