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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3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截至当日 20 时 30 分，浙江温岭

槽罐车爆炸已致 10 人死亡、117

人受伤，倒塌房屋内有人员被困

失联。应急管理部已派工作组赶

赴现场指导处置。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6 月 13 日 16 时 46 分许，沈

海高速浙江台州温岭出口处，一

辆由宁波开往温州的槽罐车发

生爆炸。 目前，当地消防救援队

伍正在现场处置，人员搜救工作

仍在紧张进行中。

浙江温岭槽罐车爆炸

已致 10 人死亡 117 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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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是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的一件大事， 在地方考

察调研时多次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点赞。

党的十九大后首次调研，他

在江苏徐州马庄村买下村民制作

的徐州香包，笑着说“我也要捧捧

场” ；在内蒙古赤峰博物馆，他观

看《格萨（斯）尔》说唱展示，并

表示 “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

和传承” ；在杭州西溪湿地，看过

手工炒制龙井茶的技艺后， 鼓励

他们把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好……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

“非遗” 足迹，彰显党中央对传承

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

和对非遗传承人的关怀期望，铺

展开新时代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生动画卷。

人与自然共生共荣

“总书记对传统手工艺这么

关心和肯定，我感觉自己几十年坚

持传承绿茶手工炒制技艺，这条路

是走对了。 ” 回忆起今年 3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西溪国家

湿地公园考察时的情形，59 岁的

炒茶大师樊生华至今仍激动不已。

樊生华 14 岁学习炒茶，20 岁

正式“出道” 。 “人和茶的关系就

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代表，荒

山种上茶树可以减少水土流失，

喝茶的好处就更不用说了。” 樊生

华说，“总书记鼓励我们把传统手

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好,

接下来我要多带徒弟， 同时帮助

村民共同提高炒茶技艺。 ”

古时西溪曾产茶，且品质和声

誉非常高。 现在，公园设立茶叶炒

制现场展示点，各项节庆活动中也

会融入茶艺交流、茶道表演等。

“我们将西溪的茶文化与西

溪湿地悠久的历史文化相融合，

让游客在欣赏美景之余有更多文

化获得感。” 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党委书记、 主任

何蕾说。

在考察西溪湿地时，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发展旅游不能牺牲生态

环境，不能搞过度商业化开发。 对

此，何蕾印象深刻：“我们要继续加

大探索湿地保护和利用双赢的‘西

溪模式’ ， 让绿水青山的美景在西

溪湿地长长久久地留下来。 ”

除了茶文化外， 西溪湿地近

年来不断发掘“龙舟胜会”“西溪

船拳”“花朝节” 等别具特色的非

遗项目，既让非遗活态传承，也充

实丰富了旅游的文化内涵。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

记、厅长褚子育说，浙江省是我国

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最多的省。

近年来， 浙江深入挖掘和合理利

用非遗资源， 让更多游客感受乡

风民俗。 非遗 + 生态 + 旅游的产

业发展，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民间小戏焕发新时代活力

初夏时节， 河南信阳光山县

文殊乡一派悠然绿意。 文化广场

上，一台热闹的花鼓戏开场了。

“精准扶贫像绣花，贫困乡村

换新颜。 换新颜，谱新篇，巩固提

升再攻坚。 复兴路上同追梦，神州

处处艳阳天……” 身着喜庆服装

的光山花鼓戏传承人张秀芳和丈

夫方应亮，正表演新编花鼓戏《中

办扶贫到光山》。

2019 年 9 月 17 日，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文殊乡东岳村考察，这

对夫妇将这出戏唱给了总书记。

“看了我们的表演，总书记鼓

掌称赞。 ” 回想起那时的场景，张

秀芳难抑激动，“我们要继续刻苦

学习、收徒传艺，提高演出水平，

让花鼓戏唱响光山、唱响河南、走

向全国。 ”

从农闲唱戏到一年四季都唱，

从挑着戏箱走路下乡到开着舞台

车流动演出———张秀芳见证了这

个已有近 300 年历史的民间小戏

“活下来”“火起来” 的历程。

而今， 张秀芳成立的光山福

星花鼓戏文艺演唱团一年巡回演

出 200 多场。

“我们改编了很多反映时代

社会变化的唱词，在服装、道具、

唱腔、音响等方面也做了改进，希

望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 张秀

芳说。

“风调雨顺庆丰年，村村都把

花灯玩” 。 目前，光山县有大小民

间花鼓戏班近 200 个， 常年在各

地演出，新创排了《党中央扶贫到

咱村》《战胜疫情保平安》等现代

剧目，受到群众欢迎。

近年来， 河南深入开展非遗

保护传承， 包括光山花鼓戏在内

的百余种传统戏剧正焕发新时代

活力；太极拳、少林功夫、朱仙镇

木版年画等非遗项目蜚声中外。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巡视员闫

敬彩说，接下来，河南将力争在非

遗传承创新、 宣传展示等方面有

新突破，如打造“黄河非遗礼物”

