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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广州市演艺发布
会昨日还发布了明年的重
要艺术活动。

据介绍 ，广州 2020 年
将举办五大重要艺术活动
包括：2020 广州艺术节 、第
八届羊城国际粤剧节 、第
十三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
周 、中国国际商会 “文化和
旅游产业委员会年会 ”和
“中国国际合唱节·广州”。

届时 ， 俄罗斯玛斯特
卡雅剧院话剧 《静静的顿
河 》、巴黎室内乐团与别列
佐 夫 斯 基 演 绎 的 《 贝 多
芬 》、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
《小二黑结婚 》、 大型原创
话剧 《林则徐 》等优秀剧目
将登陆广州舞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
《林则徐 》由濮存昕 、徐帆
等著名表演艺术家联袂演
出 ， 将于 2019 年 12 月 14
日至 22 日在国家大剧 院
首演 ， 并计划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在广州大
剧 院 演 出 并 开 启 全 国 巡
演。 据悉，这是国家大剧院
首次尝试与地方戏剧院团
合作。

去年 6 月， 夏顺安及其组织
成员在洞庭湖内大规模修筑非法
矮围， 破坏洞庭湖生态环境的恶
劣事件被媒体披露， 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

因涉嫌骗取贷款罪，2018 年
6 月 3 日， 夏顺安被湖南省沅江
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6 月 27
日经益阳市公安局决定指定居所
监视居住， 同年 12 月 10 日由益
阳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法院审理查明， 夏顺安犯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
采矿罪、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等 8
宗罪。

法院审理查明，2001 年底，
被告人夏顺安先后承包湘阴县石
湖包、 响水坎和沅江市下塞湖的
湖洲经营芦苇。 为非法控制湖洲
水域内的渔业、矿业资源，夏顺安
以沅江市顺安实业有限公司 （后
更 名 为 湖 南 洞 庭 龙 食 品 有 限 公
司）为依托，纠集其弟夏顺泉组织
人员持续在三个湖洲修建矮围，
并于 2010 年将三处湖洲矮围合
拢，对矮围加高、加宽、加固，打造
私人湖泊。

夏顺安先后纠集夏顺泉等

在矮围内外非法捕鱼、 采砂，并
指使组织成员通过殴打、 辱骂、
恐吓、强拿硬要、毁坏、侵占他人
财物等手段，不准其他人员到其
划定的围湖范围内捕鱼、钓鱼和
采砂。

法院审理查明， 该组织还有
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先后 7 次勒
索他人钱款， 共计人民币 400 余
万元； 非法采砂， 非法获利共计
2200 余万元，造成矿产资源损失
和 修 复 河 床 结 构 等 费 用 共 计
3100 余万元；采用修建矮围围湖
等非法方式捕捞野生鱼， 非法获
利 1600 余万元，造成直接渔业经
济损失 840 余万元， 生态环境损
失 2500 余万元；骗取贷款 840 万
元；诈骗畜禽退养补偿款 80 余万
元；先后 22 次向湘阴县、沅江市
的国家工作人员邓宗祥等 6 人行
贿，行贿金额共计 200 余万元。

夏顺安数罪并罚， 被判处有
期徒刑二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
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
他被告人被分别判处十六年至二
年三个月的有期徒刑。另外，对该
犯罪组织违法犯罪所得四千余万
元予以追缴、没收或者责令退赔。

近两万户获租赁补贴
《公示》显示，10932 万元公租

房保障和城市棚户区改造补助资
金将用于三方面。 一是租赁补贴，
主要用于向符合条件的在市场租
赁住房的城镇住房保障家庭发放
租赁补贴；二是公租房筹集，主要
用于新建（改建 、配建 、购买 ）实物
公租房的支出。 三是城市棚户区
改造， 主要用于城市棚户区改造
项目中的征收补偿、 安置房建设
（购买 ）和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等支出， 不得用于城市棚户区改
造中安置房之外的住房开发、配
套建设的商业和服务业等经营性

