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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济南
迈进地铁时代

云南大理洱海今年
实行全年封湖禁渔

新华社电 为有效保护和恢
复洱海生态环境， 优化洱海生态
结构 ， 云南省大理市日前印发
《大理市人民政府关于2019年洱
海全湖封湖禁渔的通告》， 宣布
从2019年1月1日起对洱海实行全
年封湖禁渔。

通告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
行， 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
禁渔期间， 洱海全湖禁止一切形
式的捕捞作业。 对银鱼实行特许
生态捕捞， 捕捞时间、 捕捞区域
及捕捞方式由市洱海保护管理机
构根据监测情况制定具体捕捞方
案按程序报批后执行。

通告明确， 禁渔期间， 禁止
在洱海湖区1966米界桩范围内放
置一切捕捞渔具， 一经查获， 予
以没收。 禁止在沿湖集市、 水产
品加工厂储存、 晾晒、 加工和收
售洱海鱼虾或用人工养殖鱼类冒
充洱海鱼欺诈消费者 ， 一经查
获， 予以没收。

哪些民生新获得将改变你我生活？
新华社电 记者1日从自然资

源部获悉 ， 为加强南海生态保
护， 履行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
职责， 自然资源部在南沙群岛永
暑礁、 渚碧礁、 美济礁建设了生
态保护修复相关设施 ， 2019年1
月1日正式启用。

珊瑚礁生态系统是南沙群岛
的典型生态系统， 保护好珊瑚礁
生态系统是保障南沙群岛乃至整
个南海地区生态安全的关键所
在。 新启用的设施将重点用于珊
瑚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作，
具体工作包括：

一是定期调查评估， 逐步掌
握南沙群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演
变规律， 科学合理确定需要重点
保护和修复的区域。

二是采取自然恢复为主、 人
工修复为辅的方式， 有针对性地
实施保护修复工作， 促进南沙群
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三是探索创新保护修复技术
方法， 因地制宜开展珊瑚礁保护
修复试验， 逐步建立适合南沙群
岛生态特点的保护修复技术方法
体系。

告别2018，迎来2019。 新的一
年，个税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更
多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生娃、入
托、上学、用药等方方面面都将发
生深刻变化。 2019，哪些民生新获
得将改变你我生活？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可以
申报了

包括子女教育 、 继续教育 、
大病医疗、 住房贷款利息、 住房
租金、 赡养老人等6项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于2019年1
月1日起实施。 纳税人可以按规
定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进一
步享受个税改革红利了。

据介绍， 纳税人的填报方式
有四种： 按照各地税务局公告的
渠道下载手机APP “个人所得
税” 并填写； 登录各省区市电子
税务局网站填写； 填写电子信息
表； 填写纸质信息表。 电子和纸
质信息表都可以在各省区市税务
局网站下载。 其中， 选择在扣缴
单位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 可以
直接将纸质或者电子表提交给扣
缴单位财务或者人力资源部门，
也可以通过手机APP或互联网
WEB网页填写后选择推送给扣
缴单位。

由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
所得税APP软件已于近期上线 ，
其中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填报功能

2018年12月31日正式上线使用。

1000万左右贫困人口
脱贫

2019年， 我国将进一步聚焦
深度贫困地区、 特殊贫困群体和
影响 “两不愁三保障” 的突出问
题 ， 确保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000万左右。

随着脱贫攻坚持续发力， 贫
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但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饮
水安全 、 义务教育阶段孩子辍
学、 仍有少量贫困群众没有参加
医保 、 危房改造存量任务较多
……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核准底
数， 研究对策， 统筹解决。

2019年我国将做好 “三区三
州” 和199个深度贫困县脱贫攻
坚。 大力解决贫困人口 “两不愁
三保障” 突出问题。 通过确保真
脱贫、 保持政策稳定、 建立稳定
脱贫长效机制等措施防止返贫。
可以预期， 通过各方共同努力，
贫困地区条件将进一步改善， 贫
困群众的收入和获得感将进一步
提升。

“无痛分娩”不再遥远
2019年， 分娩镇痛试点将在

全国开展。
在疼痛指数中， 分娩疼痛仅

次于烧灼伤痛， 居第二位。 让无

数女性为之身心俱疲， 甚至让不
少产妇痛不欲 “生”。 然而， 作
为减轻分娩疼痛的有效手段， 分
娩镇痛在我国的实施比例却不足
10%。

满足越来越多的孕产妇无痛
分娩需求， 更是 “全面二孩” 时
代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政策将帮
助更多家庭减轻痛苦， 让新生命
的到来满载甜蜜。

