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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策划 杨澜：资深传媒人士、

著名主持人。

总导演 刘洲铭：中国新锐派

导演，业内称“全息导演”。

音乐制作 郭文景：中央音乐

学院作曲系主任。

声光电总导演 王宇钢：中国

戏剧家协会、中国舞台美术家协会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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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寻梦牡丹亭》大型实景演出由

抚州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投资、北京阳光新瑞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承制。该项目创新地设计出

沉浸交互的表演场景，再现了汤显祖

代表作《牡丹亭》中的动人情境。

第一折 游园惊梦

春日韶光，久困闺房的杜丽娘心

驰春色，轻移莲步，赏景游园。

第二折 魂游寻梦

尘埃落尽，春梦已醒。为情而逝

的杜丽娘随黑白无常赴死冥界。

第三折 三生圆梦

乍晴乍暖天气，不寒不冷时光，杜

丽娘还魂重生，与柳梦梅终得相见。

北京阳光新瑞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是阳光媒体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企业原名“北京

阳 光 新 锐 文 化 发 展 有 限 公

司”。自 2003 年以来，专注于

打造具有品牌传播力的旅游

文化项目、整合区域旅游业态

规划、大型文化实景演出和现

场音乐节等旅游文化品牌。

项目合作方简介 主创团队

演出地址：抚州市临川区文昌街办前进路1号（寻梦牡丹亭）

剧目简介

整村、整乡流转上万亩土地，投资
额动辄上亿元，业态涵盖种养、食品加
工、农业综合体等……近年来，社会资
本下乡犹如一阵春风拂过，让古老的农
村土地绽放出新芽。人们对资本下乡
寄予厚望，这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
乡发展一体化的有效路径。随着资本
而来的，是新的技术、新的经营模式和
新的管理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
国乡村产业的形态和质量，激发了发展
活力。

长期以来，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
核心资源要素，由农村流入城市，造成
农村严重“贫血”“失血”、发展滞后。要
实现乡村振兴，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
升农业产业的规模和效益，巨大的资金
需求，单纯依靠财政投入无法解决问
题，迫切需要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资本下乡，
政府持鼓励欢迎态度，并积极优化环
境，保护投资积极性。然而，正如俗话
所言，“每个硬币都有两面”——社会资
本下乡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作用
的同时，一些弊端也逐渐显现。

有的社会资本下乡“心术不正”，在
农村“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参与乡村民
宿建设的旗号，变相开发房地产，以“乡
村旅游开发”为噱头大肆侵占良田；有

的“心不在焉”，大张旗鼓申报了项目，
却无心正常经营土地，把很大精力用在
部门公关上，挖空心思钻营申领国家各
种涉农补助和项目扶持资金；有的心余
力绌，有实力争地，却没本事种田。凡
此种种，不仅会破坏宝贵的耕地资源，
加速土地非粮化、非农化，还会侵害农
民的正当合法权益，引起群众不满，引
发社会问题。

古人云：“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
知标本者，是谓妄行”。新形势下把握
好社会资本下乡问题的标和本，关键要
处理好资本与农业、农民、农村三个方
面的关系。

无论社会资本下乡以何种形式出
现，都必须尊重农业发展规律。要引导
资本认识到农业项目投资风险大、周期
长、见效慢等客观规律，督促其合理开
发农业资源，防止因急功近利而出现掠
夺性经营。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农
民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资本下乡要
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让他们有决策
权、参与权。要筑牢政策的“防火墙”，
防止资本下乡“跑马圈地”，剥夺农民的
发展机会与合法权益，富了老板、亏了
老乡；资本下乡还应充分结合农村发展
实际，不能一味贪大求快。

稻花香里，改革活水源源奔涌，乡
村振兴活力四射。抢抓乡村振兴的机
遇风口，只有扎根土地、服务“三农”，社
会资本才能与农业农村实现互利共赢，
在广袤乡村发挥更大的作用，结出发展
硕果。

让资本下乡发挥更大作用
林 雍

近日，为讴歌改革开放40周年党风廉政建设所取得的成就，靖安县在况钟纪
念馆举行“青天文化”廉政书画作品展。开展首日便吸引了当地1700余名党员群
众和书法爱好者前来观展。 通讯员 李春昱摄

本报讯 （记者张晶 通讯员杨彩
玲）近年来，萍乡市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大力推进资源节约集约战略，通过
盘活存量、严控增量、提高效率、理顺秩
序等举措，走出一条老工矿型城市科学
用地促发展转型的新路子。截至 11 月
16日，全市共消化批而未用土地1.88万
亩，批而未用率从 2017 年底的 35.12%
降至 19.98%，消化周期从 2017 年底的
4.8年降至 2.7年，批而未用率和消化周
期均位列全省首位。

落实“三高”，盘活土地存量。高标

准消化批而未用土地，萍乡市主要通过
四种途径：督促开工一批、融资解压一
批、依法办理一批、公益使用一批。两
年消化批而未用土地 2.5 万亩，消化周
期下降到 2.7 年，未利用率仅为 20.9%，
暂列全省第一。

高要求盘活闲置低效用地。组织
发改委、国土、公安、税务、建设、规划、
财政等部门，采取四种方式进行地毯式
清理：对开发未完成土地分割收回、对
开发不达标土地协议收回、对产出效率
差土地协议转让、对集约程度低土地倒

逼整治，共处置闲置和低效用地121宗，
面积7500亩。

高质量推进标准厂房建设，采取三
大措施，让厂房“长高”，向“上”要发展空
间。加强项目申报。该市先后两批次组
织市内各园区申报省级工业标准厂房建
设补助项目，共有 12 个项目（申报面积
118.9万平方米）通过省级审批，获取专
项补助资金 1亿多元。创新建设模式。
通过采取园区投融资平台独资建设、与
园区企业合资共建、引入工业地产开发
企业投资等建设方式，全市共建成标准