设施建设支出。
资金根据预估的 2020 年住房

保障工作任务指标进行分配。 广
东 2020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和新
筹集公租房总数为 8364 套，预计
发放租赁补贴 19711 户 （不含深
圳市）。

342 个老旧小区将改造
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为

2955 万元， 其资金使用范围集中
在小区内水电路气等配套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造，小
区内房屋公共区域修缮、 建筑节
能改造， 支持有条件的加装电梯
支出。

资金按照各地报送 （ 截 至
2019 年 11 月 16 日数据 ） 的 2020
年老旧小区改造面积、改造户数、
改造楼栋数、 改造小区个数等因
素以及相应权重， 结合财政困难
程度进行分配。 据称，全省老旧小
区改造面积 1162.01 万平方米、改
造户数 170576 户 、 改造楼栋数
8271 栋、改造小区个数 342 个，因
素权重分别为 40% 、40% 、10% 、
10%。

广州独揽 8 亿元补助金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补助资金

8 亿元，其资金使用范围主要用于
多渠道筹集租赁住房房源、 建设

住房租赁信息服务与监管平台等
与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相关的支出。

《公示》显示，资金分配按照
《住建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试点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安
排，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组织开展的中
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
点竞争性评审工作评定，决定在广
州、深圳开展 2019 年中央财政支
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 由于
深圳市属于计划单列市， 因此 ，
2020 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专项资金（用于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均分配至广州市使用。

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钊、
通讯员范小强报道：25 日，广
东海事局在港珠澳大桥口岸
人工岛举行港珠澳大桥海事
局成立揭牌仪式。

港珠澳大桥所处的珠江
口 水 域 每 天 船 舶 流 量 超 过
4000 艘次， 是世界上船舶密
度最高的水域之一，同时也是
交通运输部划定的事故易发
多发的“六区一线”重点监管
水域。 为做好港珠澳大桥主体
工程通航安全保障，全面提升
港珠澳大桥大面积桥区水域
的应急处置能力，交通运输部
于 2012 年专门成立了广州港
珠澳大桥海事处（港珠澳大桥
海事局前身）。

近八年来，大桥海事处实
现桥海平安， 顺利保障 29.6
公里海中桥隧主体工程和 3

个海上人工岛的施工建设；成
功护航 33 节单体重达 8 万吨
的隧道沉管的浮运安装；圆满
完成 800 航次的大型构件运
输吊装以及 30 万艘次施工船
舶的安全监管；实现了大桥建
设水域“零伤害、零污染、零事
故”的目标，先后被授予全国
工人先锋号、全国交通运输系
统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广东海事局局长陈毕伍
表示，港珠澳大桥海事局成立
后，将把维护水上交通安全作
为第一要务，积极主动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继续深化粤
港澳海事合作，提升区域应急
反应能力和科学管理能力，构
筑共建共治共享的水上交通
安全管理新格局，为交通强国
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
出新贡献。

据新华社电 最高检 25 日消
息， 全国人大原内务司法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云南省委原书记秦
光荣涉嫌受贿一案， 由国家监察
委员会调查终结后， 移送最高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最高人民检
察院经指定管辖， 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交由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成都市人民
检察院已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
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秦光荣享有
的诉讼权利， 并讯问了被告人
秦光荣 ，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 。
成 都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起 诉 书 指
控： 秦光荣利用担任云南省委
常委 、副省长 、省委副书记 、省
长 和 省 委 书 记 等 职 务 上 的 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
他人巨额财物， 应当以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
GUANGZHOU� CULTURAL � INDUSTRY� FAIR

2020 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提前下达分配方案公布

广东领取近9.4亿元安居补助金
其中 8 亿元用于补助广州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演交会精彩不停
带活穗演出市场

