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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通訊員 崔鵬森 山東報道）

山東省青島市郵政局21日推出全國首套十二星座雙聯郵資明
信片。為配合此套星座明信片的發行，該局同時首發推出「青島市首套
十二星座郵資機紀念戳」，並與當天啟用首枚「白羊座」紀念戳。據
悉，該套十二星座雙聯明信片創新新穎的雙聯設計，正面為精美的星座
卡通圖案以及對應星座的相關介紹，背面是以「飛馬踏燕」和「蒙山鷹
窩峰」元素設計的郵資圖案，及十二星座與二十四節氣對照簡圖。

■責任編輯：何綺容

此前，作為「治堵」的措施
之一，廣州已經出台出台

「限牌令」。雖然如此，廣州仍然
與北京、上海一樣，市區交通擁
擠現象日趨嚴重。
為此，廣州市交委日前正式公

佈限外令初步方案，該方案包括
以下內容：工作日早晚交通高峰
時間，限制非廣州市籍載客汽車
在中心城區通行；工作日白天指
定時段，限制非廣州籍載客汽車
在部分高架路段和部分主幹道通
行。廣州市交委表示，聽證時間
為4月19日，聽證人員包括聽證
代表、旁聽人及新聞媒體採訪人
員。

市民意見不一

廣州「交通限外」將出，各地
議論紛紛。據悉，外地車擅闖禁
區將按違反禁令標誌指示處以
200元、扣3分的處罰。不少當地
市民力撐限外，但也有人擔心會
因此帶來不便，削減廣州的吸引
力和競爭力。從目前情況看，在
廣州「三區兩市」等外圍區域的

居民，若非在市區上班，亦可能
選擇上外地牌。一旦「限行令」
實施，上外地車牌的車輛在廣州
通行的區域和時間將大為縮減，
若不更換車牌，很多車輛將成為
擺設。不過，更換車牌，也面臨
這一筆不小的費用。上外地的車
牌的廣州市民鄧先生稱，「更換
牌照，包括各種稅費和交易費，
總共需要10多萬元」。
有車主反映，廣州城區交通擁

堵的根本原因並非車輛過多，大
量車主違規及不文明行車、道路
設置不合理才是關鍵因素。

■為紓緩市內塞車，繼北京、上海之後，廣州即將加入對外地車輛限行的行列。圖為廣州五羊村附近交通擠塞

情況。 本報記者敖敏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白林淼 溫州報道）本月
20日，浙江省溫州舉行軌
道交通建設動員大會暨市
域鐵路S1線一期工程開工
典禮。據悉，溫州S1線一

期工程全長52.22公里，投資額
192.43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
民間資本15億元，是內地首條民
間資本參股的市域鐵路。

速度快 投資少 審批快

國家發改委批覆的建設規劃
指，溫州市域鐵路一期工程共
有S1線、S2線、S3線三條線路
組成，總長140.7公里，總投資
約500億元。其中，昨日開工的
S1線一期工程是打通溫州東西
走向的都市快線，構建未來溫
州大都市中心城和甌江口新城
兩大核心區的快速通道，亦是
溫州迄今為止單項工程投資最
大的交通項目。目前，該項目
增資擴股一期15億元資金已全
部募集完成。
據悉，市域鐵路也稱市域軌道

交通，它與地鐵和城市輕軌相
比，具有速度快、投資少、審批
快等特點，且還能實現與國家鐵
路幹線的互聯互通。
溫州市域計劃於「十二五」末

實現S1建成投用，今年年底前啟
動S2線開工建設，在2017年實現
S2線建成，2014年啟動S3線開工
建設。浙江省發改委副主任趙彥
年表示，溫州的市域鐵路是中國
具有創新性、引領性，具有先行
先試意義的軌道交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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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將對外地車限行
高峰時段禁行中心城區 下月舉行聽證會

貴州百萬購房補貼
廣納能人賢士 山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張

治、張雲 寧夏報道）《寧夏賀蘭山東
麓葡萄酒產區保護條例》(以下簡稱
《條例》)啟動儀式日前在張裕摩塞爾
十五世酒莊隆重舉行。據了解，該
《條例》是中國首部有關葡萄酒產區
保護的法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
也成為內地第一個進入依法發展的產
區，該條例的實施，標誌 賀蘭山東
麓葡萄酒產業已納入法制化的軌道。
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地處寧

