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江西京天律师事务所万小荣 电话：8569802 13657988888 社 址：广场北路501号 邮政编码：333000 承印：景德镇日报印务出版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赣第00309号
新闻采编中心:8281661 8284418 专版专题中心:8281160 总编室:8282024 办 公 室:8281493 广告发行中心:8282179 8288846 声明:本报记者稿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余露 责任校对：董倩莹 电话：（0798）8284418 邮箱：jdznews0798@163.com时 事A4 2019年8月13日 星期二

开
奖
公
告

双色球 第2019093期

中奖号码 05 07 08 09 20 22 +02

3D 第2019217期

中奖号码 3 6 1

15选5 第2019217期

中奖号码 01 06 08 11 13

东方6+1 第2019093期
中奖号码 3 7 7 8 2 9+马

七乐彩 第2019093期

中奖号码 05 07 13 14 18 20 21+26

奖池累计金额 89，220，000中
国
福
利
彩
票

扶
老
助
残
救
孤
济
困

新华社上海8月11日电（记者 陈云富 何欣荣）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职业经理人制度、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
配……上海市国资委近日表示，目前上海的市属竞争性
国企中，已有85%的企业集团制定了激励推进方案，形
成了“一企一方案”的路线图。

作为地方国资重镇，上海的地方国企资产总额已超
19万亿元。构建和企业发展战略相协调、与市场规则相
适应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是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上海国资委系统
通过各种形式实施正向激励项目70余例，仅今年上半年
就完成7例股权激励项目，其中上市公司4例。

推动创新发展，是国企激励方案的重要目标之一。
上汽集团围绕“电动化、智能网络化、共享化、国际
化”的发展战略，对新设科技型创业企业同步实施股权
激励。上汽旗下的车享家公司作为一站式汽车服务平
台，在2015年实施股权激励后，营业收入从当年的3亿
元快速增长到2018年的20.1亿元，还完成两轮融资。

实施激励的同时，上海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防止
企业片面追求规模速度。申能集团所属上海诚毅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实行决策风控人员跟投制度，将管理团队与
基金投资进行风险捆绑、利益共享，今年已按期完成4
家所投企业的退出。

“下一步，上海市国资委将结合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
改革试验，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加快构建长效激励约束
机制，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上海市国资委主任白廷辉表示。

据介绍，上海市国资委将进一步制定股权激励政策
指引，指导企业综合运用好各种激励政策和工具，同时
进一步优化业绩考核指标，推动重点激励项目落地，建
设全过程动态监管体系，保障出资人权益，防范潜在风
险。

新华社成都8月11日电（记者 余里）四川卧龙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10日对外发布植物新种——巴朗山
雪莲。

新物种是分布于海拔4400-4700米高山流石滩的一
种雪莲，存在于海拔最高的生态系统高山冰缘带中。中
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对该物种进行形态学研究及DNA分
子分析，证实其为一新物种，并根据分布区域的唯一
性，确定其为四川特有种。

巴朗山雪莲，叶子长条呈锯齿状；苞叶，即雪莲的
“莲花瓣”为少见的黑色，边缘条状裂开；植株表面被腺
毛和长节毛覆盖；从形态上与已知的其他种类的雪莲差
异较大，此外这个种还具有刺鼻性芳香气味。

据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卧龙保护区的分别调
查，初步发现其分布的区域非常狭窄，保守估计小于
500株。根据植物所对川西的广泛调查，确认巴朗山是
其目前所知的唯一产地，参照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的标准，认定这种雪莲为“极度濒危”等级。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段兆刚
表示，卧龙保护区已经针对巴朗山雪莲开展了监测调
查，以期尽快摸清该物种在区内的分布状况和具体的
种群数量，为下一步制定合理的保护策略作准备。目
前保护区已采取了相应的管制措施，减少人为干扰和
破坏。

