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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电(记者郭翔)白露到，农事忙，
东北即将迎来秋收。记者近日在粮食总产占吉
林省四分之一的松原市采访，农民谈最多的不
是玉米丰收、粮价多少、谁来买粮等“老三样”，
而是如何用绿色理念“改造”种、养，提高效益的
好故事。

吃中草药的羊

东北初秋，天气转凉，松原市乾安县乾羊牧
业公司的 107只黑头种羊膘肥体壮。“还有 1 . 2
万只各种羊，个个生龙活虎。”羊倌于长辉说，
“我的秘方就是给羊吃中草药。”

进入乾羊牧业公司，车先通过石灰凹槽，人
也要经过消毒间。“防疫一直是养殖业的难题，
一只羊从出生到出栏，像人一样少不了生病，以
往要使用抗生素药物。”于长辉说，“尽管是专业
团队管理，但每年还是有 20% 的羊生病，2% 死
亡。”

于长辉说，“老羊倌”们认为这是标准化养
殖的正常现象，但种羊死掉一只就要损失 2800
元，一年下来要损失十几万元。即便当过医生，
于长辉也被如何预防羊发生疾病、减少抗生素
使用所困扰。

2016 年初，于长辉找到吉林省农科院专

家，试验给羊喂中草药，“药方”包括板蓝根、
柴胡等四种中草药，每周给羊喂一次。“羊特
别爱吃中草药饲料，而且真的不生病了，生病
率已下降到不足 2%。”于长辉虽然增加了一
些成本，但整体效益提高，“花中草药饲料钱，
却省下来病死羊的损失”。于长辉今年打出无
抗生素羊肉的卖点，和市场上售价每斤 30 多
元的普通羊肉相比，“我带骨头的羊肉都能卖
到每斤 48 元”。于长辉正在动员周边农民一
起饲养“无抗羊”，雄心勃勃地打造绿色羊肉
品牌。

“不务正业”的种粮大户

种植 4000 多亩地的松原市宁江区德智
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德文，一见面
就让记者尝尝他包的猪肉酸菜馅饺子。“香
吧！”李德文说，“麦子、白菜、猪都是自己种养
的。”

“原来是为了多打粮、多养猪，现在调结
构增效益。”李德文养了 120 头山黑猪、种植
340 亩小麦，“猪的粪便施肥白菜，小麦全部
有机肥无农药”。生产绿色猪肉酸菜饺子在李
德文心中早有规划，就是没想到效益这么好：
“今年春节做了 8000斤饺子，供不应求，利润

50% 以上。”
李德文“不务正业”卖饺子的同时，也没

忘了怎么用绿色理念改造大苞米。今年，他种
植的 2400 亩玉米田就少购进了 700 多袋化
肥。“每亩化肥用量从 1 . 7 袋减少到 1 . 4 袋，
节约投入 40 元。”李德文搞了 5 年秸秆还田，
“去年试验全面减少化肥投入，发现产量并不
减，但质量效益提高，今年 30 亩试验田每亩
只投入 1 袋化肥。”

松原去年投入 1 亿元培育 16 个像李德
文这样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绿色有机
农产品示范基地，种植面积 12 万亩，带动
190 万亩。“去年全市增加绿色有机无公害农
产品认证 69 个。”松原市农委主任孙成德说，
今年培育示范基地 58 个，种植面积 30 万亩，
辐射带动 300 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六分之
一。

装稻谷的编织袋也有“认证”

“种稻米的标准是钻牛角尖！”在松原市
善德公司打工的农民杨晓东负责管理 130 亩
水稻田，像他这样的“管田人”还有 30 多名。
从育苗、插秧、除草、收割全过程都不能使用
化肥、农药。尤其夏天除草时，需要大量人工

下地手工拔草。“用点除草剂又检不出来。”杨
晓东曾经为此困惑。善德公司会每月预扣管
理员 40% 的工资，秋天大米检验合格后，才
能补发。

善德公司选择在松原市前郭县从未耕种
过的 5300 亩盐碱地种植有机水稻，而其对稻
米种植、加工、运输等流程把关之严格令人
“震惊”。专用有机肥，价格是普通的 3 倍；为
防止运输中“二次污染”，建立起独立的仓储、
运输体系；甚至最不起眼的装稻谷的编织袋
也是门“学问”……