25 日，第十届中国（广州）国
际演艺交易会暨首届丝绸之路国
际剧院联盟旅游演艺投洽会 （以
下简称“广州演交会”）如约而至。
经过十年的发展， 广州演交会成
长为中国演出会展业第一品牌和
丝绸之路旅游演艺新品牌， 见证
了广州演出市场的繁荣兴旺。

唱吧！
跳吧！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付怡 谭铮 柳卓楠
图 / 活动主办方供图

《静静的顿河》《贝多芬》《小二黑结婚》……一大波
国内外优秀剧目明年登陆广州舞台

曾主演过《剧院魅影》《悲惨世
界》《美女与野兽》等世界著名音乐剧
的大咖布拉德·里特第四次来参加广
州演交会。“又新鲜了！”他说，每一次
来参会都会觉得比上一次更好。

布拉德·里特表示， 广州的观
众很喜欢艺术，他非常喜欢到广州
演出。 2015 年他主演的音乐剧《剧

院魅影》 在广州大剧院连续演出
42 场，创下 4500 万元人民币的票
房纪录。

《图兰朵》《茶花女》《蝴蝶夫
人》《魔笛》《阿依达》《剧院魅影》
……近年来，通过“引进来”，更多
世界名剧登上了广州舞台，市民在
家门口便能看到世界级的演出。

“本届演交会以推动舞台艺术
走近观众、走向市场、走出国门为
目标。 通过培育拓展演出市场、优
化演艺资源配置，不仅有利于扩大
岭南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更将
全面提升广州文化品牌的国际竞
争力。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说。

不仅仅是“引进来”“拿过来”，
广州的艺术制作也“走出去 ” 。 今
年 9 月，广州大剧院中文原创歌

剧 《马可·波罗》 在意大利进行
了巡演 ，受到当地观众和媒体的
热烈好评 。记者从本届演交会上
了解到 ， 2020 年 ，更多“广州制
作”的剧目将“走出去 ” 。 其中 ，
广州歌舞剧院创排的舞剧《醒·
狮》将于明年赴美国 、澳大利亚
巡演 ； 由国家大剧院与广州话
剧艺术中心联合制作的大型原
创话剧《林则徐》明年开启全国
巡演。

2018 年，来自全球 38 个国家
和地区近 200 家文化机构的代表
相聚广州演交会，近千部演艺产品
走上交易平台，交易额达 3 亿元人
民币。 2019 年，又有 30 个国家和
地区的 300 多家舞台演艺、旅游演
艺机构来到广州演交会。

辽宁歌剧院市场营运部总监
朱激文曾带团到广州演出了好几
次， 但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广州演
交会。“广州的演出市场百花齐

放，兴旺发达。 ”在他看来 ，文化
艺术与经济挂钩 ，广州的经济发
达 ， 市民对文化的需求更强烈 。
他表示很看好广州的演出市场。

“广州演交会经过十年的成长，
已成为国内外演艺交流、 交易的新
舞台。 相信演交会的舞台会越搭越
大， 成员和伙伴间的交流合作会越
来越密切。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金生对广
州演交会的未来充满信心。

“引进来” 市民家门口看世界名剧

“走出去” 世界能欣赏到广州制作

百花齐放 普遍看好广州演出市场

福利升级

深化粤港澳海事合作， 构筑共建共治共享
的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新格局

港珠澳大桥海事局揭牌成立

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被公诉

侵占洞庭湖建“私家湖泊”
主犯涉 8 宗罪被判 25 年

103 名公职人员被问责， 案件对长江经
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意义重大

11 月 25 日 ，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夏顺安等
11 名被告人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一审公
开宣判。 主犯夏顺安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8
宗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
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过去十余年中， 夏顺安及其组织成员在洞庭湖内大
规模修筑非法矮围 ， 将近 3 万亩国家湿地变为 “私家湖
泊”，严重影响洞庭湖湿地生态和湖区行洪 。 2018 年 6 月 ，
这一事件经新华社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专家表示 ， 该案是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重要案件 ，对
促进长江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当地主审法院分析认为，夏
顺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特
征有别于传统的黑社会性质犯
罪组织。

