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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许晓青

广场舞空间变大了！免费电影
场次变多了！图书借阅品种丰富
了！家门口看戏方便了！这是上海
远郊崇明、金山等区的中老年人最
近热议的话题。

据了解，这与上海市政府
2018 年实事项目有关。上海市文
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局长、上海市文
物局局长于秀芬 2 5 日在做客
“ 2018 上海民生访谈”时介绍，
今年第一季度，由上海市文广局牵
头，联合 12个市级部门，共同制
定了《提升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
(中心)服务功能创建标准》，明确
了 2018 年要完成全市 4500 家居村
综合文化活动室(中心)服务功能优
化提升的工作目标。

网友评价，这将真正打通公共
文化服务抵达自家门口的“最后一
公里”。这也是上海开展大调研以
来，在公共文化领域树立“上海文
化”品牌的创新举措。

“ 4500 家是全市行政居村数
的 80% ，即今年全市 80% 的基层
综合文化服务室(中心)要创建达
标。目前已经申报今年要达标的点
位有 5085个，其中浦东、徐汇、
嘉定等区更是提出了全覆盖的目
标。”她说。

经过多年努力，上海已基本建
成涵盖市、区、街镇和居村的四级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公共文化
资源配送也逐渐由市级下沉到区，
再下沉到街镇，形成三级配送体
系。

于秀芬说，结合上海正在展开
的大调研，上海市文广局实地走访
全市 16个区，在全市发放的问卷
共回收 5337 份，全面梳理和摸底
居村公共文化服务阵地的现状。

她说，在大调研中发现，居委
会和村委会作为落实和提供公共文
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载体，其
文化建设发展水平仍存在不平衡、
不充分的现象。大约有一半的受访
居村反映，公共文化资源的供需对
接仍然不精准，配送的文化资源与
辖区内居民的文化需求没有充分匹
配、对接。其次，大约有 30% 的
受访居村反映，基层公共文化资源
的集中度还不够高，无法满足百姓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针对这些群众热盼改善和完善的文化供给侧结构性
问题，“提升基层综合文化活动室(中心)服务功能”被
纳入 2018 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从而为基层文化需
求“解渴”“造血”。

“我们要让老百姓在自己家门口的居村综合文化活
动室，先能看起来、听起来，然后可以自己唱起来、跳
起来、动起来。各个居村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将匹配符
合‘有阵地、有内容、有人员、有经费、有评价’的标
准。”于秀芬说。

为落实相关目标，上海又进一步提出坚持“需求导
向、因地制宜、共建共享、创新发展”的工作原则。在
具体做法上，要求居村进一步保障老年人、未成年人、
残障人士、外来务工人员等特殊人群的公共文化权益。

比如，上海市级单位向各区下发了“综合文化资源
包”，整合融合不同部门的公共资源，使得每个居村都
能具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并开展常态化运作。这
些服务功能包括：阅读服务、广播电视、公益电影放
映、群文活动、体育健身、科普教育等等，尽一切可能
集合了各方资源。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王立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各
级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
开始趋稳向好，食品安全工作开始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这是记者在近日闭幕的 2018 中国(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会
上获悉的。此次博览会，吸引了来自澳大利亚、荷兰、日本、韩国、
南非、马来西亚、俄罗斯等 10个境外展团和新疆、宁夏、辽宁、黑
龙江等内地展团。通用磨坊、惠氏、味好美、旺旺、好时、日清等
20 多家世界 100 强食品企业，伊利、茅台、双汇、五粮液、中粮、
娃哈哈等 100 多家国内知名品牌及阿里巴巴联合电商品牌参
展，“江苏味、中国风、国际范”特色十足。

博览会期间，食品安全再次得到业界高度关注。国务院食品
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明珠说，近年来，在监管部
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质
量安全水平不断提高，食品安全工作开始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广
大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开始得到较好保障。

（上接 1 版）

久久为功，持续用力谋永续发展

走进宜昌市滕家河散货码头，只见长达 200 多米
的防风抑尘墙将码头和居民区隔开，门口喷淋设备让
运砂车“出门不带泥”，整个码头区几乎看不见裸露
的砂石……这一新建的砂石集并中心只占了 228 米岸
线，腾退的主城区 970 多米岸线不久后将变成滨江公
园。

