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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 9日电 （记者严
冰）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9 日
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自1999年
启动实施两轮退耕还林工程以来，
中国已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5 亿多
亩。其中，两轮退耕还林还草增加
林地面积 5.02 亿亩，占人工林面积
的42.5%；增加人工草地面积502.61
万亩，占人工草地面积的 2.2%。退
耕还林工程总投入超过 5000 亿元，
相当于两个半三峡工程的投资规模。

从2014年起，我国实施新一轮
退耕还林还草。到目前，国家共安
排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任务5989.49
万亩，其中还林5486.88万亩，还草

502.61 万亩，涉及河北、山西、内
蒙古等22个省 （区、市） 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目前，新一轮退耕还
林还草中央已投入687.6亿元。新一
轮退耕还林还草 6 年来，工程实施
规模由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总体
方案》时的4240万亩扩大到目前的
近8000万亩，工程实施省份由2014
年的14个省 （区、市） 扩大到目前
的22个省 （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

据评估，全国退耕还林工程
每年产生的生态效益总价值量为
1.38 万亿元，相当于工程总投入的
2.7倍。

中国10年退耕还林还草逾5亿亩

在现今工业发达、人口稠密的长三角
地区，还能为动、植物保护好一片自然环
境吗？7月5日从第 43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传出信息，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国黄 （渤） 海候
鸟栖息地 （第一期） 被批准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成为我国首个滨海湿地类型的
自然遗产。从而表明，答案应该是肯定
的。

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
期） 提名地和缓冲区面积超过 22万公顷，
地处长三角城市群的江苏盐城市沿海滩
涂。盐城市科学把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辩证关系，近30年来，全市年地区生产总
值翻295倍；与此同时，境内2000多种生
物得以自然繁衍。

“盐城海岸线绵延582公里，拥有太平
洋西岸和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的海岸型
湿地，面积达 77 万公顷，是大自然的馈
赠，同时也成为一道没有先例的生态保护
考题。”盐城市申遗办主任吴其江介绍
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盐城即开始由
市、县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参与的生态保护
接力。盐城在沿海滩涂建立珍禽和麋鹿两
个自然保护区，使这片目前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潮间带滩涂，得以保持完好的原始自
然生态环境。

在多年沿海大开发和城市化浪潮中，
盐城坚持进行严密科学论证，实行海岸

“节点开发”模式，留下了大片生态走
廊，盐城市划定生态红线保护区域占国土
总面积 23.5%。与此同时，盐城严格坚持
绿色发展，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围绕汽车、新能源、电子信息
主导产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先后入
选全国首批新能源示范城市、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 （海上风电） 区域集聚发展试点
城市。1978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只有18.6

亿元，2018年达到5487.1亿元。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经济实力增强给盐城市生态保护投入提供
保证。盐城打造沿海百万亩生态防护林；
实施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市建设，完
成投资 165 亿元，23 项考核指标全部完
成；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江苏最优。

“盐城是全国罕见的同时具备森林、
海洋、湿地三大生态系统的地区，还是国
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北京林业大学自
然保护区学院院长雷光春由衷感叹。目

前，盐城滨海湿地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
丰富的区域之一。

现在，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 不仅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野
生丹顶鹤越冬地和麋鹿自然保护区，还是
全球数百万迁徙候鸟的停歇地、换羽地
和越冬地。保护区为 23 种具有国际重要
性的鸟类提供栖息地，支撑了 17 种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物种的
生存，包括 1 种极危物种、5 种濒危物种
和5种易危物种。

盐城滨海湿地这样跻身“世遗”
杨亦周

本报北京7月9日电（记者聂传清） 潍
坊新编历史吕剧 《板桥县令》 晋京会演新
闻发布会9日在此间召开。该剧作为山东省
唯一入选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作品，将
于 7 月 11 日在中国评剧大剧院进行汇报演
出。届时，将为首都人民献上一部集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精品力作，
成为潍坊市一张时代印记鲜明的城市艺术
名片。

该剧讲述了潍县县令郑板桥体察民
情、不畏强权，与豪绅污吏斗智斗勇，将
冤案平反昭雪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
人心弦。该剧深刻诠释了郑板桥清正廉明
的为官从政之道和他“一枝一叶总关情”
的为民情怀，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印记、
紧扣时代主题，以史为镜，关照当下，极
富思想意义和观赏价值的黑色讽刺喜剧。

据潍坊艺术剧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尹文
军介绍，《板桥县令》由潍坊艺术剧院有限
公司创作排演，自 2018 年 1 月首演以来，
在全省巡回演出近 50 场，产生广泛影响。

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是由中央宣传部、
文化和旅游部共同主办的全国性展演活
动。6 月 17 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 2019
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参演作品名单，