上海85%竞争性国企制定激励推进方案

四川卧龙发现新物种——巴朗山雪莲

新华社伦敦8月10日电 一些有肥胖、慢性高血压等
风险因素的孕妇在妊娠期容易患糖尿病。英国在这方面
的一项新研究说，孕妇采用地中海饮食，有助于降低在
妊娠期患糖尿病的风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
期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
他们在2014年至2016年间调查了英国的1252名孕妇，这
些孕妇均有代谢性疾病风险因素，如肥胖、慢性高血压
或高甘油三酯血症，这意味着她们在妊娠期出现糖尿
病、中风等疾病的风险较高。

这些孕妇被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采取地中海饮
食，减少了红肉、黄油、奶油的摄入，同时避免含糖饮
料、快餐和富含动物脂肪的食物；对照组则照常饮食。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地中海饮食组女性在孕期的
增重少了大约1.25千克，患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
35%。

地中海饮食是一种特殊的饮食方式，强调多吃坚
果、橄榄油、果蔬、鱼类、非精制谷物、豆类等食物，
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国家。

研究人员说，虽然地中海饮食似乎没有改变先兆子
痫等某些妊娠相关疾病的风险，但分析结果显示，对于
妊娠期糖尿病来说，这种饮食方式还是有降低发病风险
的效果。

地中海饮食有助降低孕妇糖尿病风险

我的我的““战友战友””叫叫““南昌南昌””

新华社银川8月11日电 （记者 何晨阳）虽然是
暑假，但9岁的侯天润早晨7点就起床洗漱，他巴不
得一步就跨到篮球场去。

侯天润这几天在参加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举
办的青少年篮球夏令营，每天近6小时的训练强度虽
大，但他的热情丝毫不减。

“早就准备暑假给孩子报个篮球班锻炼身体，没
想到体育部门开办了夏令营，不仅免费训练，而且服
装也是免费的。”侯天润的母亲郑永丽说。

和侯天润一样，暑假有免费学习篮球的机会，让

8岁就开始打篮球的王喆很兴奋。“暑假我一般在家看
电视，这次篮球夏令营让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也让
我能运动出汗，很开心。”王喆说。

虽然是免费篮球夏令营，但教练教得一点也不
“廉价”。“一开始，我还担心免费夏令营，教练是否
用心，来看了后才发现想多了。”郑永丽说，教练教
得非常认真，她还在现场录了不少小视频，准备课后
给孩子“开小灶”。

“没想到孩子们暑期玩篮球的热情这么高，两期
共220个名额我们还想万一报不满怎么办，没想到消

息发出两小时，就报满了。”主办方宁夏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宣传部副部长乔玉蕾说，本次篮球夏令营面向
宁夏全区招募6—15周岁的青少年免费参加，主办方
不仅为学员购买了意外伤害险，还给每个学员赠送一
套篮球训练服。

这不是宁夏体育部门首次举办免费体育夏令营。
去年暑期，宁夏体育局就曾联合多个单项体育协会，采
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给青少年暑期生活添“动力”。
乔玉蕾表示，考虑到暑期青少年如此高涨的运动热情，
明年可能会研究将免费夏令营活动向农村地区拓展。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北京市人民政府指导的中国
“网络文学+”大会日前在京举行。大会发布的《2018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网络文学平台发布的
新作品中现实题材占比达65%，同比增长24%。数字
背后，反映出当前网络文学创作青睐“现实书写”。

本届“网络文学+”大会以“网络正能量·文学
新高峰”为主题。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冯士新在会上
透露，当前我国网络文学读者规模达4.3亿人，网络
文学作品总量超过2400万部，其中签约作品近130万
部，每年新增签约作品24万部。国内重点网站签约作
者约61万人，另有上千万作者参与创作。