规范小区配套幼儿园建
设使用

不少小区入住多年， 承诺中
的配套幼儿园却迟迟不见踪影。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
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
见》 规定， 2019年6月底前 ， 各
省 （区、 市） 要制定小区配套幼
儿园建设管理办法。 配套幼儿园
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 ， 办成公
办 园 或 委 托 办 成 普 惠 性 民 办
园 ， 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 。
对 存 在 配 套 幼 儿 园 缓 建 、 缩
建 、 停 建 、 不 建 和 建 而 不 交
等问题的， 在整改到位之前， 不
得办理竣工验收。

“部编本” 将覆盖义务
教育阶段所有年级

2017年9月起 ， 全国义务教
育阶段公立中小学初始年级的语
文、 历史、 道德与法治3个科目

启用教育部统编教材 。 到 2019
年， “部编本” 将覆盖义务教育
阶段所有年级。

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和革命传
统教育， 是贯穿三科教材编写的
原则。 在新的统编语文教材里倾
听民族心灵的声音； 历史新教材
以史实为基奠， 为每一位学生建
立起国家认知； 道德与法治新教
材着重培养学生树立法治意识、
公民意识。

多种抗癌药和罕见病药
原料实行零关税

2019年进出口暂定税率等调
整方案明确 ， 自2019年1月 1日
起， 我国对706项商品实施进口
暂定税率， 对94项能源资源产业
商品不再征收出口关税。 其中药
品原料方面包括多种抗癌药原料
和罕见病药原料， 2019年暂定税
率均为零。

2018年5月1日， 我国已取消
包括抗癌药在内的28项药品进口
关税。 调整后， 除安宫牛黄丸等
我国特产药品、 部分生物碱类药
品等少数品种外， 绝大多数进口
药品， 特别是有实际进口的抗癌
药均将实现零关税。

未来， 药品价格将更趋于合
理， 切实减轻百姓用药负担。

据新华社

从“产业园区”迈向“文化园区”

南沙群岛生态保护
修复设施正式启用

红墙厂房 、空中廊桥 、脱硫
塔……

小柯剧场、3D想像博物馆、奥
迪亚太研发中心……

老旧厂房是城市的工业遗
存，也是城市的文化富矿。隆冬季
节，记者走进占地22万平方米、以
“751D·PARK” 命名的北京时尚
设计广场， 仿佛走进历史和未来
的交汇点：作为“一五”计划期间
国有重点工业项目所在地， 这里
曾经供应北京三分之一的煤气。
如今， 工业时代的痕迹在这里随
处可见， 而一个个建筑里却别有
洞天。

从北京曾经最主要的煤气
厂， 到如今以设计见长的文化创
意园区， 在北京，751、798等一大
批老旧厂房在新时代里正进一步
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罐子”里的新天地
751时尚回廊，是在10个12米

高、直径约5米的脱硫罐基础上改
造而成的。 其中，751设计品商店
就位于时尚回廊的一层。

“光设计不行， 必须有交易，
才能形成闭环，经过策划，我们在
2017年建起了这个设计品商店。”
商店运营总监覃宝钢说。

设计品商店里80%是国外品
牌，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有，产
品多是实用生活用品。

“我们通过一些国际展会寻
找优秀展商作品， 在商店里进行
展示和交易， 让更多国内设计师
在这里就能感受到先进的设计理

念。”覃宝钢说。
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

时尚回廊里已经有了 “年味儿”：
以陕西凤翔、 苏州桃花坞等地年
画作为设计素材的红包， 陈列在
店内展示架上，十分喜庆。

印有火车头、 大罐等图案的
杯垫、笔记本、丝巾……在一处琳
琅满目的展台前， 覃宝钢告诉记
者：“这些都是我们园区设计师的
作品……”

直径67米、高16米、15万立方
米……一个巨型铁罐内， 工人们
正在为一场时尚活动搭建场地。

北京原来有7个这样的巨型
煤气罐， 除了751分别于1979年、
1997年建成的 “79罐”“97罐”，其
余都已拆除。

“从中国国际时装周到中国
国际大学生时装周， 这些 ‘大罐
子 ’ 里 每 年 举 办 的 文 化 创 意
活 动 多达500多场 。” 北京市朝
阳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郭琪说。

