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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管理绿色宜居城市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城市建设博览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本 报 讯 （记者 张 宝 珍）2017年10月12日，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批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支持、中国建
筑文化中心主办，主题为
“
统筹规划建设管理，建设绿色
宜居城市”的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城市建设博览会，在北京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隆重开幕。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副主任付殿起表示， 十七届城博
会是在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若干意
见精神这个大背景下举办的，紧贴城市建设的新形势、新
常态，围绕绿色建筑、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及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优秀案例，既是普及城市建设新理念，交流国内外城
市建设先进经验，对城市建设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新
工艺等成果的充分展示， 也是对今后的城市建设工作进
行深入的交流探讨， 展示内容分为综合展示和主题展示
两大部分。
综合展示，主要反映行业学（协）会工作成果及城市
建设优秀案例。 包括中国20世纪建筑经典作品、梁思成建
筑奖获奖作品、田园建筑获奖作品。 其中由中国建筑文化
中心、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主办，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
委员会办公室、 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委会承
办的城市雕塑展，以
“
不忘初心，为时代塑像”为主题，梳
理了建国以来城市雕塑的发展脉络， 综合展示了新中国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核心价值

本报讯 （记者 张宝珍）数字时代下，文化授权产
业未来对接资本的风口和热点在哪里？ 金秋季节，在
2017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文化授权交易会暨授
权专业营销年会上，或许你能够从中找到答案和方向。
本届交易会聚焦新生原创授权力量，主打
“
数字时
代下跨界授权新业态”，围绕
“
艺术；角色、品牌；民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游戏、影视、音乐、设计等综合类”四
大板块， 参展企业覆盖近16个国家以及我国16个省、
市、自治区的IP和品牌授权项目、艺术画廊、博物馆、版
权拥有方、代理方、品牌授权机构、独立工作室、原创个
人、自由设计师等，为观众带来了更多互动与体验，也
为企业、项目和产品创造出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在交易会现场， 时代国际与北京京东方艺云科技
有 限 公 司 针 对 “一 带 一 路 ” 海 外 文 化 实 体 店 引 入
BOE-iGallery显示屏产品项目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旨
在打造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海外示范窗口以及各类文化
交流和传播活动的综合平台。
一站式路演评选深度挖掘优质项目， 助力创新创
业项目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扩大知名度。 其中黑金文创
项目致力于少数民族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
传承； 世界非遗龙泉青瓷艺术品元素衍生品项目走向
世界；
“
泰迪珍藏” 项目作为角色品牌授权典范在稳步
拓展中进行全新尝试等， 今年更精心制作推出都市暖
心音乐剧《泰爱你》，成就了中国原创品牌授权实践的
一次全新尝试。 交易会除了聚集
“
安徒生童话”
“
泰迪珍
藏”
“
Kris-棠丝”
“
蜡笔王”
“
丹麦设计中心”、 申活馆、陆
云华、诸子百家、娘惹瓷、自贸区艺术等拥有丰富授权
产业链及成熟IP外，更致力于推进
“
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在文创领域的深化开拓，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核
心价值不断前行。

三部门
联合下发通知
加强完善4类重点对象农房危改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
办三部门日前联合下发通知，做好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是实现中央脱贫攻坚“两不
愁、三保障”总体目标中
“
住房安全有保障”的重点工
作， 针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危房改造对象认定不准
确、深度贫困户无力建房、补助资金拨付和使用不规
范等问题，要求各地加强和完善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四
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力争到2019年基本完
成、2020年做好扫尾工作。
中央支持的农村危房改造对象应在建档立卡贫
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
家庭四类重点对象中根据住房危险程度确定。 叶 子
本报讯

