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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7 月 24 日电 （记
者 李平 李凡）“刚开始还不太适
应，落大雨时还担心船是否停靠安
全，现在已经习惯不打鱼的生活
了。”51岁的“渔民”汤永盛说。

12岁开始打鱼的汤永盛，家住
贵州省赤水市葫市镇翠簧社区三
组，这里依山靠河，汤永盛家门口数
米远的地方就是赤水河。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一条干
流无筑坝、可自由流淌的一级支流，
也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河里常年生活
着160多种鱼类，其中46种是长江
上游珍稀特有鱼类。

“退捕上岸之前，我一天能在

赤水河打到12斤至20斤野生鱼，
一年收入七八万元。”汤永盛说，为
保护赤水河鱼类资源，2016 年 9
月，他响应政府号召转产转业，并
用政府补偿他的17万元资金，开了
一家竹筷加工厂，一年收入也有七
万多元。

两年前，记者采访赤水河渔民
周文贵时，因时常日晒雨淋的缘故，

脸庞、手臂黝黑。两年之后，他看到
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不用下河打
鱼，转为金钗石斛种植户后，人都变
白了，日子也比打鱼轻松。”

在赤水河打鱼30年的周文贵，
曾看着赤水河的鱼类资源一天天减
少。“20多年前，我平均一天能捕到
二三十斤野生鱼，后来平均一天只
能捕到八九斤鱼，而且捕的鱼个头

越来越小，当政府实行赤水河全面
禁渔时，我举双手赞成。”

为全面加强赤水河贵州段鱼类
资源的保护，2017年1月1日，贵州
省率先启动长江流域赤水河贵州段
10年禁渔工作，并对赤水、习水、仁
怀3县（市）291户有合法捕捞证的
渔民实行转产转业，每户平均补偿
15万元左右。

“按照收入不减少、生活质量
不下降原则，政府积极帮助291户
渔民发展特色种植业、养殖业、旅
游餐饮、竹木加工等，实现渔民稳
定退捕上岸、发展其他生产。”贵州
省渔业局局长刘有明说，随着渔民
成功退捕上岸，赤水河贵州段每年
减少了60吨的鱼类捕捞量，大大
促进赤水河鱼类资源保护和生态
系统修复。

“未来赤水河流域鱼类保护重
点将是依法打击电鱼、毒鱼、炸鱼等
非法活动，并加强赤水河鱼类的科
学研究和增殖放流活动，通过这‘一
增一减’全面提升赤水河珍稀特有
鱼类的生存环境。”刘有明说。

为了一江珍稀鱼类生存

赤水河渔民“转业”上岸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
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优
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
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通知》指出，要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
改革要求，建立完善以
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
机制，减轻科研人员负
担，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
性，激励科研人员敬业
报国、潜心研究、攻坚克
难，大力提升原始创新
能力和关键领域核心技
术攻关能力，多出高水
平成果，壮大经济发展
新动能，为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通知》提出了四个方面
的政策措施。

一是优化科研项目
和经费管理。简化科研
项目申报和过程管理，
加快完善国家科技管理
信息系统，推行“材料一
次报送”制度，合并财务
验收和技术验收。赋予
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更
大科研自主权，科研人
员可以在研究方向不
变、不降低申报指标的
前提下自主调整技术路线，将直接费用中除设
备费外的其他科目费用调剂权全部下放项目承
担单位。

二是完善有利于创新的评价激励制度。优化
整合科技领域人才计划，切实精简人才“帽子”，开
展科技人才计划申报查重工作，不得将人才“帽子”
同物质利益直接挂钩。开展“唯论文、唯职称、唯学
历”问题集中清理，建立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
的绩效评价体系。对承担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
任务的团队负责人及引进的高端人才实行年薪制。

三是强化科研项目绩效评价。实行科研项目
绩效分类评价，加强项目关键环节考核，绩效评价
结果作为项目调整、后续支持的重要依据。

四是完善分级责任担当机制。建立单位主管
部门、项目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为高校和科研院所
分担责任机制，减少对科研活动的审计和财务检查
频次。强化高校、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主体责任，
完善鼓励法人担当负责的考核激励机制。

《通知》提出，要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和中科院
所属科研院所中选择部分创新能力和潜力突出、
创新绩效显著、科研诚信状况良好的单位开展

“绿色通道”改革试点，包括开展简化科研项目经
费预算编制、扩大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科研机
构分类支持、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
或长期使用权等试点工作，并加快形成经验在全
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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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里座无虚席，几百个人紧
盯着前方的交易大钟。随着数字的
闪动，一笔笔交易达成了。有人高
兴，有人叹气，有人在等新的机会。

这是记者在昆明国际花卉拍卖
交易中心看到的场景。每天下午3
点至晚上8点左右，这里都会进行
紧张激烈的鲜切花拍卖。

“今天已经卖出300多万枝。我
们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出800多万枝
鲜花。”昆明花拍中心总经理张力说。

花卉为什么要用拍卖这种方式
来交易？怎么拍卖？

张力说，拍卖对花农和买家都有
好处，有利于“创品牌，种好花”。这
种公开、透明的竞价模式，减少了中
间环节，可以使市场信息得到快速、
有效传递，减少过去“信息不对称”导
致的盲目生产等市场供需问题。

至于拍卖方式，张力说，拍卖中
心会先对鲜花进行质检，根据品质
把它们分等级（A 级、B 级、C 级、D
级以及级外品）。每天下午3点交
易之前，买家会现场看货，把自己满
意的产品记下来。拍卖时，拍卖师

