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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玉米被偷 校方否认损失千万
湖南农业大学称这一说法无计算依据 此外决定调整毕业论文方案 确保不影响学生毕业
近日， 高校科研玉米被村民盗
摘一事引发关注。 7 日有学生发布
消息称， 这次被盗摘的玉米价值超
过千万， 不排除有独株的情况，那
样损失将更无法估量。 此外， 还可
能会影响自己的毕业设计甚至拿不
到毕业证。
对此， 湖南农业大学 10 日发布

盗摘玉米

涉事4人系基地附近60岁-80岁妇女

据当事学生发布的信息显示，被
盗摘的玉米均为实验观测使用，学生
们需要定期观测实验数据，同时还要
作为毕业设计的论文数据使用。 此
外，这些是学生参加实验技能大赛的
玉米。 为了保证实验技能大赛的成
功，被偷的玉米材料包含一份由农学
院提供的， 已经通过湖南省品种审
定，但是尚未申请保护权的某新品种
（原原种）。
对此，9 日晚，湖南浏阳政府发布
情况通报称，7 日 16 时许， 浏阳市沿
溪派出所接到湖南农业大学浏阳教

校方回应

通报称，将调整当事同学毕业论文方
案。 而针对损失价值，湖南农业大学
宣传部刘部长接受《法制晚报》记者
采访时称，被盗摘的玉米都是属于用
于观测的实验作物，这个价值确实无
法估量，但是也不会像学生们在网络
上发布的那样损失超过千万，这个说
法没有计算依据。

学科研综合基地老师报案，称有村民
正在该基地偷摘玉米，当地派出所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据初步调查，
被村民损毁的试验田约占全部玉米
试验田的 30%，涉事 4 人系基地附近
60 岁 -80 岁的妇女，已被依法询问。
事发后，沿溪镇党委、政府迅速
组织当地村、组召开村民小组会议，组
织归还被盗物品。 目前已归还玉米棒
近百个， 未发现被盗玉米流入市场。
因此次事件造成的损失深表歉意。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追访

调整当事同学毕业论文试验方案

10 日， 湖南农业大学通过官微
发布情况通报指出，湖南农业大学浏
阳教学科研综合基地位于浏阳市沿
溪镇，承担了一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
项目， 每年有 6 个专业 300 余名学
生在基地进行综合实习。
2018 年 7 月 7 日 16 时许， 浏阳
教学科研综合基地发生村民偷摘玉米
事件，基地带队老师、学生及时阻止并
报警，现场勘查发现 1725 份玉米科研
材料被损毁，导致 2015 级农学专业一
班作物学科研技能竞赛无法继续，该

7 日， 村民
偷摘湖南农业
大学浏阳教学
科研综合基地
玉米

班秦同学因试验材料损毁而无法完成
毕业论文， 农学罗教授此次科研试验
得不到结果， 引起在基地实习的学生
情绪激动， 有学生将相关图片资料发
布到微博和个人空间，引发媒体关注。
7 月 9 日下午，农学院领导及相
关人员及时赶到浏阳，与当地政府沟
通、协商解决方案，包括调整秦同学
毕业论文试验方案，组织治安巡防队
伍与基地师生一起加大巡逻力度，确
保基地教学科研工作正常安全有序
进行等。

类似情况已发生多次 确保不影响学生毕业

10 日中午，湖南农业大学宣传部
刘姓部长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这次事件并非浏阳基地第一次
被附近村民盗摘，类似情况已经发生
过多次。
据刘部长介绍，根据学校的教学
计划，湖南农业大学有 221 名临近毕
业的学生，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在浏阳
基地开始进行科研种植，并且每天对
种植的作物进行数据测量，一直到这
些作物开花结果，可以说这些作物蕴
含着老师和同学们的心血。
“事件发生后，我们学校第一时间
派人赶到了浏阳，与当地政府沟通，希

望当地政府可以加强对实验基地的保
护， 同时加强对附近村民的法制教
育。 ”刘部长说，毕竟那些盗摘者也是
岁数较大，也不想让她们因此受处罚。
在谈及损失的价值时， 刘部长表
示， 被盗摘的玉米都是属于用于观测
的实验作物，这个价值确实无法估量，
但是也不会像学生们在网络上发布的
那样损失超过千万， 毕竟这个说法是
没有计算依据的。
刘部长表示，已经由学校老师做好
涉事学生的思想工作，学校决定变更思
路，确保这次盗摘事件不影响学生毕业
文/记者 辰光
以及拿到毕业证。