城市雕塑的发展面貌， 展现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
坚定意志和决心，揭示了城市雕塑的历史使命，用雕塑艺
术表现历史、塑造英雄、弘扬精神、歌颂时代。
主题展示包括
“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国生态园林、
特色小镇等专题， 展示了近年来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
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 其中由中国中铁、中
国电建、中国建筑、中冶京诚、中煤建工、首钢国际、北控
集团、上海市政总院、北京市政总院、威海城投、北京京
投、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北京
建筑大学等33家产业龙头企事业单位发起成立的中国城

城市与农村互动

市地下综合管廊产业联盟展示的综合管廊专题板块，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以“
科技引
“
领、创新驱动、智慧生态”为主题，对地下综合管廊的相关
技术、成果、产品进行了充分展示。
十七届城博会还举办了多场专业配套会议， 有2017
第二届中国城市建设科学发展论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规
划建设分论坛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城市建设博览会综合
管廊专题论坛、2017中国绿色建筑新型产业化与现代化
技术创新战略合作对接交流会、 特色小城镇可实施路径
主题论坛、首届中国城乡建设PPP发展论坛等多场丰富多
彩的配套交流活动。
据悉，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中国
建设会计学会、中国城市燃气协会、中国城镇供热协会、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中国动
物园协会、中国公园协会、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中国
建设教育协会、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
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协办此会， 中国建筑设计院
城镇规划院、筑誉建筑联合会、《小城镇建设》杂志社、北
京中景汇展览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画卷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中文旅特色小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特别协办
此会，北京中建文博展览有限公司、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
际在线城建频道具体承办十七届城博会。

市民与农民牵手

邀您零距离品尝上海米味道
本 报 讯 (记者 张 宝 珍）以
“
安
全、健康、放心”为标签的“上海新大
米”究竟是怎样从田头走上餐桌的？ 昨
日，市农委举办
“
市民与农民牵手、城
—金秋十月上海新大
市与农村互动——
米生产加工观摩及现场品鉴活动”，专
门邀请上海新大米育种、种植、加工、
营销、烹饪、营养等方面的专家和市民
代表150人前往上海新大米主要生产
地区之一的松江区泖港镇实地踏勘、
亲身体验
“
上海新大米”生产、加工、烹
饪全过程，让市民全方位、多角度、近
距离品味上海米稻（味道）。
上海素有
“
鱼米之乡”的美誉，水
稻种植距今已有6000多年历史。 沪郊
区凭借独特的长江冲积平源， 土壤肥

沃，水源充足，气候四季分明，全年无
霜期长，有效积温充裕，具有盛产优秀
稻米的良好生态环境， 生产的国庆稻
大米含有丰富的支链淀粉和微量元
素，米饭色泽晶莹、有光泽，食味清香、
略甜，口感软糯有弹性、冷饭不硬。
国庆期间，
“
上海新大米” 在市民
百姓中掀起一股不小的
“
蓬头”。
“
上海
新大米”究竟好在哪呢？一是鲜——
—从
采收加工完成到摆上货架更快速，阴
冷干燥贮存，味道更鲜；二是优——
—优
选本地大米，生产企业精挑细选，种植
过程严格把控，品质100%可靠；三是
早——
—精选上海早熟水稻品种， 比北
方大米更早上市。外观上白、亮、透，口
感香、软、糯、稠、滑，有咬劲的上海新

大米唤醒了市民对
“
小时候味道”的记
忆。
据了解，自9月22日至10月22日，
来自崇明、奉贤、松江的7家稻米企业
生产的上海市地产新大米， 在市农委
的统一组织下， 先后进入百联集团旗
下联华股份的10家大卖场、43家标准
超市销售，限量供应已达510吨。

