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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水平出版交流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机构负责人就图书出版发行、
国际合作等进行交流。
黄坤明指出，出版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的重要途径。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出
版导向、价值取向，把加强内容建设、提高出版品质
摆在突出位置，认真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出版宣传，精心组织决胜全面小康、决战
脱贫攻坚主题出版，聚力推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重点出版工作，深情讴歌伟大抗疫实践、弘
扬伟大抗疫精神，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加大原创
出版力度，加快出版融合步伐，积极发展数字出版、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云上”启幕
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 （记者史竞男） 由
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作
家协会、中国出版协会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承办的第 27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云书
展”
26 日正式开幕，古巴担任书展主宾国。
据主办方介绍，为应对疫情常态化新挑战，顺应
国际出版业发展新趋势，创办 34 年的北京国际图书
博览会首次移师线上，将为国际出版界和广大读者

打造一场集版权贸易、出版展示、文化交流、专业研
讨和阅读推广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国际文化“云上”
交流盛宴。
与往届相比，本届“云书展”有以下特点：一
是紧扣书展贸易功能，开发首个线上图书版权贸易
平台 Rights Link，满足全年无限时的会展服务
需求；二是开创国际出版交流新模式，全面应用
5G 等技术，打造全景展厅展示、专业活动、在线

网络出版等新型出版业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充
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出版产品和服务。要拓展
走出去的渠道平台，提升传播效果，把当代中国发展
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展示好，把人类命运共
同体等中国理念、中国主张阐释好，帮助世界读懂历
史的中国、文明的中国、新时代的中国。
本届图书博览会以网络形式举行。古巴驻华大
使卡洛斯·米格尔·佩雷拉代表本届主宾国古巴致
辞。截至 9 月 25 日，已有来自 97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400 家中外出版商参展，展览展示版权交易图书书
目 3.8 万余种。

直播、线下展览等多元文化活动，实现多业态融合
发展；三是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互联互通，通过与互
联网平台合作，提升专业人士和普通观众的参
与度。
截至 9 月 25 日，已有来自 97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400 家展商完成线上注册，并上传 3.8 万余种中外
版权图书。其中，新展商数量达 200 家，国际出版 50
强中有 25 家注册参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达 31 个。
书展期间，将举办精品出版物展、北京出版高峰
会议、古巴文化艺术展等 700 多场线上线下活动，深
度研讨行业发展，
助力全民阅读推广。

本报讯 记者商瑞报道：
新学期开学，
天津大学学生王鹏
举发现
“小份菜”
成了每个食堂的标配。食堂门口条幅也提醒
着同学们用
“光盘行动”
引领
“新食尚”
。
为了响应号召，
反对舌尖上的浪费，
天津大学各食堂均开
设了小份菜窗口，标识明显，同学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
点餐。中午 12 时，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梅园餐厅的“小份菜
窗口”
排起了长队。刚刚返校、正在学一食堂用餐的谢建博同
学告诉记者：
“ 相比以前，小份菜的份量很合适，刚好够我吃
饱，
而且价钱也相应便宜了。
”
天津市制定印发了《天津市教育系统关于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的若干措施》，重点改进学校食堂供餐方式，高校学
生食堂大伙菜基本实行“选餐制”。有条件的中小学食堂尽
可能采取“选餐制”，减少“套餐制”。教职工食堂必须采取
“选餐制”，要求教师适量选餐，节俭节约，抵制浪费，为学生
作出示范。
此外，采用校外配餐供餐的中小学校必须提供半份和整
份两种规格的套餐选择，半份套餐价格在整份套餐的基础上
进行成本核减后确定，两种规格套餐的主食均要保证不限量
供应。学校食堂还将强化生产计划管理，依据就餐人数变化
规律，
制定原材料采购计划，
做到数量准确、品种齐全、安全可
靠，
避免原材料采购过剩。在保证膳食营养前提下，
推广一料
多菜、一菜多味，
对边角余料进行二次精加工，
确保物尽其用，
避免原材料浪费。

西安：

打造“光盘”示范街区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陕西西安
曲江各景区餐厅及
“老字号”
餐饮企业用
实际行动，
积极响应厉行节约、文明用餐
的号召，全力推进光盘行动。各餐饮经
营项目做到
“点餐时及时提醒、用餐后主
动打包”
，
用实际行动践行
“光盘有我”
。
大唐不夜城步行街街区内随处可见
“适量点餐、杜绝浪费”等文明用餐标
语。商铺积极践行光盘行动，灵活调整
菜品、菜量，
倡导顾客按人按量点餐。记
者走进街区内的一家
“老字号”
德发长饭
店，看到每一张餐桌都摆放了文明用餐
提示牌——
“践行光盘行动”
“ 不剩饭剩
菜”等，提醒每一位前来就餐的顾客，适
当点餐，
厉行节俭。
“您好，您这桌 3 个人，已经点了 2