“专用稻谷编织袋是千里迢迢从杭州运
来的。”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韦大伟告诉记
者，装稻谷的编织袋是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环
节，但普通编织袋可能会释放有害物质影响
稻谷品质、甚至造成污染，因此宁可花高价也
要用有认证的“有机”编织袋。

白花花的盐碱地变成绿油油、金灿灿的
稻田，灰鹤、白鹭等鸟类也会时常到这里“歇
歇脚”。看着环境一天天改善，杨晓东也明白
了“为啥不用除草剂”。

松原市委书记李相国说，通过未来 8 年
打造“绿色农业城市”，绿色农业种植面积将
占耕地总面积 60%，促进“大生态”建设，松原
将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 95% 以上。

吉林松原：书写绿色农业“好故事”

新华社上海 9 月
9 日电(记者李荣)上海
市嘉定区正在建设科
创中心主要承载区。
当前正在探索打通科
技创新的“最先一公
里”“关键一公里”
和“最后一公里”，
在激发科创活力、形
成科创主体和推动成
果转化上，形成创新
生态链。

打通“最先一公
里”，对应的是激发科
创活力。上海嘉定区科
委副主任周健说，在布
局符合产业导向、社会
专业运营的众创空间
时，不仅聚焦优势领域
和重点产业，而且重点
呼应创客需求，引导区
域内的众创空间差异竞

争、凸显特色。今年内，在嘉定承载区备案
的众创空间总数将达 40家以上，提供创新
创业面积 30 万平方米以上。

同时，嘉定区将启用嘉定创新创业大
厦，整合归并全区科技政策及科技企业服务
资源，集聚更多市场化、社会化平台，为科
技企业提供人才保障、政策咨询、公共平台
对接、科研成果转移、创业辅导、投融资等
一门式全方位服务，并以发放“创新券”的
方式，帮助创业者与社会中介服务资源进行
对接。

打通“关键一公里”，对应的是培育科
创主体。在建立统一的项目准入程序和标准
基础上，实现“准入一把尺、规划一张图、
资源一个库和开发一盘棋”的统筹发展新格
局。利用“嘉定创投”等政府引导基金的杠
杆效应，撬动各类社会资本，重点投资智能
制造等新兴产业，鼓励和支持信用良好、实
力雄厚的企业有序健康发起设立小额贷款、
融资性担保、商业保理等新兴金融企业。

打通“最后一公里”，对应的是推动产
学研成果转化。发挥落户嘉定的中科院上海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与产业基地的作用，探索
建立以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目标的
产学研用创新服务平台，初步建立科技成果
在嘉定展示、交易、转让和转化的市场化、
常态化机制，深化“院地”之间的合作协同
和创新。

上
海
嘉
定
打
通
科
创
﹃
三
个
一
公
里
﹄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荣启涵、邹希)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端学术论
坛 10 日在中华文化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举行，14 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传统文化
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围绕“文化自信”“传统文
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议题发言。

据介绍，本次论坛旨在深入探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由来及成果，积极探索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未来发展的新路径，从中华优秀
文化中汲取营养，从国家民族立场探讨马克
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度结合，从文明
互鉴角度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多元
文明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指出，中国共
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
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包

含了为中华民族社会理想而奋斗的最高追
求。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民族追
求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有着不可分
割的关系。

此次论坛是为纪念中华文化学院成立
20周年举办的系列论坛之一，来自在京各教
研机构及中央社院学员代表共 400 多人参加
论坛。

知名学者聚焦“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华社希腊塞萨洛尼基 9
月 10 日电(记者陈占杰、田栋
栋)增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国际媒体合作成为 10 日在此
间召开的“一带一路”通讯社社
长论坛的主题。来自中国、希
腊、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波
兰、塞尔维亚等 25 个通讯社的
高层代表达成共识：“一带一
路”倡议为开展合作提供了难
得的机遇，各国应加强交流，提
升彼此在经济、科技、新闻等领
域的合作水平。

希腊国家通讯社雅典通讯
社社长米哈利斯·普西洛斯说，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次全球范
围内的经济变革，它并不局限
于商业领域，还是一场跨越千
年的文化对话。这项倡议为希
腊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提供了
空间和潜力。

新华社副社长张宿堂在发
言中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在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反响强
烈。新华社愿意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新闻媒体进一步深化
人员交流，在搭建丝路信息共
享平台、拓展媒体合作空间等
方面携手合作，为建设更加美
好的世界作出更加积极的贡
献。