品牌，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更加光彩夺目

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查

干诺尔中心小学， 孩子们都盼着

每月一次的非遗进校园活动。

“鼹鼠精破坏牧场，英雄格斯

尔保卫美好草原……” 伴着悠扬

的四胡声，《格萨(斯)尔》传承人

敖特根花用蒙古语吟唱起来，学

生们在小声跟唱。

《格斯尔》是蒙古族史诗，讲

述格斯尔为民除害、保卫平安、促

进草原人民和睦相处建设美好家

园的故事，与藏族的《格萨尔》统

称为《格萨(斯)尔》。

“讲解《格萨(斯)尔》的历

史，教孩子们演唱，是希望他们更

了解蒙古族的历史与文化， 形成

正确的历史观、 国家观、 民族

观。 ” 敖特根花说。

敖特根花是《格萨(斯)尔》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金巴扎木苏

的徒弟。 2019 年 7 月 15 日，在赤

峰博物馆，金巴扎木苏、敖特根花

和其他 7 位巴林右旗格斯尔说唱

队成员为习近平总书记表演了

《格萨(斯)尔》史诗说唱。

“总书记询问了《格萨(斯)

尔》 的传承情况， 作为一名传承

人，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培养好

接班人，把《格萨(斯)尔》一代代

传下去。 ” 87 岁的金巴扎木苏说。

习近平总书记对少数民族文

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视， 让敖特根

花倍感温暖与振奋：“我们要找到

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

在传承中实现创新性发展。 ”

巴林右旗是 “格斯尔文化之

乡” 。 “目前，巴林右旗已形成聚

合史诗演述、祭祀民俗、那达慕、

群众文化等为一体的 《格斯尔》

活态文化传承系统。” 赤峰市文化

和旅游局副局长刘冰说，“落实总

书记指示，大力扶持《格萨（斯）

尔》等非遗传承弘扬，少数民族文

化更加光彩夺目。 ”

在内蒙古师范大学非遗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敖其看来，中华民族

是 56 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 把每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好，整个中华

民族的文化就会得到很好传承，对

推进中华文化多样性、 多元化、可

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非遗扶贫助力手艺人奔小康

清晨的阳光洒在一排排传统

川西民居的灰瓦白墙上， 各式作

坊里的手艺人已开始忙碌， 准备

迎接游客。

这里是距离成都市中心约 50

公里的战旗村，被称作“网红” 景

点的“乡村十八坊” 集中展示着

郫县豆瓣、蜀绣、竹编等 10 余种

非遗制作工艺。

赖淑芳的“唐昌布鞋” 铺子

是很多游客必看的地方。 2018 年

春节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战旗村

考察时， 曾买下一双赖淑芳做的

布鞋。

两年前的场景依然历历在

目， 赖淑芳回忆道：“我说老百姓

很感谢您，我想送您一双布鞋。 总

书记说不能送，要拿钱买。 ”

赖淑芳从小跟着父亲学做布

鞋，干这一行已有 40 年。 她的团

队制作的传统手工布鞋要经过 32

道大工序，100 多道小工序。

几年前， 赖淑芳的儿子艾鹏

把在国企的工作辞了， 和她一起

做布鞋。 新一代手艺人为世代传

承的古老技艺注入新活力。

艾鹏开了唐昌布鞋淘宝店，设

计上引入现代创意， 并尝试和棕

编、蜀绣等非遗项目结合。2019年，

产量约一万双，利润 30多万元。

今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前夕，艾鹏报名参加了阿里巴巴、

京东等平台联合举办的 “非遗购

物节” ，但很快发现库存根本不够

用……

2019 年 ， 战旗村接待游客

110 多万人次， 收入达数千万元。

“包括布鞋在内的各种非遗项目

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原因。” 战旗村

党总支书记高德敏说，“很多非遗

项目根在农村， 这是我们得天独

厚的优势。 把非遗资源用好，能为

脱贫奔小康、 乡村振兴打下很好

的基础。 ”

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产生活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