近日，由中铁二十局参
建的崇礼铁路赵川镇特大桥
品质提升工程顺利完工。崇
礼铁路是保障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重要通
道。为确保品质提升工程高
标准高质量完工，建设者争
分夺秒抢节点。图为品质提
升工程完工后的赵川镇特
大桥。
曲志忠摄（中经视觉）

天津：

ECONOMIC DAILY

黄坤明在参观第二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时强调

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 9 月 26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参观第二十七届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网上展会时强调，图书是人文
交流的载体、心灵沟通的桥梁，出版工作者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胸怀
两个大局，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更多彰显中华文化魅
力、展现当代中国气象、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版
精品走出去、走进去，以高水平出版交流促进中外文
明互鉴、民心相通。
黄坤明以视频方式调研了解中央重点出版单位和
部分省市出版展区情况，
观看精品出版物展，
并与出版

小份菜成高校标配

3

个凉菜、3 个热菜，可以考虑先吃着，一
会儿不够再加点特色菜”
“ 您好，您未吃
完的食物我们已经为您打包好了”……
餐厅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文明倡导
者，
会提醒每一位点餐的顾客适量点餐，
并主动为顾客提供剩余菜品打包服务。
现在，
节约点餐、剩餐打包已经成为用餐
新风尚。
除了随处可见的文明用餐指引、文
明用餐台签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还充
分运用电子显示屏、海报等多种载体，
大
力推广文明餐桌礼仪，引导人们适度点
餐，
文明用餐。
大唐不夜城街区有餐饮商
户 152 家，文创店铺 80 家，统一设计公
益广告标识，制作并同步摆放在统一位
置，
培育文明用餐新风尚。

廊坊农产品交易会开幕
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报道：9 月 26
日，
以
“品牌·质量·开放·共享”
为主题的
第 24 届中国（廊坊）农产品交易会在廊
坊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据悉，交易会推出了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综合展、河北省特色农产品精

品展、各市区域特色农业展、对口帮扶地
区特色农产品展、首届京津冀果品饮品
展暨全国果业扶贫成果展、农业机械化
转型升级展等 13 项贸易展览，并举行了
部分论坛和多项推介活动，展览总面积
达 5 万多平方米，
会期 3 天。

江苏常熟市蒋巷村：

黄河文化旅游节举行

绿色发展拓宽小康路
本报记者 薛海燕

小桥流水，荷叶田田，水天一色间，一只白鹭飞
过，消失在金黄稻浪背后。这如诗如画的江南水乡，
就在江苏省常熟市蒋巷村。
有机水稻是蒋巷村这几年重点发展的农业产
业。种田“老把式”王正楼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
现在采用有机种植，不用农药、化肥，改用稻田休耕
养鹅、猪圈的粪便作为有机肥，减少了种植成本，增
加了粮食的附加值。2019 年，一年只种一季稻子，年
收入也有 5 万多元。
与此同时，村里又建设了粮食烘干中心，实现了
粮食生产包装一条龙，极大提高了作业效率。经过 3

年多的运营，
“蒋巷大米”享誉市场，10 多元一斤仍供
不应求。2019 年，
蒋巷村农业销售额达到近千万元。
生态环境是小康画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底色。
上世纪 80 年代，苏南乡镇企业蓬勃兴起，蒋巷村也
走上工业发展之路，村里投资开办的化工厂投产仅
两个月利润就超百万元。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警
醒了蒋巷村村民，不能为了发展经济就毁了家园。
最后村里决定，关掉正在发展的化工厂，走上转型发
展的道路。
进入新世纪，蒋巷村看到了乡村旅游的大好前
景。依靠工业反哺，村里先后投资近亿元，开河挖渠、
建桥铺路、造楼修亭。在集中度偏低的 680 亩土地
上，打造“蒋巷生态园”，种植蔬菜、栽培水果、养殖鱼
虾。同时投资建造了蒋巷宾馆、江南农家民俗馆、青
少年科普馆等设施，打造了乡村观光采摘游、农耕文
化体验游、中小学生实践游等旅游项目，把蒋巷村建
设得更具乡野田园气息。2019 年，蒋巷村旅游年收

入达到了 1000 多万元，成功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
蒋巷村每年年末都会给村民分红，村民们劳动
劲头十足。村党委委员、村委会副主任王进明告诉
记者，在蒋巷，只要身体健康、有工作意愿，村里都愿
意提供就业岗位。
73 岁的王卫中在家族中已经是太爷爷，老人还
是与年轻时一样，每天手脚不停。老人有油漆手艺，
老伴在村蔬菜基地搞种植，去年一年，老两口净挣 7
万多元，加上村集体分红和农村社会保险，2019 年收
入超 10 万元。交谈中，老人家的脸上始终挂着恬淡
自足的微笑，他告诉记者，除了年纪尚轻的重孙辈，
其他家族成员都有工作收入。
蒋巷村党支部书记常德盛自豪地告诉记者，
蒋巷
全村近200户，
875人，
村辖面积3平方公里，
现有净资
产3.3 亿元，
人均资产近40 万元。
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
康，
蒋巷村全面小康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越走越甜蜜。