———依托公司的名义， 冠以
合法的外衣。 各成员以总经理、副
总经理、总会计等公司职务相称，
对外打着公司经营的旗号实施违
法犯罪行为。

———对洞庭湖造成重大的生
态环境危害。该组织不仅有违法修
建围湖矮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
非法捕捞、非法采矿、骗取贷款、诈
骗、行贿等违法犯罪行为，还欺压
群众、称霸一方，严重侵害当地经
济、生活秩序，更严重的是对洞庭
湖的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灾难。

———通过对他人采取滋扰 、
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软暴力”
手段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让周边
群众产生恐惧心理， 达到谋取不

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的目的，
更具有隐蔽性。

据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
室副主任李倩云介绍， 本案判决
书多达 230 余页， 长达 12 万余
字，对案件事实予以详细梳理，对
证据予以充分论证， 对被告人及
其辩护人的意见予以全面回应。

据悉， 下塞湖矮围问题曝光
后引起中央领导关注。 湖南省委
指出， 下塞湖非法矮围问题是一
起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国家公职
人员严重失职渎职、 违纪违法的
典型案件。截至目前，共有 103 名
公职人员被问责。

“对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违
法违规行为， 不管困难和阻力有
多大， 都要依法依规坚决果断处
置。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倪
洪涛表示，“该案对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境保护意义重大”。 (新华社 )

涉黑“湖霸”非法捕鱼、采砂

230 余页判决书披露“软暴力”

五大艺术活动
明年继续献演

羊城晚报讯 记者薛江
华、通讯员阚淼报道：人工智
能系统运用到监狱，会为罪犯
改造工作带来哪些改变？ 日
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监狱与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
中心、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
专业委员会共建的“罪犯评估与
矫正科研基地”正式揭牌。

据介绍，这一基地将为监
狱的罪犯危险评估工作带来
巨大改变。 番禺监狱于 2017
年 5 月成立罪犯危险性评估
中心，是全省首批对罪犯开展
危险性评估的试点单位。 危险
性评估主要通过“罪犯危险性
评估系统”对罪犯脱逃、自杀、
行凶、再犯罪等方面进行风险
预测，为排查管控异常罪犯提
供详实的评估依据和有针对
性的建议，起到了维护监狱安
全稳定的良好作用。

记者了解到，传统的评估
系统主要是依靠一些心理学
量表和监狱警察的经验来完
成，存在工作量大，数据可能
有偏差等问题。 基地挂牌进入
试验阶段后，番禺监狱将在每
个监区设置一个视频采集前
端，每天都对监区罪犯的面部
信息进行采集。 该过程只需三
到五秒即可掌握罪犯的心率、
体温、呼吸频率等五项基本指
标。 一个月后，罪犯的五项基

本指标基线可以确定。 基线确
定后，再次采集的数据可以通
过算法，将采集到的生理指标
数据转换为心理指标，由此判
断出罪犯是否存在抑郁、愤怒
等情绪，并分析出可能导致的
原因。

简单来说， 一个月后，通
过人工智能系统大数据，监区
的狱警可以更加清楚地知道，
数百罪犯中，一级危险预警的
罪犯是谁，二级危险预警的是
谁，再针对性地开展疏导等应
对工作。

“本次科研基地的成功签
约，为校狱双方进一步开展多
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合作，
实现校狱资源的有机结合和
优化配置，共同培养新时代监
狱发展需要的人才提供了良
好的契机。 ”广州番禺监狱副
监狱长陈董生表示，番禺监狱
在全国监狱系统中首家挂牌
成立了罪犯评估与矫正科研
基地，重点立足于建立长效评
估机制、开发矫正项目、建立
罪犯心理与行为数据库、建构
个性化矫治模型、研发与上述
相关的人工智能系统等，力求
实现罪犯风险评估和矫正项
目的有机结合， 形成科学、规
范的“评估、管理、矫正”一体
化工作模式， 达到可示范、可
复制、可推广的效果。