艾草。

端午将至， 在江苏徐州潘安

湖畔马庄村，83 岁的王秀英每天

早上 6 点起床， 早饭后就开始配

制中药、穿针引线，缝制香包。

“很多地方端午节有挂香包

的习俗，将香包佩戴在腰间、胸前

可驱邪避暑。 ” 王秀英说。

王秀英是徐州香包传承人。

2017 年 12 月 12 日， 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马庄村， 走进村里的香包

制作室， 还花钱买下一个王秀英

制作的中药香包，笑着说“我也要

捧捧场” 。

王秀英说：“总书记的 ‘捧

场’ 让我很受鼓舞、更有自信，下

定决心好好传承， 带动更多村民

致富。 ”

近年来，马庄香包做出了产业

“大文章” 。 马庄村党委第一书记

毛飞介绍，村里成立民俗文化手工

艺合作社，培育中药香包制作能手

200 余人；投资 200 余万元打造集

香包设计、制作、展示、体验、销售

为一体的香包文化大院。

“在加大产量的同时，我们还

注重提高香包档次，努力将其打造

成徐州的伴手礼。 2019 年马庄香

包销售额达 800 万元。 ” 毛飞说。

而今，集刺绣、中药、中国结等

传统文化元素于一身的古老香包，

在现代生活中“如鱼得水” ———它

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网红” 纪念

品、 年轻人日常佩戴的 “时尚单

品” 、居家的常备保健品。

“小香包蕴含大乾坤，普通手

艺深藏活文化，传承好、发展好就

能服务于今天的生活。” 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说，“传承

中华民族的生态观、 生活观和文

化观，用精气神、人情味、创造力

去哺育今天的文化创意产业，希

望越来越多的乡村手艺装点新时

代美好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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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的“非遗” 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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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市场关注的创业板改革迎

来新进展，完成征求意见的一系

列改革方案正式落地。 12 日深

夜，证监会发布《创业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

行）》等相关制度规则，自公布

之日起施行。与此同时，证监会、

深交所、中国结算、证券业协会

等发布了相关配套规则。

这意味着创业板改革即将

进入“实操” 阶段。深交所表示，

6 月 15 日至 29 日，接收证监会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再融

资、并购重组在审企业提交的相

关申请。 6 月 30 日起，开始接收

新申报企业提交的相关申请。

对于各方期待的改革方案，

相关规则主要吸收了哪些市场

意见？ 深交所新闻发言人表示，

相关制度规则主要从三个方面

进行调整和完善。

在发行上市审核方面，进一

步明确创业板定位，在充分体现

包容性的前提下，设置行业负面

清单。同时完善小额快速再融资

机制， 修改完善审核时限要求，

进一步提高审核效率等。

在持续监管方面，完善红筹

企业上市及退市条件。将市值退

市指标调整为连续 20 个交易日

每日收盘市值低于 3 亿元；公司

因触及财务类指标被实施 *ST

后，下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保

留意见的，也将被终止上市。 此

外， 还明确了上市公司发行股

票、可转债上市条件。

在交易类规则方面，为适应

创业板股价结构特点和投资者

交易需求，限价申报单笔最高申

报数量调整至 30 万股， 市价申

报调整至 15 万股。 同步放宽相

关基金涨跌幅至 20%。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

指出，升级后的规则更加明确了

创业板定位，以支持高新技术产

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特

征，直接助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 设置行业负面清单，原则

上不支持房地产等传统行业企

业在创业板上市等，标志着创业

板聚焦滴灌成长型创新创业企

业，更好发挥融资效能。

在开源证券总裁助理兼研

究所所长孙金钜看来，此次正式

出台的制度规则对此前征求意

见稿做出诸多升级，反映了市场

在实践中关切的重点，同时也对

存量项目的过渡做了明确的安

排，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创业板注

册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孙金钜认为，对于不同的资

本市场参与者来说，需要尽快适

应创业板改革的新变化。对企业

来说，创业板注册制有利于帮助

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型企业融

资和发展； 对于投资者来说，注

册制下创业板运行更为市场化，

一些重大制度的变革也会带来

新的投资机会。而对于券商等中

介机构，市场化的询价机制将倒

逼投行提高发行定价能力，上市

公司供给的增加将考验券商研

究所对股票的研究和筛选能力。

即将开启的创业板注册制

试点，下一步如何稳步推进？ 深

交所信息显示，将有序开展在审

企业平移和新申报企业的受理、

审核等工作， 认真做好衔接安

排， 平稳高效推进注册制审核。

抓紧组建创业板上市委员会、行

业咨询专家库、股票发行规范委

员会以及会计、法律专业咨询委

员会， 做好委员和专家遴选工

作。 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建

立中介机构执业质量评价机制，

督促保荐人等中介机构勤勉尽

责，提高发行人等市场主体的信

息披露质量。

“创业板改革再次迈出坚实

步伐， 即将正式开启注册制试点

的新征程。” 华兴资本集团董事长

包凡表示， 创业板改革切实服务

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有利于企

业、尤其是新经济企业更为高效、

便利、快捷获得资本支持，借力资

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 同时进

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

升资本市场功能，在更大范围、更

深层次上推动释放市场活力。

创业板改革方案

正式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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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3 日从北京市新型冠状