□ 本报记者 周骁骏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陈自林

广西三江县独峒镇：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报道：9 月 25
日，第 10 届兰州黄河文化旅游节开幕。
开幕式上，兰州等 19 座城市共同签订了
合作互利的“陆海同游、东西互赏”旅游
联盟，兰州市各县区签订重点文旅项目
179.8 亿元。
“新时代大讲堂”
也在开幕式
上开讲，5 位中外嘉宾围绕“黄河明珠、
交响丝路”
这一主题，分享了陇原大地创
新发展故事、
“ 一带一路”故事和黄河文

化故事。
兰州黄河文化旅游节是甘肃省有重
大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品牌节会，经
过 10 年的发展，形式连年创新，规模持
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为推动沿黄城市
交流合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据了解，在为期 3 天的活动中，将举
办文化论坛、音乐嘉年华、兰州美食汇、
黄河文创产品展等 11 项重点活动。

全国首条“超级电容+钛酸锂电池”
有轨电车工程完工
本 报 讯 记 者 齐 慧 、通 讯 员 孔 祥
文 孟凡瑞报道：9 月 26 日，由中铁二
十二局集团承建的国内首条采用“超级
电容＋钛酸锂电池”储能供电装置的有
轨电车工程——广州黄埔区有轨电车 1
号线完工。
黄埔区有轨电车 1 号线全长约 14.4
公里。该项目采用的有轨电车长 37 米、
宽 2.65 米、高 3.68 米，为 100％低地板有

轨电车线路，
方便乘客上下车。
据介绍，这条线路在全国首次采用
“超级电容＋钛酸锂电池”
混合储能供电
装置技术。车辆到达站点时，在乘客上
下车间隙，
车辆就自动完成充电，
用时不
到 30 秒，实现车辆能耗和补给动态平
衡。同时，车辆配置的钛酸锂电池可在
紧急状态下为车辆补偿供电，提升了车
辆运行的应急能力。

侗族农民画绘就脱贫新希望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镇农民放下锄头拿起
笔头，通过卖画脱贫，而且将画卖到了国外？
“这是真的。你看这个手机壳上的画就是独峒
镇农民画的。手机壳销量还不错呢。”三江侗族自治
县委宣传部部长唐利林掏出手机向记者展示。
独峒镇位于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是
该县的一个偏远乡镇，离县城有差不多两个小时的
车程。
记者走进独峒镇政府大院，一幅幅大小不一的
农民画令人目不暇接。簸箕画、服饰、扇子、布艺、十
字绣……各种类型的画作应有尽有。
正在大院里作画的杨庆宜告诉记者，他与画结
缘来自 30 年前。30 年前，县文化馆的老师见他右手
残疾，而且还酷爱画画，就培养他用左手作画。杨庆
宜渐渐爱上了侗画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艺术形

式。在日常生活中，他看到村民上山犁田、洗衣织布
等生产劳动的场景，以及百家宴、
“月也”等节日的喜
庆场面，
都会用手中的笔记录下来。
2015 年，杨庆宜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贫困户
的帽子戴在头上，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发挥自己的特
长脱贫致富。
”
杨庆宜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 年他接到了柳州市一笔
漆画订单，第一年就赚了 1.6 万元。第二年单是漆画
订单就赚了 1 万元，
侗族画也卖了 1 万多元。
作画让杨庆宜甩掉了贫困帽。他家还有 2 亩
茶园，每年的收益在 1 万元以上。
“ 平时我忙完了农
活，就来这里作画卖，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杨庆宜
说，
“ 我是大山里的农民，扛起锄头上山，天天接近
原生态，对农民生活有更细致的观察。活到老，画
到老。”

侗族农民画题材鲜明、造型夸张多变、色彩或纯
朴或鲜艳，地域性与民族性和谐统一，造就了其独特
的民族文化艺术内涵和特色。独峒镇作为侗族农民
画的发源地和传承地，2002 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命
名为“广西民间艺术特色之乡”，2008 年荣获文化部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美称。2012 年，侗族农民
画被列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创作侗族农民画不仅是脱贫的突破口，还能够
很好地传承传统文化。
2019 年，独峒镇侗族农民画产值达 500 多万元，
侗族农民画家群体每月人均绘画收入达到 3000 元，
成为侗乡农民致富增收的示范点。随着政府对侗族
农民画的大力扶持，侗族农民画家队伍也逐渐发展
壮大。独峒镇先后涌现了杨共国、杨庆宜等 10 位土
生土长的优秀侗族农民画师。

9 月 26 日，我国首台国产 3 米级主轴承盾构机“中铁 872 号”在中铁上海工程局承
建的苏州轨道交通 6 号线 10 标项目始发，这是我国突破盾构主轴承自主技术研制瓶
颈后，
该领域设备首次在轨道交通领域执行地下掘进任务。 李升阳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