先给某批花定一个比较高的起拍
价，然后逐步把价格降低；如果买家
觉得某个价格合适，就可以按下抢
拍键，于是交易达成。

拍卖成交之后，花农当天晚上
就能收到花拍中心反馈的成交信
息，第二天就能收到交易钱款。鲜
花则连夜被分包送到机场，第二天

一早通过飞机送往全国各地乃至俄
罗斯、中东及东南亚国家。

据介绍，2002年底正式运营的
昆明花拍中心经过16年发展，如今
已成为亚洲交易量最大的专业鲜切
花拍卖市场，交易量全球排名第
三。2.5万个花农和生产企业成为
昆明花拍中心的供货会员，3100个

批发商成为购买会员，每天有40多
个品类、500多个品种的鲜花在这
里交易。

云南的气候条件特别适合种植
鲜花。依托当地发达的花卉种植产
业，2017年昆明花拍中心的鲜切花
交易量达11.04亿枝，交易额9.65
亿元；今年上半年交易量已达5.7亿

枝，预计全年交易量可达12亿枝。
我们平时在花店买花，一枝玫

瑰可能要三五元；遇到七夕、情人节
等特殊日子，一枝可能要十元甚至
更贵。那么，这个拍卖中心卖的花，
大概多少钱一枝呢？

“花的价格要根据等级而定，好
花好价。去年A级花全年均价1.43
元，较差的 D 级花全年均价 0.56
元。”张力说。

什么花卖得最多呢？花拍中心
行政总监高红玲说，玫瑰交易量最
大，占了拍卖中心交易量的70%左
右，玫瑰全年均价每枝约0.8元；康
乃馨、满天星交易量也比较大。

如今，昆明花拍中心已成为全
国花卉交易价格形成中心，每天鲜
切花交易价格直接影响着全国各地
花卉市场价格的走势。

“2025年我们要建成面向全球
的花卉交易中心，成为世界一流的
现代花卉交易市场，实现云南花卉

‘卖全球、买全球’的大流通格局。”
张力说。

（新华社昆明7月24日电）

这里每天卖出数百万枝鲜花
——探访亚洲最大的鲜切花拍卖市场

新华社记者 陈玉明 吉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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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歌鼓瑟，论语声声，看至圣
先师周游列国追求大同；水袖翻
飞，莲步轻移，观春秋风韵穿越千
年跃然舞台。继北京、郑州、济南、
上海等城市之后，大型民族舞剧

《孔子》即将抵达重庆，于7月29日
在国泰艺术中心剧院上演，带领山
城观众走近孔子的传奇人生，感受
儒家文化的智慧光芒。

为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让人们通过舞剧艺术感受中
华文化之美，2018年5月29日-9
月29日，国窖1573·七星盛宴携手
中国歌剧舞剧院开展舞剧《孔子》
全国15城巡演，重庆是第九站。在

《孔子》演出之际，国窖1573·七星
盛宴重庆站也将于7月29日开启，
邀各界嘉宾共鉴浓香，共襄文化与
艺术的盛宴。

自2015年起，国窖1573在全
国范围内原创发起中国白酒与全
球顶级美食交融的创新盛宴，让
中国白酒承载中国文化走向世
界。2016年，七星盛宴抵达全国
各大城市，在“大师遇鉴大师”的
主题之下，美酒美食界的大师
——泸州老窖酒传统酿制技艺第
23代传人、中国首届评酒大师曾
娜与亚洲创意厨艺大师梁子庚跨
界携手，为美酒美食爱好者带来
了双重悦享。2017年，七星盛宴
创新升级，打造了鸡尾酒、冰饮等
白酒创新品饮体验，赢得各界一

致好评。
作为在行业内首创的高端白

酒品鉴活动，2018年，国窖1573·
七星盛宴文化再加码——以“让世
界品味中国”为主题，联袂舞剧《孔
子》巡礼全国，以此彰显文化自信
的跨领域合作，创新表达中国文
化，展现中国品位。

舞剧《孔子》创作于2013年，由
中国歌剧舞剧院历时4年打磨，由
孔子第77代大宗户孔德辛导演，至
今已巡演过全球数十个国家，被誉
为中国的“文化名片”。

国窖1573是中国白酒鉴赏标
准级酒品，源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始建于公元1573年、连续
使用至今的1573国宝窖池群，并经
由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泸州老窖酒传统酿制技艺纯
手工酿造。作为具有深厚历史文
化底蕴的民族品牌，“浓香国酒”国
窖1573的发展脉络与中国文化相
融相通，中国文化是国窖1573最深
层次的品牌内核。

用世界通用的“语言”讲述中
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2018年，国
窖1573携手舞剧《孔子》，随七星盛
宴的脚步为公众呈现一场又一场
中国民族文化盛宴。截至目前，七
星盛宴已走过10个城市，联袂范志
毅、梁子庚、江南春等各领域名人
传播中国文化，以创新、跨界、文化
表达等亮点广受各界赞誉。

以文化为精髓，以创新为驱
动。2018国窖1573·七星盛宴是
一场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高品
位活动，也是一场肩负文化复兴使
命的顶级文化盛宴，再次彰显了国
窖1573作为浓香国酒的使命与担
当，提升了国窖1573的品牌文化内
涵，更引领着中国白酒行业在文化
领域的创新与发展。

王露
图片由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7月29日全球圈粉的舞剧《孔子》来了！@重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