《板桥县令》成功入选。
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高东洋介

绍，近年来，潍坊市全面推进文化领域改
革创新，文化事业不断取得新成绩。全市
有5个项目获评山东省文化创新奖，10个县
市创建成为全国和省级先进文化县，16 个
县市区、镇街创建成为“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山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潍
坊的风筝会、中国画节等文化会展业不断
壮大，书画产业年交易额达200亿元；风筝、
年画、核雕等民间艺术品和传统手工艺品销
往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青州古城、诸城恐龙
游等文化旅游特色鲜明；数字出版、VR、
动漫、影视等新兴文化产业迅速发展。

高东洋说，“文化产业日益成为推动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力量，成为深
深植根于潍坊人心中的自信之源。”

本报北京 7 月 9 日电 （邱海
峰、潘瑾瑜）“第 19 届亚太零售商
大会将于2019年9月5日至7日在重
庆举办。”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姜明
在日前举办的第19届亚太零售商大
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

姜明表示，亚太零售商大会时
隔14年后二度在华落地，印证了中
国零售业的国际地位正日益凸显。
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有望突破40万亿元。据悉，本届亚
太零售商大会的主题是“新零售、

新消费、新动能——合作与共享”，
由主论坛和13个分论坛组成。目前
已有近千名国内零售相关企业高管
报名参会。国际方面，日本、韩
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
已有600多人报名参会。

亚太零售商大会是世界三大零
售盛会之一，由亚太零售商协会联
盟发起，该联盟成立于1989年，由
亚太地区19个国家和地区颇具代表
性的商业行业协会组成。本次会议
主办单位为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亚太
零售商协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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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零售商大会9月在重庆举行

本报北京7月9日电 （记者潘旭涛） 国家
知识产权局在 9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今
年上半年主要工作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国外在华知识产权申请量达到7.8万件，同
比增长 8.6%。这表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
业、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的动力不减，全球创新
主体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充满信心。

国外在华申请量较快增长

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外在华发明专利申
请量达到7.8万件，同比增长8.6%；国外在华商
标申请量为12.7万件，同比增长15.4%。分国别

来看，日本、美国、德国位居在华发明专利申
请前 3 位，美国、日本、英国位居在华商标申
请前3位。

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葛树表
示，非本国居民知识产权申请数量是反映一个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营商环境的“风向
标”和“晴雨表”。国外在华发明专利、商标申
请量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是与今年以来外商在
华直接投资的增长态势相协同的，说明外国企
业加大在华投资力度的同时，继续加快在中国
的知识产权布局，表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
业、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的动力不减。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任
胡文辉介绍说，2019年上半年，中国主要知识
产权指标符合事业发展预期，知识产权综合实
力稳步提升。截至 2019 年 6 月底，中国国内

（不含港澳台） 发明专利拥有量为174万件，中
国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2.5 件，较
2018 年底增加 1 件，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
确定的12件目标。

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结构不断优化。上
半年，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中，职务发明所

占比重达到91.2%，较2018年同期提高5.7个百
分点；个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同比下降46.0%，所
占比重持续走低。葛树认为，这表明创新主体
正在主动调整和规范自身的申请行为，中国知
识产权申请注册由数量增长阶段转为结构优
化、质量提高的更高阶段。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受到海内外普遍关注。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张志成介
绍了上半年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重要措施，包
括重点部署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与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加强网购和进出口
领域知识产权执法；探索发挥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在知识产权侵权假冒在线识别、
实时监测、源头追溯中的作用；健全知识产权
海外纠纷应对机制，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知
识产权信息资源支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组织
及各国知识产权机构的合作，积极开展与跨国
企业、国际协会以及外国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
权保护业务交流等。

今年上半年国外在华知识产权申请稳增

外企对中国营商环境有信心

进入暑假，湖北省
通城县各村“农家书屋”
向留守儿童开放，孩子
们在这里借阅自己喜爱
的图书，有的还把暑假
作业拿到这儿来写，辅
导员为留守儿童答疑解
惑，讲革命传统故事等，

“农家书屋”成为孩子们
暑假的好去处。图为 7
月 9 日，通城县麦市镇
冷段村的留守儿童在

“农家书屋”看书。
刘建平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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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新干县将中国传统的民族元素融入学生日常的艺术教育
中，通过开设兴趣班、举办艺术展演等形式，在全县刮起一股舞蹈艺
术教育的“中国风”。图为学生日前在新干县影剧院表演具有戏曲脸谱
元素的舞蹈节目《传承》。 李福孙摄 （人民视觉）

舞出艺术教育“中国风”

安徽省亳州市文化馆日前举办“人人有艺”暑期免费公益培训活动，为
广大青少年免费培训古筝、古琴、舞蹈、非洲鼓、棋类、陶艺等项目，丰富
青少年的假期生活。图为7月9日，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古筝。

刘勤利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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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地区生产总值近30年翻295倍，去年达5487.1亿元；
2000多种自然生物，在域内正常繁衍——

7月5日，在阿塞拜疆举办的第43届世界自然遗产大会上，委员会审议通过盐城
黄海——申报名称为“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 ”为世界自然遗产。
位于盐城的该项目成为我国第54处世界遗产、江苏首项世界自然遗产，填补了中国
滨海湿地类型遗产空白，成为全球第二块潮间带湿地世界遗产。

孙华金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