羊城晚报讯 记者宋昀潇、
实习生胡淑茵摄影报道： 和秋
冬季一起到来的， 还有害虫草
地贪夜蛾。 24日，广东省草地
贪夜蛾防控专家组、 华南农业
大学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召开
全国草地贪夜蛾防控学术研讨
会， 权威专家学者共同交流防
控经验。

自发现草地贪夜蛾入侵以
来， 广东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迅
速行动，主动出击，形成政府、
高校、企业高效合作的模式，有
效阻控了草地贪夜蛾的扩散
危害。

截至目前， 广东省草地贪
夜蛾发生范围涉及21个地级
市93个县区，累计发生面积24
万亩次，实施防治面积超30万
亩次，防治效果达86%，危害损
失率控制在5%以下。

而随着草地贪夜蛾在秋季
的回迁， 广东在防控工作上仍
面临挑战。据了解，草地贪夜蛾
在秋冬会回迁到周年繁殖区，
即月均温10℃以南地区， 广东
为主要回迁省区之一。 9月以
来，北方虫源开始回迁广东，与
本地虫源累积，加重为害。 截至
11月7日， 全省百株虫量平均
10.7头，高的达190头，为害株
率平均13%，高的达93%。

当前， 广东秋冬季玉米草
地贪夜蛾发生面积近7万亩，
因受本地虫源繁殖 、 北方虫

源回迁和暖冬气候等多重因
素影响， 部分地区出现受害
程度较重的情况，个别玉米田
块的百株虫量达100头、 危害
株率超过60%，没有及时喷药
防治的玉米危害株率甚至超
过90%以上。

“有些果农由于上半年玉
米没受到较大危害，下半年打药
量变小。另外，由于玉米长势快，
若果农刚施药就碰上草地贪夜
蛾回迁并在玉米新生组织上为
害，果农便不能及时发现。 ”省
农业农村厅植保植检处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

为应对草地贪夜蛾的危害，
全省各地市、县区财政合计投入
超过1500万元资金， 用于支持
当地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控。

此外，今年6月底，农业农
村部安排中央草地贪夜蛾应急
防控经费1636万元， 广东于7
月底将经费下达各地。 其中，
350万元用于支持各地采购监
测设施设备、每个乡镇建立3个
以上田间监测点， 全省合计新
设3500个草地贪夜蛾监测点。

除了建立监测点外，中国农
业科学院院士吴孔明建议构筑
草地贪夜蛾迁飞监测预警与绿
色防控工程，“在草地贪夜蛾迁
飞过程中，利用雷达监测预警及
时发现草地贪夜蛾并通过空射
灯监测阻截， 减少草地贪夜蛾
的迁入与回迁”。

防控“幺蛾子”药剂试验田

全国监狱系统首家“罪犯评估与矫正科研
基地”在广州番禺监狱挂牌成立

大数据判断罪犯情绪
狱警清晰掌握危险预警

广东投入超1500万元
应对草地贪夜蛾

冬天到了防控“幺蛾子”力度不减

近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关于 2020 年部分中央
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
资金提前下达分配方案及绩效
目标的公示》（以下简称 《公
示》）公布。《公示》显示，财政部
提前下达广东 2020 年部分中
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
助资金约 9.4 亿元。 其中，公租
房保障和城市棚户区改造补助
资金 1.1 亿元、 老旧小区改造
补助资金 2955 万元、 住房租
赁市场发展补助资金 8 亿元。

羊城晚报记者 赵燕华

广州芭蕾舞团演绎现代芭蕾《布兰诗歌》片段

著名音乐剧演员布拉德·里特与中国歌手陈思
演唱《剧院魅影》主题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