夏黃河沖積平原和賀蘭山沖積扇之
間，這是葡萄生長的天然沃土，擁有
品質葡萄生長栽培的自然環境優勢，
被公認為是世界最適合葡萄栽培及釀
酒葡萄的地區之一，是中國最有潛力
的葡萄酒產區。到2012年，寧夏葡萄
種植面積達51萬畝，其中釀酒葡萄44
萬畝。為了保護這一產區健康發展，

去年12月5日，自治區十屆人大常委
會審議通過了《寧夏回族自治區賀蘭
山東麓葡萄酒產區保護條例》，並於
今年2月1日施行。

賀蘭山葡萄酒產區
步向法制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記者昨日從深
圳海關獲悉，該關開始了代號
「綠籬」的專項行動，全面加強
進口固體廢物監管，嚴厲打擊
「洋垃圾」走私違法活動。

據了解，此次「綠籬」專項
行動由海關總署統一部署，為
期10個月，重點打擊對象包括
走私國家禁止進口固體廢物目
錄所列的廢礦渣、廢催化劑、
廢輪胎、廢電池、電子垃圾等
工業廢物以及舊服裝、建築垃

圾、生活垃圾、醫療垃圾和危
險廢物等。嚴控走私分子通過
藏匿、偽報、利用他人許可證
等方式走私不符合環境控制標
準的進口固體廢物。
在此次「綠籬」專項行動

中，深圳海關將從強化固體廢
物監管、保持打擊「洋垃圾」
走私高壓態勢、加強企業管理
和加強對外協調實現綜合治理
四個方面入手，在轄區內全力
做好抵禦和打擊「洋垃圾」走
私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程、樂國玉，通訊員

程來貴、李強輝 郴州報道）

春滿東江湖、浪漫桃花島。

2013年中國東江湖（白廊）

桃花節於日前在資興市白廊

鄉舉行。來自全國各地上萬

名遊客共赴桃花盛宴，百名

桃花仙子亮相桃花節，在東

江湖畔演繹浪漫的愛情故

事。

今年的桃花比往年開得更紅

火，漫步湖岸，令人心曠神

怡。桃花節舉行了盛大的開幕

式、桃花運姻緣會、登島祈福

等活動，將通過網絡、手機和

現場投票等形式選出20名「桃

花公主」和2名「桃花島島

主」。

據介紹，本次桃花節舉辦地

白廊鄉，位於東江湖國家4A級

景區內，有水域面積12萬畝，

佔東江湖的一半，是已故著名

女作家白薇的故鄉。

■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業莊園景觀。

本報寧夏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融雪、吳文倩 江西報

道）江西省鄱陽湖及長江
江西段禁漁暨增殖放流啟
動儀式日前在南昌舉行，
這也標誌 中國最大淡水
湖鄱陽湖正式進入為期3
個月的春季禁漁期。另
據，在禁漁期內，江西將
在鄱陽湖投放大約3億尾
的魚苗。
據悉，從2002年起，鄱

陽湖開始實行全湖範圍禁
漁制度，在每年3月20日12時至6月20
日12時的禁漁期內，禁止所有捕撈作
業。今年是鄱陽湖實行禁漁制度的第
12年，此次春季禁漁區域範圍包括鄱
陽湖湖體水線及贛江、撫河、信江、
修河、饒河「五河」幹流入湖口。此

外，從4月1日中午12時到6月30日中
午12時，包括長江江西段在內的整個
長江西段也都將禁漁。
另據，在禁漁期內，包括鄱陽湖在

內的江西全境還將投放大約6億尾的
魚苗，其中一半以上投進鄱陽湖。

鄱陽湖進入禁漁期
投放3億魚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上
海市水務局昨日對外披露，上海將採
取更嚴格措施控制地下水開採。根據
規劃，「十二五」期間，上海的河道
水環境治理方向將從「消除黑臭、改
善水質」，轉向「穩定水質、修復生
態」；將以修復河道生態系統為主要
任務，重點建設百條生態河道。
據稱，上海市的地下水年開採量已

由歷史最高的1億立方米左右，下降
到當前的1,000萬立方米左右，連續
兩年實現「灌大於採」的良好局面。
開採地下水被視為導致城市地面沉

降的主因之一。資料顯示，上海從
1860年開始開採地下水，從1965年起
對地下水開採實行控制。目前採取的

辦法是向地下水層回灌自來水，使地
下水位抬高，以達到恢復土層彈性、
控制地面沉降的目的。

青島首套十二星座明信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彭英、劉靜 長沙報道）記者獲悉，
中國著名旅遊景區—湖南鳳凰古城出台新的整合經營模

