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国际

近日袁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
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袁成功将遥感三十号 01
组卫星发射升空袁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袁
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遥 白肖飞摄

中国高产“海水稻”试种成功
数亿亩盐碱地有望成米粮仓
金秋时节袁黄海之滨袁一片生长在咸水

中的特殊水稻已稻穗累累尧压弯枝头遥这是
中国工程院院士尧野杂交水稻之父冶 袁隆平
领衔的技术团队培育出的最新一批 野海水
稻冶遥

野最高亩产为 620.95 公斤袁大大超出
了我们的预期浴 冶28日袁在青岛海水稻研发
中心举行的野耐盐碱水稻材料评测会冶上袁
野海水稻冶实地测产结果一经宣布袁现场人
群沸腾了要要要这个亩产意味着中国在 野海
水稻冶研发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遥 据测算袁
中国盐碱地总数约 15亿亩袁其中有约 3亿
亩具有改造潜力遥 如果在 1亿亩盐碱地推
广野海水稻冶袁按亩产 300公斤保守计算袁年
产量也将达到 300亿公斤袁能养活 8000万
人口遥 中新华

我驻俄使馆助中方
滞留游客回国

由于俄罗斯维姆航空公司 9月 26日
宣布无力继续承运航班袁一度造成共 13个
中国免签旅游团近 500人滞留莫斯科多莫
杰多沃机场遥 使馆获悉有关情况后立即开
展相关工作袁处理旅客滞留问题遥

26日晚袁使馆派员前往机场现场提供
必要协助遥在组团社统一安排下袁近 300名
滞留旅客顺利离境袁 其余旅客也将在近日
陆续回国遥 王晨笛 魏良磊

深圳查获走私固体
废物万余吨

近日 袁深圳海关对外通报 院在海关
总署缉私局尧国家环境保护部有关部门
和广东分署缉私局的协调指挥下袁深圳
海关开展 野使命 2017-15冶 大规模专项
查缉行动袁一举摧毁一个利用他人许可
证走私固体废物入境的犯罪网络袁查获
涉嫌走私入境的废塑料等固体废物 1.5
万余吨遥

海关缉私部门介绍袁 该次行动重点打
击对象为涉嫌利用他人许可证走私固体废
物违法犯罪行为遥经初步侦查查明袁该走私
网络涵盖境外订购尧 香港转运以及走私通
关尧境内物流等全链条多个环节遥 案中袁涉
案货主团伙通过香港的野影子公司冶在日本
订购废塑料袁 再交由揽货和通关团伙利用
其他企业的废塑料进口批文袁从广州尧黄埔
等多地口岸进口废塑料袁运输至深圳尧惠州
等地一些不具有加工生产废塑料环评资质
的企业进行加工遥 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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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古吉拉特邦
一名男子抛弃了自己
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袁
只为了能和奶牛生活
在一起遥这名 42岁的
男子名叫维贾伊渊Vi鄄
jay Parsana冤袁 他对自
己的奶牛非常痴迷袁
无论洗澡尧 吃饭还是
看电视都在一起袁还
和奶牛同床而眠遥 他
甚至吃喝奶牛的尿液
和粪便袁 认为这对健
康有益遥另外袁他还称
自己曾经有 22 天时
间袁 只靠喝牛尿成功
地生存了下来遥 维贾
伊还经营了 22 家健
身房袁据报道袁每天上
班前他都会喝牛尿尧
吃牛粪当早餐遥

野我们来自世界屋脊西藏噎噎冶9
月 26日晚袁台湾新竹袁交通大学大礼
堂遥 随着大幕开启袁舞台背景上的湛
蓝天空下的布达拉宫呈现在观众面
前袁八大藏戏片段叶扎西德勒曳在钹鼓
声中开场遥

这是野雪域彩虹连宝岛要要要西藏
文化台湾校园行冶 系列文化活动之
一遥 由中华文化联谊会尧西藏自治区
文化厅和台湾大学院校艺文中心协
会共同主办的 野雪域彩虹连宝岛冶活
动袁首次大规模在台湾校园介绍西藏
文化遥

9月 22日袁野唐卡精品艺术展冶在
台湾正修科技大学开幕袁包括勉唐画
派尧勉萨派尧嘎玛嘎赤画派尧钦则画派
等西藏唐卡绘画 4大派别 50余幅优
秀作品亮相高雄遥 为了让台湾师生更
深入地了解西藏唐卡艺术袁主办方特
别在两所学校安排了两场西藏唐卡
艺术讲座遥同时袁叶扎西德勒曳分别于 9
月 22日尧9月 24日在正修科技大学尧
台湾艺术大学上演袁交通大学是第三
站遥

被誉为野藏文化百科全书冶的唐
卡绚丽精美袁正修科技大学的展览吸
引不少师生遥 西藏文化厅厅长岗青介
绍袁唐卡是藏族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卷