随着网络文学飞速发展，近年来，网络文学作品
题材更加丰富，在玄幻、仙侠、悬疑、言情等题材
外，现实题材创作明显升温，许多彰显时代风采、洋
溢着生活气息的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如，《遍地狼
烟》《网络英雄传》先后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大江东
去》《蒙面之城》分别入选“五个一工程”和老舍文
学奖；《写给鼹鼠先生的情书》《散落星河的记忆》等
登上年度“中国好书”榜。

“现实书写”成为本届“网络文学+”大会的关键
词。在大会期间举办的“现实书写 时代映像”分论

坛上，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王野霏表示，网络文学
的繁荣发展，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丰富
了文学创作的内容形式。现实主义风头正劲，首先得
益于政策导向，提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引领了
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其次符合人民期待，网络文学
已从边缘位置一跃登上了最主要的舞台，成为深受群
众喜爱的文学类型，必然要与时代同步伐；第三是顺
应市场潮流，网络文学发展需要捕捉热点，开辟新的
疆土。

“现实题材作品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态势，越来越
多的网络文学作者将目光倾注于广阔的大地和沸腾的
生活，书写时代风貌。”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
院长肖惊鸿说，现实题材创作，让网络文学发展重现
新的活力。

“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
事，是文化行业参与者共同的责任与使命。”阅文集
团高级副总裁张蓉介绍，为了大力发掘现实主义题
材，阅文集团已连续四年举办现实主义题材征文大
赛，通过这一机制鼓励作家更多尝试现实题材创作。

“我们希望网络文学的内容是多样化的，作家能够深
入生活，观照现实，把充满正能量的作品带给用户。”

现实火热，也让网络文学找到了新的产业增长
点。网络文学处于文化创意产业最前端，是游戏、影
视、动漫等文娱产业的“源头活水”。近年来，优秀
网络文学原创作品版权得到深度开发和多重使用，用
原创精品有力拉动了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带动了整个
行业的转型升级。据统计，2018年通过网络文学改编的
网络游戏收入达到130亿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游戏
作品同质化倾向，增强了国产游戏的市场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网文出海”热度不减，全球圈粉。
截至2018年12月，中国面向海外输出的网络文学作品
数量超过1万部，覆盖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地区。
一些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作品受到追捧，成为海外读
者了解当今中国的窗口。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反映时代风貌，体现时代
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冯士新说，即将迎来
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给文
学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资源。当前，网络文学
优秀作品相对不足，内容供给还处在“量大管饱”阶
段，网络文学应坚持走精品化、高质量发展之路，在
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实现自身发展。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现实题材超半数 网络文学青睐“现实书写”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免费体育夏令营为青少年暑期添“动力”

这是原 163 号南昌舰 （8
月8日摄）。

停靠在江西省南昌市红谷
滩新区凤凰洲的原163 号南昌
舰，是当地军事主题热门景点
之一。对曾在海军服役多年的
退伍军人杨双峰而言，它是心
中割舍不下的“战友”。

2004年，在某驱逐舰支队
工作的杨双峰被调到原163 号
南昌舰负责动力保障和安全工
作。2016年9月，南昌舰正式
退役，随后被移交给南昌市。
作为最后一任机电长，杨双峰
放心不下这位“战友”，他说
服家人，把家从大连搬到南
昌，成为舰上一名工作人员。
此后，原163 号南昌舰被打造
成军事主题公园，成为国防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向公众开放。
杨双峰带领团队在舰上为游客
讲解，并进行日常维护保养。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桑葚、樱桃、枇杷、桃子、李子水果成熟
期间，每天都有数百人来果园赏花、拍照，采
摘。”每当看着自家果园的水果丰收，马小英就
难掩喜悦。

马小英的果园在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河
镇川主社区北岭山。该县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不过，随着生态农业、康养产业等项目
的发展，当地已先后实现65个贫困村、5.03万
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由15.7%降为2.6%。
今年上半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石柱土家族自
治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如今，三河镇的生态农业在重庆小有名气。
记者近日来到北岭山，远望生态果园宛如一片绿
色的海洋。一阵微风吹过，果香味扑鼻而来，令
人心旷神怡。谁曾想，几年时间，杂草丛生的荒
地如今变成了“花果山”。