铁腕护江、重拳整治的同时，湖北省大力探寻管根
本、管长远的治本之策。

规划统领、法规保障，湖北编制实施长江经济带生
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划，配套编制 5个专项规划，
出台多部地方性法规；省财政每年投入生态文明建设资
金 100 多亿元。

将长江大保护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湖北省一
方面淘汰落后产能、污染企业，严禁在长江干流及主要
支流岸线 1 公里范围内新建布局重化工及造纸项目；一
方面谋划一批重大生态修复和重大技改项目，大力发展
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国家循环经济示范试点达到 21
家，启动了 9 家省级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

完善长效机制，湖北建立健全绿色发展考核机制，
坚决纠正把 GDP 增长与环保相对立的倾向；严格落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环保责
任；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全省 4230 条河流、 755个
湖泊都有了河(湖)长。

“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常抓长治，久久
为功。”湖北省委提出，湖北生态地位特殊，围绕水资
源过度开发带来的问题还比较突出，长江环境保护和生
态修复依然任重道远，必须牢固树立“上游意识”，坚
持辩证思维，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站
好保护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湖北岗哨，为子孙后代留下天
蓝地绿水清的永续发展环境。

新华社武汉电

湖北：用好长江大保护“辩证法”

本报记者王若辰

“两年前，我根本弄不清贷款、金融、电商这些词儿的意思，
但现在，我成了这些词儿的受益者，还经常网购呢！”57 岁的河
北省衡水市武邑县王贤兰村村民王爱华一边笑着说，一边把刚
割下的新鲜苜蓿投喂给柴鸡吃。

这个场景发生在位于武邑县的京东“跑步鸡乐园”内。2016
年 3 月，武邑县政府与电商企业京东签订扶贫协议，利用武邑县
林地资源基础好、电商平台覆盖率高、交通便利等优势，建设“跑
步鸡乐园”，让贫困户通过免息贷款零成本认领生态柴鸡，再由
专业人员统一散养，每只鸡佩戴计步脚环，跑够 100 万步再由京
东回购并线上销售，收益由贫困户分红，走出一条规模化、集约
化、标准化、现代化的散养-销售之路，强力助推贫困户脱贫奔
康。

而就在今年 4 月初，武邑县出现在河北省扶贫办拟脱贫摘
帽的贫困县名单上。两年光阴，见证着武邑县在脱贫奔康路上阔
步前行。

一引双联：政府引平台，平台联组织，组织

联农户

政府引平台。2016 年 1 月，京东与国务院扶贫办签署电商
精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武邑县政府积极与京东合作，共同谋划
出扶贫“跑步鸡”生鲜农产品项目，并确定了线下生产、线上直销
的产业模式。武邑县政府大力支持在清凉店镇鲍贤兰村旁的林
地建设散养基地“跑步鸡乐园”，并引入保险机制，为贫困户规避
风险，确保收益。

平台联组织。平台引来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带来的高成本、
低效率、低质量成了新难题。为此，京东委托武邑县电商运营公司
成立邑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将贫困户认领的柴鸡集中起来，由
专业人员统一饲养。京东为每户贫困户提供 4500 元免息贷款，供
合作社购置鸡苗、饲料等，让贫困户无成本地迈出产业脱贫第一
步。贫困户每户认领 100 只柴鸡，集中散养约 160 天后，京东按每

只 100 元的价格回购，每只可为贫困户带来 30 元收益。
为使“跑步鸡”品牌“名副其实”，京东还专门研发了产品质

量追溯系统，并开发出专为“跑步鸡”设计的计步脚环，未来消费
者通过扫描“跑步鸡”产品二维码，就可以查看这只鸡每天的运
动量。

组织联农户。目前，合作社托管经营了周边几百户贫困户认
领的柴鸡。合作社实行全程品质控制、全程用户监督、全程质量
追溯的“三全”管理，鸡舍周周消毒，鸡群月月检疫，还配备专门
的医护人员。

合作社还尽可能从自身为贫困户创造增收渠道。“跑步鸡乐
园”负责人何晓飞介绍：“‘跑步鸡’除了吃鸡饲料，还会吃应季的
瓜果蔬菜作为辅食，而鸡饲料和瓜果蔬菜都是优先采购贫困户
自家地里种出来的，绿色天然。据去年底的数据，光这项收入就
达到户均 400 元。”