轴绘画艺术形式袁有以藏传佛教为主
的宗教画袁也有传记画尧历史画以及
反映生活习俗的风俗画袁还有反映天
文历算和藏医藏药的科学画遥 唐卡展
不仅可以让参观者欣赏到西藏绘画
艺术袁还可以借此了解西藏的人文历
史尧民俗风情遥

已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的藏戏袁 第一次登上台湾的舞
台遥 担纲演出的西藏藏剧团团长班典
旺久介绍袁最初想演场大戏袁但道具布
景运到台湾存在困难袁 于是挑选了八
大藏戏最精彩片段袁从传统藏戏叶温巴
顿曳开场袁到叶文成公主曳叶婚礼曳片段结
束袁汇编成一个多小时的节目遥

藏戏是集戏剧尧音乐尧文学尧舞蹈
为一体的综合艺术遥 尽管整场演出均
以藏语唱白袁 演员们高亢雄厚的唱
腔尧或优美或刚劲的舞姿袁以及斑斓
华丽的服饰袁 赢得观众们热烈的掌
声遥 退休教师谢琼珍是交通大学的校
友遥 她说袁虽听不懂藏语袁但借助舞台
两侧的中文介绍袁自己可以大致了解
内容袁野觉得蛮新鲜的冶遥

交通大学硕士二年级应用艺术
专业的李同学说袁很少能在台湾看到
与西藏相关的表演袁 觉得演出很有
趣袁野有些乐器尧舞步都是我们在台湾

没有看过的遥 冶同样硕士二年级音乐
专业的张同学则较关注藏戏使用的
乐器遥 他觉得袁藏戏中使用的打击乐
器钹和鼓袁 有点类似台湾的舞龙舞
狮袁野音色是一样的袁只是节奏不同冶遥
他还觉得藏戏中一些动作与歌仔戏
有点像袁野比如看他们骑马的动作袁就
知道他们大致在做什么事遥 冶

81岁的范光棣先生自美国退休
后回台湾居住袁 他说自己不常出门袁
但野昨天听说是场藏戏袁我就说我要
来遥 冶他认为袁演出很精彩袁让他回忆
起 40多年前去西藏时的情景遥

班典旺久坦承袁对于台湾观众能
不能接受藏戏袁最初是有些担心遥 但
一路演下来袁他越来越有信心遥 野在台
湾艺术大学演出时袁压轴戏叶文成公
主曳 片段 叶婚礼曳袁 观众都站起来鼓
掌遥 冶

台湾大学院校艺术中心协会理
事长龚瑞璋则表示袁相信这个两岸文
化交流活动袁会让师生们对西藏文化
有更深入的了解遥 孙立极 陈晓星

西藏文化走进台湾校园

果业扶贫政策
渊一冤政策内容
1尧贴息扶持遥 对象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袁 种植脐橙每户可申请 8
万元 3年贴息贷款袁利息贫困户先
垫付袁每年底政府等额贴息遥

2尧 符合开发种植条件无病毒
苗木补助 5元/株遥 对象所有农户袁
农户先 6元/株到指定苗圃购买袁年
底政府补助 5元/株遥

3尧 中央财政支持现代柑橘节
水灌溉项目补助 300元/亩遥 ?对象
所有农户袁 政府补助 300元/亩袁农
户垫付 280元/亩遥

4尧 整合财政惠农信贷通对专
业合作社尧家庭农场尧种果大户一
年期最高授信 200万遥 对象所有农
户遥

5尧标准果园建设扶持遥 对象所

有农户遥 每年政策不同遥
渊二冤办理程序
1尧 产业发展贴息贷款办理程

序院农户申请寅村级审核签字寅工
作队长或第一书记审核签字寅银
行办理遥

2尧无病毒苗木补助办理程序院
农户申请寅村级审核签字寅乡级
林管站尧国土所尧林管站尧农经站现
场踏看签字寅乡政府审核签字寅
果业局现场踏看审核签字寅开具
苗木调拨单寅指定苗圃调苗寅补
助 5元/株遥

3尧 中央财政支持现代柑橘节
水灌溉项目补助 300元/亩院农户申
请寅果业局现场踏看寅项目实
施寅财政尧 果业验收寅补助每亩
300元遥

渊三冤疑难问题解答
1尧为了脱贫袁我市要大力发展

脐橙产业?
答: 市委政府出台相关文件规

范苗木市场袁引导新开发果农采购
种植柑橘脱毒苗袁并出台果园规划
条件袁实行建园准入制制度袁提出
按照适度规模尧慎重发展原则遥

2尧 为保护生态环境袁今后不能
再开发果园钥

答院 近年来果价攀升袁 乱开
发尧滥开发严重遥 瑞府办法[2014]
103 号瑞金市果业过度开发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袁 禁止在自
然保护区尧森林公园尧风景林尧风
景名胜区尧 湿地公园尧 生态公益
林尧江河源头区尧饮用水源区尧水
源涵养区和坡度
在 35益以上的陡
坡 开 发 果 业 基
地 遥 咨询电话 院
0797-2522494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