2012年，得知家乡要发展生态农业和观光
农业，在广东打工的马小英决定返乡创业。在父
亲和丈夫的支持下，她承包了当地1200余亩荒
山闲地，成立了生态农业公司，种了17种果树。

马小英介绍，公司采取的是“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她算了一笔账，农民通过土地入
股，每年年底按照旱地每亩400元、水田每亩
700元的标准分红，贫困户土地流转分红价格按
照一般农户上浮50%计算，每年的总分红达72

万元左右。
她告诉记者，公司还通过入股基金分红的方

式，吸纳了40户贫困户入股，每户入股5万元
参与分红，每年户均分红3000元。另外，公司
还参与村集体经济建设，引入三河镇蚕溪村资金
30万元，每年分红1.8万元。

“我们在这里干活，70元一天，既可以打工
挣钱，也方便照顾家庭，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日近中午，刚从果园扛着锄头收工回家的村民陈
世会高兴地说。在马小英的果园，像陈世会这样
的务工村民有40位，其中建卡贫困村民有25
位，每年支付务工村民的工资50余万元，务工
村民年增收1万元以上。

为了发展生态农业，果园坚持使用农家肥。
在果园道路两侧，记者看到了堆积成小山的菌包
料、牛粪、菜籽饼等农家肥料，10多名务工人员
正在施肥、除草。果园还利用太阳能灭虫灯，通
过技防避免使用农药。

为了在园区打造出花香步道，马小英还特意
从云南选购了向日葵、美人蕉、玫瑰等花卉，栽
种在园区近20公里长的步行道和车行道两边。
接下来，她的心愿是建设农产品展示厅、农耕文
化展示厅、农耕文化体验区，目的是让更多城里
人感受大山、农田的魅力。

（新华社重庆8月10日电）

马小英的花果山
黎华玲 隆太良 陈秀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靶向药物递送系统可以保留

肿瘤周围健康组织，对有效治疗癌症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种
方法只在药物中靶时才奏效。美国西北大学研究小组开发了
一种新方法，可通过实时分析载药纳米颗粒的运动模式，来
确定药物能否中靶。

长期以来，医学界一直在寻找替代放化疗等传统癌症治
疗手段的新方法。化疗和放疗除损害患病细胞外，还会损害
健康组织，为患者带来痛苦甚至危险副作用。靶向药物递送
系统则可以直接把药送至病变部位，其副作用比传统治疗手
段要小。然而，靶向药物递送系统面临的问题是，当载药纳米颗
粒进入人体时，与蛋白质的结合会阻碍纳米颗粒的靶向能力。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化学学会·纳米》月刊上发表报
告称，他们通过研究癌细胞膜上用以载药的星状金纳米颗粒
发现，这种纳米颗粒的移动范围更大、旋转速度更快，即使被
蛋白质包围，仍能保持其独特的标志性运动，表明它们的靶
向能力不受抑制。

星状金纳米颗粒，是一种治疗癌症的新材料。之前的研
究表明，金属或其他材料的微粒能够被送往一个肿瘤，进而
被激光或磁场所操控，并最终通过加热恶性肿瘤细胞来消灭
它们。而与球状微粒相比，一个多尖的星状物能够产生更高
的温度。

领导这项研究的西北大学化学教授特丽·奥多姆说，这
些信息未来可用来比较不同纳米颗粒的特性，如颗粒大小、
形状等，并用以改进纳米颗粒作为靶向药物载体和传递剂的
功能。奥多姆团队目前正在筛选经过工程处理的纳米颗粒，
以确定它们的靶向功能能否在吸附蛋白存在的情况下得以
保留。

新方法有助确定抗癌靶向药能否中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