工会图书馆里的 “绿色
阿凡达”

楼梯内侧墙上满是植物的
“垂直花园”， 桌前和空中满是绿
色植物的餐厅……走进751挂有
“珍爱时刻BOTANICA植物园 ”
牌子的两层普通小楼， 一片生机
盎然。

这里原本是国营751厂的工
会 图 书 馆 ，2年 多 前 被 台 湾 设
计 师 高意静打造成了一个汇聚
了300多种3000多株植物的“魔法

铺子”。
一个个玻璃器皿里， 一个个

大小不一、 圆形或特定形状的苔
藓鲜绿欲滴，设计感十足……

“这些苔藓构成自给自足的
生态系统 ， 可以设计 ， 可以饲
养。” 高意静想把这个在工业遗
产基础上打造的植物园建成 “绿
色阿凡达”， “我想唤起人们欣
赏自然、 了解自然、 爱护自然的
意识。”

相较于以当代艺术展示出名
的798，751以 “设计引领 ”独树一
帜：统计显示，目前入驻751园区
的设计师工作室及辅助配套类公
司130家，包括时尚设计、工业设
计、汽车研发、家居研发、科技孵
化器等。

老旧厂房是城市文化的
“金山银山”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北京后，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为“牛鼻子”的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稳步推进。 伴随疏解整治促
提升行动， 北京加快发展 “高精
尖”产业，在减量发展中实现高质
量发展， 朝阳区更是成为全国第
一个部市合作的国家文化产业创
新实验区……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重
要途径，就是旧厂房的改造利用。

将 “加快工业厂房的功能转
型和改造升级” 写入朝阳区 “十
三五” 规划， 发起成立全国首个
老旧厂房保护利用与城市文化发
展联盟……近年来， 从自发到自

觉， 朝阳区聚焦重点区域， 打造
典型园区， 转型升级后的文创园
近60家、 改造建筑规模超过280
万平方米。

751园区与时尚“结缘”；铜牛
电影产业园前身是北京铜牛京纺
物资公司的库房， 如今入驻的企
业涵盖了电影产业链上下游各环
节； 懋隆园区由始建于1964年的
外贸三间房仓库改造而成， 产业
突出创意研发……

“20年前，人们对老旧厂房的
再利用，就是觉得放在那可惜，想
快点租出去， 有点收益就可以。”
朝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国家文
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委会主任丰
春秋说，如今，明确的产业定位和
聚焦， 成为北京老旧厂房再利用
的特点之一。

不仅朝阳区， 北京市也在加
快老旧厂房的升级转型步伐 ：
2017年12月31日，北京市印发《关
于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
间的指导意见》。

统计显示， 北京市腾退老旧
厂房达242个，已经转型利用的老
旧厂房占地面积601万平方米，正
在转型改造的占地138万平方米。

“老旧厂房转型利用的理念
也在升级。”丰春秋说， 入驻企业
不在量多而在精， 在品质、 在效
益。 从 “产业园区” 到 “文化园
区”， 各种文创园区正日益融入
人们生活， 成为城市生活中的细
胞和要素， 最后的目标是实现城
市的更新。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2019年元旦，济南
轨道交通1号线通车， 这标志着
“泉城”济南正式进入地铁时代。

上午10时许， 济南市民辛安
坐上了轨道交通1号线， 成为首
批体验济南地铁的市民之一。 他
说： “济南人都盼望着地铁， 但
因为要保护泉水， 修建地铁特别
慎重， 今天终于开通了， 我从心
底感到高兴和振奋。”

1号线是济南开工建设的首
条地铁线路， 于2015年7月16日正
式开始试验段建设。 1号线南起
工研院站， 北至方特站， 途经长
清区 、 市中区 、 槐荫区 ， 全长
26.1公里， 是一条高架与地下相
间的地铁线路。 全线设11座车站，
其中地上站7座， 地下站4座。

据设计师介绍 ， 1号线选址
主要是为了离泉水核心区稍微远
点， 又能够有实验价值， 积累保
泉经验。 “当时， 我们从谨慎再
谨慎角度出发， 按照先外后内的
原则， 逐步积累保泉的经验。”

———北京老旧厂房转型升级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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