病 毒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第

114 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6

月 12 日 16 时至 24 时， 北京

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4

例，均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

场活动史。

12 日 0 时至 24 时，北京市

丰台区共报告 5 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病例行动轨迹涉及新

发地市场部分商户， 目前已对

新发地市场及周边小区采取封

闭管理措施。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

星火说，经流行病学调查，这些

病例均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

场活动史， 通过采集确诊病例

相关的外环境标本， 有核酸检

测阳性报告。 经初步判断，这些

病例可能接触了市场中污染的

环境、 或接触到了被感染的人

员而传染发病， 后续不排除出

现续发病例的可能。

庞星火表示，北京市、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组织专业人

员， 在全市开展了农贸批发市

场、大型超市等排查，共采集海

鲜、 肉类等食品及外环境涂抹

标本 5424 份，完成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新发地市场发现 40 件

环境阳性样本， 其余农贸批发

市场、大型超市均为阴性。

庞星火介绍， 在对从业人

员主动筛检中，对 1940 名市场

从业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在

新发地采集的 517 件样品中，

有 45 人咽拭子阳性，另在海淀

一农贸市场中发现 1 例阳性，

是 1 例新发地确诊病例的密切

接触者。 上述 46 人目前无临床

症状， 已纳入严密管理和观察

中。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发

言人高小俊说， 鉴于新发地农

贸批发市场中人员发现确诊病

例， 其环境样本中检测出核酸

阳性，北京市将对 5 月 30 日以

来与新发地市场有密切接触的

人员开展核酸检测， 卫生健康

和公安部门正在制订筛查方

案，将以区为单位进行筛查，具

体方案将在 13 日公布，请公众

关注。

高小俊表示， 目前北京市

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机构已达

到 98 所，日最大检测能力可达

9 万多人，可以适应人群检测方

面的需求。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代

区长初军威介绍， 目前已摸排

丰台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139 人，全部实施集中隔离。 此

外， 市场周边 3 所小学、6 所幼

儿园已返校的班级立即停课，

未返校的班级暂缓复课。

北京新增 4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活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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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3 日通

报，6 月 12 日 0—24 时，3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11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5

例（天津 1 例，上海 1 例，广东 1

例，海南 1 例，四川 1 例），本土

病例 6 例， 均在北京； 无新增死

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2

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635 人，无重症病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66

例 （无重症病例）， 现有疑似病

例 1 例。 累计确诊病例 1808 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742 例，无死

亡病例。

截至 6 月 12 日 24 时， 据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 现有确诊病例

74 例（无重症病例），累计治愈出

院病例 78367 例， 累计死亡病例

4634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3075

例，现有疑似病例 1例。 累计追踪

到密切接触者 751383人， 尚在医

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3197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

症状感染者 7 例 （境外输入 5

例）；当日无转为确诊病例；当日

解除医学观察 13 例（境外输入 2

例）； 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

者 98 例（境外输入 48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

诊病例 1596 例。 其中，香港特别

行政区 1108 例 （出院 1060 例，

死亡 4 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 45

例（出院 45 例），台湾地区 443

例（出院 431 例，死亡 7 例）。

国家卫健委：

6月 12 日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1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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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印

发通知，部署实施“2020 年西部

和东北地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

援助计划” ，聚焦贫困地区特别

是深度贫困地区和 52 个未摘帽

贫困县人力资源市场建设。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的援助计划包括 16 个项

目， 分别支持西部和东北地区

15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开展助力脱贫攻坚促摘

帽行动，举办就业重点群体专场

招聘，强化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和

从业人员素质提升，加强人力资

源市场供求信息监测，促进与东

部省份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对口

交流和劳务输出。

2018 年以来，人社部持续开

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助力脱贫攻

坚行动， 举办扶贫专场招聘会或

对接活动 5500余场，累计提供岗

位 127.91万个，帮助实现就业或

达成就业意向 28.53万人。

人社部部署援助西部

和东北地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