塞尔维亚新南斯拉夫通讯
社执行官内纳德·巴比克说，
“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密切了
中塞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
多个层面的联系。来自中国的
投资不仅为推进塞尔维亚的发
展、改善人民的生活提供了巨
大动力，还为南欧地区内部的
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西班牙埃菲社经济与财经
部主管米格尔·桑切斯认为，我
们非常乐意看到中国投资在西
班牙的增长，中国企业正为西班
牙民众提供越来越多的高品质
商品，为西班牙的商业带来了新
的发展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西两国媒体的合作
进一步密切，为提升两国间的人文交流打下良好基础。

本次论坛由雅通社主办，论坛还通过了旨在进一步深
化“一带一路”框架下通讯社之间全方位合作的《塞萨洛尼
基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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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鄂州推 36 项举措修复保护梁子湖生态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喻珮)湖北鄂州近

日通过《梁子湖湖泊治理实施纲要》，提出全
部拆除养殖设施、湖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 36 项具体要求，
保护优先，永续利用，切实保护长江流域水
生生物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环境。

梁子湖是湖北省蓄水量最多、面积最
大的淡水湖，也是亚洲湿地保护名录上保
存最好的湿地保护区之一。梁子湖所属地
级市湖北省鄂州市日前通过《梁子湖湖泊

治理实施纲要 ( 2 017-2021 ) (讨论稿 )》，
提出梁子湖流域湖泊保护和治理的 36 项
具体措施，所有保护治理的实践要能普
及、可复制、可推广。着力推进湖泊生态
修复，让梁子湖水质常年保持三类，二类
水质比例达到 50% 以上。

纲要明确全面推进湖泊生态保护。梁子
湖区 500 平方公里全面退出一般工业；有序
实施灌江纳苗，修复长江鱼类的洄游通道、水
鸟栖息地及涵养湿地；于 2017 年底全部拆除

养殖设施；两年内对梁子湖鱼类种质资源保
护区湖泊实行全湖禁止渔业捕捞。

湖泊治理制度体系和绿色考评体系也
将纳入梁子湖保护范畴。梁子湖将实行生
态环境保护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推动自然资源资产可
交易、可抵押，全面推进自然资源资产资
本化等。同时，实行损害自然资源违法行
为举报奖励制度，设立专门举报奖励基
金。

2017 世界物联网
博览会在无锡开幕

▲ 9 月 10 日，观众在物联网应用和产品展览会上参观人体下肢康复机器人。当日，
由工信部、科技部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7 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在江苏无锡开
幕。本届物博会主题为“物联世界，共创未来”，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多家知
名企业参加展会。 新华社记者韩瑜庆摄

兰渝铁路一座四级小站的成长与抱负
新华社重庆 9 月 10 日电(记者韩振、张

翅)一年半前，嘉陵江重要支流涪江畔的一个
铁路小站迎来重要时刻：随着一列从四川广元
开往重庆的火车飞速驶过，这个小站成为兰渝
铁路入渝的第一站，也成为渝新欧国际物流大
通道入渝的第一站。如今，随着兰渝铁路即将
全线通车，这个曾经的四级小站，正朝着更大
目标前进。

渭沱，原本是一个距离重庆合川城区 30
公里的小镇，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通往
城区，驱车需要半个小时。然而，记者一路
走访发现，这个曾经“偏远”的小镇，却因
为自身的位置而愈发受到重视，围绕着渭
沱，铁路、水路、公路，正在形成一张相互

交织的物流联运网。
2015 年元旦，沪蓉铁路开通，渭沱作

为由蓉入渝的门户站而设立。由于这里位
置偏远，并未设置客货功能，而是仅仅办
理接发列车的任务。但是谁能想到，就是
这样一个“四级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渭沱站充其量算是沪蓉铁路的
一个节点，但随着兰渝铁路通车，并在渭沱
接入沪蓉铁路，渭沱成了一个战略交叉
点。”渭沱站站长谭荣拿出一张白纸，边给
记者画线路简图边说，“从东往西是沪蓉铁
路，从西北往西南是兰渝铁路，这两条铁路
在渭沱交叉，然后进入重庆，再连入北上广