式，具體為：將鳳凰古城風景名勝區中的古城景區和南華山神鳳文化
景區兩個4A景區合併為一個產品，價格仍按148元/人次；將縣內原有
20家鄉村遊景點整合整理，第一批先行開放「苗寨風情遊」和「山水
風光遊」兩條精品旅遊線路。每條線路的門票價格由原來的148元下調
至100元。鳳凰縣政府表示，該方案將於4月10日正式啟動。

湖南

鳳凰古城景區合併不加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記者在日前召
開的吉林就業工作聯席會議上獲悉，今年該省將重點做好以

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就業工作和農村轉移勞動力、城鎮困難人
員、退役軍人就業工作。年度城鎮新增就業55萬人，城鎮失業人員再
就業15萬人，就業困難人員就業5.5萬人，轉移農村勞動力390萬人，全
省新開發公益性崗位1萬個。

吉林

新開發萬個公益性職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會芳、習記者 李夢莉 新疆報道）

記者近日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簡稱新疆
住建廳)獲悉，經國家住房城鄉建設部多次考核評比，新疆安居富民工
程績效考評總體成績為95.8分，再次獲得全國第一，這是新疆連續兩年
獲得全國第一的殊榮。據了解，2012年，全區安居富民工程建設總任
務為30萬戶。截至當年12月底，全區各地開工安居富民房32.12萬戶，
開工率107.1%；竣工31.48萬戶，竣工率104.9%。

新疆

去年超30萬安居房竣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同玉 哈爾濱報道）黑龍江省
在上年新增了4處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後，目前，共有國

家級自然保護區數量達28個，躍居全國第一位。去年，綽納河自然保
護區、多布庫爾自然保護區、小北湖自然保護區和友好濕地自然保護
區4處內陸濕地被評定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使黑龍江省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數量超越內蒙古自治區，躍居全國第一位，這些自然保護區的設
立，對全省的生態環境起到了很好的調節作用。

黑龍江

擁28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從2011年開始湖北襄陽樊城區紀委牽

頭，將治庸辦、糾風辦、優化辦等六辦合一成立「馬上辦」辦公

室，通過強硬手段，讓企業、居民遇見的難題能「馬上就辦」。目前

有27個區直部門，10個鄉鎮辦、79個社區、76個村共計192個「馬

上辦」。圖為當地市民在樊城去王寨社區居委會服務大廳「馬上辦」

窗口詢問水費事項。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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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控地下水開採
修復河道生態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繼北京、上海之後，廣州亦即將加入對外地車輛

限行的行列。廣州市交委日前正式公佈非本市籍載客汽車交通管理措施，根據初步方案，工

作日早晚交通高峰時間禁止外地車在中心城區通行，同時，工作日白天部分高架路段和部分

主幹道亦禁止外地牌車輛通行。據悉，廣州市「交通限外」措施4月中旬一旦經過聽證正式出

台，外地車擅闖「禁區」，將被處以200元(人民幣，下同)、扣3分的處罰。

上海

江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路艷寧 貴陽

報道）貴州省日前

發佈的《貴州省引

進高層次人才住房

保障實施辦法(試

行)》(以下簡稱《辦

法》，規定從省外、國(境)

外引進到貴州省機關、企

事業單位工作的高層次人

才可享受住房保障，最高

購房補貼達100萬元(人民

幣，下同)。

《辦法》規定，貴州對引進

的高層次人才提供的住房保障

採取住房補貼和實物配租兩種

方式。以租住方式解決住房問

題的，由用人單位給予租房補

貼。實物配租指向引進高層次

人才提供優惠租金的房源，享

受實物配租的人才，同時享受

《辦法》明確的租房補貼。

工作關係轉入貴州，並與用

人單位簽訂5年以上工作合同的

引進高層次人才，在貴州購買

住房享受購房補貼分別為100萬

元、60萬元、15萬元。引進高

層次人才享受的住房面積，原

則上根據不同人才層次限定為

200平方米、120平方米、不低

於80平方米。

萬客聚湖南資興
樂享桃花盛宴

深海關築「綠籬」
抵禦「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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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將採取更嚴格措施控制地下水

開採。圖為上海夜景。

■鄱陽湖3月20日進入春季禁漁期。圖為禁漁期

停靠的漁船。 本報江西傳真

星期二、四、六刊出

■桃花節在湖南省資興市白廊鄉

舉行，吸引四方遊客。 網上圖片

■貴州省出新招廣納賢士。圖為貴

州早前舉辦的招聘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