除了供应鸡饲料和瓜果蔬菜，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还可以

到基地打扫鸡舍、干点零活，按天取酬。“一天大概 8个钟头，
能挣个 50 块钱。”王爱华就是常来干活的勤快人。

小小一只“跑步鸡”，连接起政府、贫困户、电商平台、合作
社、金融信贷和保险公司，六方合力，斩断穷根。

一箭双雕：贫困户动起来，电商平台作用

显出来

“跑步鸡乐园”占地 210 亩，规划建设鸡舍 14 栋，每栋
400 平方米，可饲养 2000 只鸡，单鸡占地 6 平方米，全部采用
林下散养、定量运动模式，饲养密度较普通散养鸡低 2-3 倍。
在园内，一只只鸡或闲庭漫步，或雄赳赳气昂昂地“踱步”，一
大片林地绿意盎然，好一派宁静和谐的田园风光。

“过去我们自己也养鸡，但谁家能养出这么好的鸡？吃的
也没这儿好，住的也没这儿好，还没这儿的鸡会跑。”王爱华打
趣道。

远超于普通肉鸡 45 天左右的出栏期，“跑步鸡”的出栏期
达到 160 天左右。如今，“跑步鸡”产品在京东上线一个月内就
会销售一空。“跑步鸡”品牌已经打响。

两年来，武邑县纳入扶贫“跑步鸡”项目的贫困户已超千
户，每户都至少从“跑步鸡”上拿到了 3000 元纯收入。“武邑县
有硬木雕刻、生态旅游等多项规模产业扶贫项目，要说效果最
好的，还是京东‘跑步鸡’项目。”武邑县扶贫和农业开发办公室
副主任韩新民说，“‘跑步鸡’在京东生鲜上卖，销路好，能形成
品牌效应。”

“我去年底脱贫了，全靠‘跑步鸡’项目，还有不掏钱就能养
鸡的好政策。我经常来给‘跑步鸡’清扫鸡舍，把这就当作我的
工作。现在政策这么好，贫困户应该动起来，通过劳动就一定
能致富。”王爱华这番话说得格外有底气。

为帮扶更多贫困户，武邑县正积极扩大散养基地规模，拟
今年再吸纳几百户贫困户。“‘跑步鸡’项目好，好在平台发力、
贫困户受益的模式上。对这一模式，贫困户是怎么夸的都有，
说不行的一个都没！”韩新民说罢，爽朗大笑。

河北武邑结合自身优势，建设“跑步鸡乐园”，助推贫困户脱贫奔康

一只“跑步鸡”引来的致富路

▲武邑县的京东“跑步鸡乐园”。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趋稳向好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记者刘慧)证监
会和住建部 25 日联合发布推进住房租赁资产
证券化的通知，明确优先支持大中型城市、雄安
新区等国家政策重点支持区域和利用集体建设
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城市的住房租赁项目开
展资产证券化。这意味着，新政策将有助于盘活
住房租赁存量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住
房租赁市场发展。

与此同时，重点支持住房租赁企业发行以
其持有不动产物业为底层资产的权益类资产证
券化产品，积极推动多类型具有债权性质的资
产证券化产品，试点发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住房租赁资产证
券化有利于降低住房租赁企业的杠杆率，服务
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金融和房地
产的良性循环。同时丰富资本市场产品供给，提
供中等风险、中等收益的投资品种，满足投资者
的投资需求。

戴德梁行高级董事胡峰表示，目前对于提
供租赁住房的企业来说，长期持有住房资产对
企业的利润、融资成本等均有很大的挑战。资产
证券化可以实现住房租赁企业投资、运营、退出
完整的产业链和商业模式闭环，为企业加大投
资租赁住房提供了信心和动力，也有利于提升
项目投资收益。

他认为，今后公募 REITs 推出时，个人投
资者可以不用买卖实物资产，投资住房租赁
REITs 就可以享受到物业增值收益和投资回
报，将有利于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此外，通知还完善了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工作程序，鼓励
住房租赁企业结合自身运营现状和财务需求，开展资产证券化，
明确了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申请、受理、审核、发行的程序，并对
发展住房租赁证券化中涉及的租赁住房建设验收、备案、交易等
程序进行优化，建立绿色通道，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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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幕时，全场观众纷纷起立，掌声久久不散。
这是 4 月 25 日晚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座无虚席。一台