验。 三位研究员也均是海内外名校生
物医学硕士或博士， 其中一位是去年
工银瑞信专门从美国生物专业排名前
三的大学引进的一位博士后， 从事生
物创新药研究。除了人员数量、专业性
的超级配置， 工银瑞信还通过投研一
体化凝聚团队整体“战斗力”，基金经
理和研究员之间通过资源共享、 充分
沟通，最大化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从而

实现 2+3 大于 5 的合力。
工银瑞信正在发行一只医药主题
新基金——
—工银医药健康股票基金，正
是由赵蓓与谭冬寒合管， 两位基金经理
擅长把握医药行业行情， 过往产品收益
领先同类基金。招商证券建议，看好医药
健康领域长期投资机会并具有一定的风
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可积极认购， 构建
适合自身风险收益偏好的投资组合。

工银瑞信医药健康正在热销中
兴业证券认为，2018 年已成为医药
板块自 2014 年以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
“
大年”，短期中报行情可期，长期行业
前景十分广阔。 西南证券指出，7-9 月份
是年内医药结构性牛市的关键时间点，
相对于上半年很可能分化更为明显。
在此背景下，对于个人投资者而
言，医药股的投资甄别难度将进一步
增加，而借助基金公司专业的医药投

研团队，通过医药主题基金进行布局，
将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据了解，工银瑞信投研团队成员
5 名，均为科班出身具备医学、药学临
床背景，研究覆盖药学、生化、临床、科
技创新等细分领域。 团队负责人赵蓓
拥有药学和金融学复合背景，有着 10
年的证券从业经验。 谭冬寒拥有临床
医学博士学位，有着 7 年证券从业经

百度 Apollo 携手现代汽车 加速汽车产业“智能进化”
互联网和汽车是驱动全球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两大重要支柱产
业， 两者的合作融合已成为产业创新
趋势。 7 月 6 日，百度与现代汽车签署
谅解备忘录，正式达成车联网方面的
全方位合作，未来双方将合作打造搭
载小度车载 OS 的量产车型， 携手推
进人工智能技术在车联网领域的应
用，通过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加速行

业
“AI+ 汽车”的进程。
百度车联网事业部总经理苏坦
表示，Apollo 拥有行业智能驾驶技术
及解决方案，能够为合作伙伴提供全
方位的生态系统支持，Apollo 车联网
愿与现代汽车一起加速人工智能在汽
车场景的量产落地，同时为消费者提
供更舒适、便捷、安全的智能化驾乘体
验。

申请马来西亚签证将实行“安全评估”
马来西亚 7 月 9 日宣布，将对中
国公民的签证申请执行全新程序，中
国公民赴马安全评估中心正式成立，
中国境内的“安全评估中心”网站于
10 日上线试运营。 据悉，为提升外国

公民赴马的安全水平，马来西亚政府
决定启动对外国公民赴马安全评估程
序。 基于项目的启动，马来西亚将提
升入境安全等级与签证审核效率，并
由此执行新的签证申请程序。

《我的青春路过你的锦年》新书发布
90 后青年作家、 新锐导演编剧
杜成的长篇小说 《我的青春路过你的

锦年》， 近日在京举行了新书发布和
签售会。

现代汽车信息娱乐系统开发室
长秋教雄（音译）理事表示：“
ICT 技术
与汽车产业的结合， 促使我们更加迫
切地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价值。 通过此
次合作， 我们将为中国消费者带来超
越期待的创新车联网开发技术。 ”
Apollo 车联网是百度人工智能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百度 AI 赋
能车场景的核心出口。 百度 Apollo

车联网和现代汽车已开展了多年的合
作，2015 年 9 月， 第一款搭载 CarLife 的汽车量产上市， 现在 CarLife
已经做为一个重要功能搭载在现代旗
下大部分中高端车型中。 2016 年 9
月， 作为第一家搭载 Apollo 小度车
载系统的 OEM 厂商， 现代发布了两
款搭载百度车联网语音语义功能的车
型。

纪念改革开放电影《梦想之城》开机
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的电影
《梦想之城》在佛山开机拍摄，演员有金
巧巧、保剑锋、温兆伦、宋晓英领衔主

演，李木子、杜娟、栗子儿、章劼、杨镇
宁、许文广、王思懿等。 导演刘抒鹃曾获
得过金鸡奖及飞天奖等多个奖项。

京味情景曲艺《北平茶缘》首演
京味情景曲艺《北平茶缘》近日
在中国评剧院小剧场首演， 相声名家
李伟建在表演中会不时跑下台为茶客
观众服务，使观众进入剧中，恍然回到

老北平。
该剧《北平茶缘》用京腔京韵讲述
北京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