等地区，渭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渭沱的重要性，在渭沱站的运转室里

更清楚体现了出来。运转室内，值班员姚
明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显示屏，并不时
点动鼠标进行操作。通过操作，正在开行
的列车可以准确无误地实现变轨任务，从
而抵达正确的目的地。

“每天，渭沱站经过的列车有 56 . 5
对，其中仅兰渝铁路就开通了 12 对，每年
这么多列车行进，都需要我们接发列车。铁
路线路越多，交叉的线路越复杂，我们的工
作任务越重，工作的压力也就越大。”在给
我们介绍情况时，姚明也没有把眼睛移开。

这样死死地盯着显示屏，几个小时下

来难免会眼睛涩痛。但姚明告诉记者，他
在这么重要的铁路节点上工作，听着一列
列火车顺利安全地通过，感到非常自豪。
“还有令人感到自豪的事情呢！”站长谭
荣指着渭沱站背后的一大块空地说，“这
里正在建一个物流园区，到时兰渝铁路支
线将直接开到园区，对当地的经济带动作
用将更加显著。”

合川区物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于小波告诉记者，这个物流园区占地 18 平
方公里，将依托兰渝铁路、长江水道以及高
速公路，实现多式联运。届时，这个园区将
成为接轨重庆主城、辐射川东、西北、远及
欧陆的重要物流枢纽。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杨守勇、齐雷杰)2017 年初，河北
文安县鹏程木业老板郭万立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在廊坊的
别墅卖掉，凑了近 3000 万元，给自己的企业新上了环保设
备，走清洁生产的提档升级之路。

“你们恐怕想不到，以前厂区污泥浊水，气味刺鼻，工人
干活得戴着防毒面具。”郭万立告诉记者，环保部一位领导
督查时，痛斥说“从未见过如此脏乱差”的地方。压力之下，
从县里到他本人，决心转型发展。

文安是我国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基地之一，最多时有企
业 8000 多家，从业人员 10 万。在左各庄镇、滩里镇一带，大
小企业和家庭作坊遍地开花，环境一片乌烟瘴气。

“环保督查，揭开了我们的脓包，使我们认识到小散乱
污断的是子孙饭。”文安县县长姚运涛说，从 5 月开始 40
多天，将 2000 余家人造板生产企业全部关停，5000 余家
扒皮厂、粉料厂、劈板厂全部清除，改造升级。姚运涛说，
全县 1529 台燃煤锅炉全部破坏性拆除拉走，彻底断绝企
业死灰复燃的念想。

“浴火重生并不易，只有通过整改验收才能通上天然
气。”文安县环保局局长朱国栋说。全县企业共投入 12 亿元
技改资金，每年可削减煤炭 85 . 7 万吨，减排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和粉尘 4113 吨、2519 吨、1542 吨。

文安县出台了《人造板行业转型升级办法》，鼓励兼并
重组、转型发展。目前已置换土地 3800 亩，引入了碧桂园
“科技成果孵化小镇”、石榴集团“科创中心”等优质项目。建
设左各庄“九村联建”特色小镇，打造万亩荷塘、护城河公
园、大清河湿地公园等旅游项目。

驱车左各庄镇、滩里镇一带，记者发现，曾经乌烟瘴
气不堪入目的区域，如今绿草如茵，干净整洁，面貌焕然
一新。

治污使得企业少了，但产值和效益却提升了。整合后，
200家企业全部达到规上标准，产值、纳税均实现翻番。

卖了别墅搞环保

企业升级效益增

河北文安“脱污记”

我国一次能源消费

非化石占比 13.3%
新华社深圳电(记者王丰)2016 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3 . 3%，单位 GDP 能耗和二氧化碳
排放分别下降 5%、6 . 6%，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7 日，在
第五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
勇做出上述表示。

据了解，非化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及核电，是重要
的清洁能源。我国已确定了到 2020 年和 2030 年非化石
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中要分别达到 15% 和 20% 的
发展目标。

张勇表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气候
变化问题，并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
略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
署，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积极采取节能和提高能
效、发展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碳汇、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开展低碳试点示范、发展绿色金融、推进气候变化
立法等一系列有利的政策措施。确保实现十三五期间应对
气候变化目标任务的完成。

第五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 7 日在深圳举行。7 日到 8
日，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嘉宾和专家学者就推动南南合作的
经验做法、低碳城市发展的目标路径等话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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