来自千里之外江南的大型新编越剧《游子吟》，让在座的近
千名北京市民不仅欣赏到了母子情深的经典故事，还经历
了一次好家风的洗礼。演出现场，他们用感动的眼泪和平均
5 分钟一次的鼓掌，诠释了《游子吟》带来的感动。
新编越剧《游子吟》，由中共浙江德清县委、县政府和浙

江越剧团联合打造出品，以传唱了千年的诗歌《游子吟》为
创作背景，以德清籍的唐代著名诗人孟郊与其母亲的故事
为灵感，历时近 3 年创作。

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生动表达中国人深厚的家
庭情结。越剧《游子吟》极力塑造为儿子远行缝补衣服的“慈
母”，折射出普天下含辛茹苦、付出一辈子的母亲，她们平
凡、不易与伟大，该剧的成功演出，为京城市民呈现了一台

“来自江南的好家风大戏”。
“我们打造《游子吟》，是为了体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包容

心和忠孝气节的家国情怀，相信无论北方还是南方，越剧爱
好者都会认同这样的价值观。”浙江越剧团团长陶铁斧说。

德清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亦平表示，作为“孟郊故
里”和“游子文化”发源地，德清孕育了全国首个以展示
平民佳话为主题的公民道德教育馆，涌现出数十个以“百
姓设奖奖百姓”为模式的道德草根奖项，还有 10 多支由
当地市民自发组织的义工队伍，人数多达两万多名。“为
了让德清的道德文化传播到全省乃至全国，我们想到了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越剧形式。”陈亦平说，此次新编越剧
《游子吟》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不仅是德清游子文化的重
要体现，还将繁荣当地的文艺创作，在全国范围内提升
“道德高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沈艳、陈炜)

千年传唱母子情，千里相送好家风

新编越剧《游子吟》情动京城

新华社昆明电(张雪花、钟群、白靖利)到 6 月底，农民李世
方就要搬入广龙旅游小镇 450 平方米的新房。想想越来越近的
小镇生活，他一脸的兴奋与期待：“等安顿下来，我就准备开办旅
游民宿，现在环湖周边的环境越来越好，相信生意一定会很好。”

肤色黝黑的李世方是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龙街街道广龙社
区的农户，世代居住在抚仙湖畔。在他的记忆里，抚仙湖水清澈
如镜，是小时候游泳玩耍的好去处。

抚仙湖蓄水量高达 206亿立方米，是我国为数不多的Ⅰ类
水质淡水湖。抚仙湖属于高原断陷湖泊，汇水面积仅为水域面积

的两倍，加之流域植被覆盖率低等特点，生态环境脆弱，一旦水
质恶化很难恢复。

由于农业面源污染、村镇污水收集管网不完善等原因，抚仙
湖近年来面临极大的环保压力。为保护好这一泓湖水，玉溪市以
“四退三还”为核心，加大抚仙湖保护治理力度。根据规划，抚仙
湖一级保护区内 2 . 8 万人将分批搬迁。所谓“四退三还”，即退
人、退房、退田、退塘、还湖、还水、还湿地。李世方家所在的广龙
社区位于抚仙湖北岸，是抚仙湖生态湿地建设项目搬迁点之一。

作为“退房还湖”的农户，李世方家原本种韭菜的 2 亩多地，
已经在退田还湖和建人工湿地中，分 3 批流转了出去。一家人也
于去年 2 月彻底搬离湖区老房子。但他还是会经常到湖边走一
走，看一看原来的宅基地。

李世方今年 6 月将与广龙社区居民一起搬入新建设的广龙
旅游小镇。按照人均 90 平方米的标准，他家 5 口将住进 450 平

方米的大房子。新房不仅条件远胜于原来的老房子，还可以做
生意、办民宿……离交房还有还有一段时间，李世方对未来的
生活早有打算和期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这一理念正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他们调整种植结构，以前
种植大水大肥的蔬菜，现在改种连片荷藕，还建设万亩湿地公
园，实施大健康大旅游项目。

“为了这湖水，这几年不断整治，没有人再到湖里洗衣洗
菜，村里连苍蝇蚊子都没了。”广龙社区党总支书记侯荣坤认
为，只要把湖水保护好了，以后游客会越来越多，村民肯定会
从中受益。“不管做什么，保护好抚仙湖才是根本。”侯荣坤说。

“搬离湖区老房，说不留恋是假的，不过湖水越来越清，环
境越来越好，未来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李世方信心满满。

抚仙湖农户以退为“净”护绿水

图图为为演演出出剧剧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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