上海
“
九九关爱小剧场”创办十载
成大朋友良师益友

本报讯 （记者 张 宝 珍） 10月
9日，由上海市老年基金会、中国联通上
海公司联合主办，上海久久关爱文化中
心承办，新东苑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及上海柏斯琴行有限公司协办的
“
九
九关爱小剧场” 创办10周年纪念庆典
在新东苑·快乐家园慧音剧场举行。 上
海市老年基金会理事长胡延照、上海市
老年基金会副理事长朱匡宇、上海市老
年基金会副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甘维
刚、 中国联通上海公司副总经理王林、
新东苑集团董事长沈慧琴、上海文艺战
线的老领导、老艺术家们以及快乐家园
的长者们等来宾参与此次活动，提前庆
祝重阳佳节的到来。纪念庆典由著名节
目主持人叶惠贤、钱云共同主持。 上海
市老年基金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甘
维刚在致辞中感谢了艺术家们无私的
奉献精神和德艺双馨的艺术涵养。
为顺应上海老龄社会大朋友的精
神呵护，上海市老年基金会于2008年
专门创办了
“
九九关爱小剧场”，组织
部分离退休专业文艺工作者， 深入上
海城乡街道乡镇， 免费为老年居民演
出精彩节目，如今已走过十载，其公益
敬老演出已经连续举行1100多场，受

惠老年观众达到35万多人次，观众满
意率达100%， 并先后获得上海慈善
大奖、 上海市优秀公共文化项目和全
国优秀敬老活动等荣誉。 中国联通上
海公司副总经理王林在致辞中讲述
了，联通与
“
九九关爱小剧场”的不解
之缘。上海市老年基金会、中国联通上
海公司领导为首批获得“
上海九九关
爱明星艺术家” 称号的十名艺术家们
颁发纪念奖杯。
首批九九关爱志愿者们， 如著名
“
富
评弹表演艺术家、上海家喻户晓的
贵嫂” 刘敏老师在现场与来宾们分享
了走进观众家里表演评弹的难忘经
历，并和她的学生，上海市曲艺家协会
会员高孝峰联袂带来一段短篇评弹
《拾鸡蛋》；著名木偶表演艺术家、上海
木偶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刘国栋则为
来宾们献上了经典之作 《百鸟朝凤》；
上海越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杨婷娜、李
旭丹献唱越剧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观灯》； 著名魔术家单海滨带来奇幻
表演；青年杂技表演艺术家张亚栋、姬
腾飞的《太空漫步》精彩绝伦；维也纳
国际钢琴比赛金奖获得者、 波兰著名
钢琴家、教育家彼得·托马斯及其学生
“
肖邦纪念
小小九九关爱志愿者、香港
奖” 国际钢琴大赛一等奖获得者龚暄
妍带来钢琴独奏《波兰舞曲》和四手联
弹《华尔兹舞曲》；著名歌唱家夫妇任

桂珍、 饶余鉴演唱经典金曲 《敖包相
会》；华东师大教授、著名女高音歌唱
家吴睿睿献上《我爱你中国》。 上海市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老领导刘文国为
已故著名滑稽艺术家王双庆、 王双柏
的家属颁发“
上海九九关爱荣誉纪念
杯”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新东苑集团董事长沈慧琴则以九
九关爱志愿者的身份与来宾们分享了
新东苑·快乐家园的先进理念和新东
苑沪剧团的公益演出情况，她表示，快
乐家园以
“
海派文化，智慧养老”为特
色，能为1700位长者提供高品质健康
养老服务， 而新东苑沪剧团则深入基
层，走进社区，经常为广大社区居民送
去精彩的沪剧表演， 其中以养老为题
材的大型现代原创沪剧 《梦中家园》，
更是受到了广大长者和沪剧戏迷的喜
爱。在现场，沈慧琴董事长和国家一级
演员、 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陈瑜和小
小九九关爱志愿者毛 珺 宜， 共同演唱
沪剧
“
芦荡火种”选段《办喜事》。为此，
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向沈慧琴董事长颁
发“
上海九九关爱首家主力剧场”牌
匾，慧音剧场成为了
“
九九关爱”的首
家主力演出场地。 上海市老年基金会
理事长胡延照特向九九关爱志愿者代
表吴睿睿等艺术家授旗，向
“
九九关爱
小剧场”下一个十年的辉煌授旗，预祝
开创上海敬老文化事业更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