厂房 200 万平方米，比传统模式节约用
地近 1000 亩。提高使用效率。先后引
进 134 家优秀企业入驻园区标准厂房，
实现亩均用地高产出高税收，土地产出
率是传统招商模式的近10倍。

推进“三建”，理顺用地秩序。萍乡
建立联合化监管机制和动态化执法机
制，及时发现和制止各类违法用地行
为。近两年，国土资源违法行为立案率
达 100% ，查 处 率 达 100% ，结 案 率 达
100%，行政处罚决定书执行到位率达
96.6%。

萍乡科学用地助力发展转型
土地批而未用率和消化周期均位居全省首位

本报婺源讯（记者吕玉玺 通讯员吕富来）“青山
绿水、粉墙黛瓦、晒秋美景，不愧是‘最美中国符号’。”
日前，在婺源篁岭晒秋美宿栖居的浙江游客张俊在微
信朋友圈点赞说。在发展全域旅游过程中，婺源借助
优美的田园风光和古朴的村落宅院，发展民宿产业，
推动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身，实现门票经济向产业
经济蝶变。

走进民宿清华镇九思堂，但见古宅修旧如旧，纸
伞绘画、书法创作、乡村垂钓等体验业态，满足了不同
游客的需求。吴志轩是婺源古宅民宿发展过程中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2011 年，他将清华镇一栋九思
堂老宅改造成婺源首家民宿，把徽州文化融入民宿主
题，引爆婺源“旅游圈”。受九思堂启发，婺源明训堂、
西冲院、将军府等古宅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出。

2015年，家住河南洛阳的马志刚带着民宿梦想来

到婺源。马志刚曾就读于同济大学，原是上海年薪百
万元的规划设计师，曾获评全国优秀景观设计师。当
年，马志刚带领团队来到思口镇思溪村，租赁房屋打
造花田溪民宿。他在静谧沉香的徽州民居基础上，融
入意大利式风情，短短三年时间，花田溪成为婺源最
具人气的民宿之一，解决了当地 50 余名村民的就业
问题。

据婺源县旅发委负责人汪春辉介绍，该县出台
《婺源民宿标准》《民宿产业扶持办法》，设立 2000 万
元专项扶持资金。并成立婺源民宿协会，对民宿行业
进行规范化管理，按照“高端民宿精品化、中端民宿多
元化、低端民宿规范化”的原则，形成了高、中、低端民
宿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如今，婺源发展民宿 600 余
家，其中高端古宅度假民宿 100 余家，成为全域旅游
又一张闪亮的名片。

高端精品化 中端多元化 低端规范化

民宿度假成婺源全域旅游新名片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11月28日记者从省文联

获悉，省杂技家协会、省杂技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
江西首届魔术展演活动近日在省文联举行。

此次活动是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江西
省魔术爱好者提供一个更好的魔术交流平台。活动
期间，还召开了江西高校魔术联盟与魔术爱好者交
流会，与会人员互相切磋魔术技艺，探讨魔术奥秘。

江西首届魔术展演活动举行

本报南昌讯（记者范志刚 通讯员万绍胜）南昌
市新建区把普法教育和义务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小
学生中开展普法教育，强化学生法律意识，营造了良
好校园环境。

该区将法制宣传教育列为必修课程，每所中小
学设有法制校长、法制班主任、法制班长，每周进行
一节专题的法制宣传教育课，并邀请法律工作者进
入学校讲课，就身边的人，说身边的法，感染学生，寓
教于乐。同时，在校园内开展模拟法庭体验活动，让
学生自己当法官和普法宣讲员。学生们还重点学习
未成年人保障法、治安管理条例等法律，组织学习法
律兴趣小组，不间断地进行法律知识演讲比赛。

新建区在中小学开展普法教育

本报遂川讯（通讯员胡伟仁、陈建兰、刘祖刚）
近日，遂川县完成首批南风面自然保护区非国有商
品林赎买改革试点任务。范围涉及 3 个乡镇 6 个
村，3332.2 亩商品林的转换经营，其中赎买 3134.7
亩，共有266户林农获得财政拨付赎买资金，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62户。

非国有商品林赎买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将有
利于保护生态、搞活林下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有效
地缓解了重点生态区内林农的绿与利的矛盾，有力
地支持了该县罗霄山贫困山区的脱贫攻坚工作。

遂川试点非国有商品林赎买改革 本报贵溪讯（记者钟海华）11月13日一大早，家
住贵溪市东门街道的李冬太老人吃完早餐后，来到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这里已经有不少“老伙计”
在等着他了。读报、打牌、听讲座、锻炼身体，这里的
老人们每天生活都很充实。

近年来，贵溪市大力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建设，根据老年人需求科学设置休息室、阅览室、
健身康复室、棋牌室、餐厅等，提供生活照料、日间就
餐、休闲娱乐、健康护理等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
乐享居家养老服务。

雄石社区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266人，其中还有
不少空巢老人、独居老人。为了使他们得到更好的

照料，该市投资90余万元，建设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为丰富老人们的精神生活，经过社区老年人
代表选举，产生了雄石社区老年协会理事会，目前已
申请入会251人，占社区老龄人口的94%。在老年协
会的统一组织下，社区组织开展了重阳节文艺演出、
农民运动会、好媳妇好婆婆评选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并安排养生讲座、健康义诊、免费理疗等志愿服务。
感受到社区大家庭温暖的老人们，也纷纷主动发挥
自己的余热，回报社区。70 岁的退休医生江全科就
定期在服务中心为老人们免费义诊，李华昌、彭街
水、李双风等9位老人则在社区“四点半”教室担任义
务辅导员。

贵溪加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