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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茜婷 北京報道）

北京市環保局日前要求在今年11月底前，北
京市範圍內的83家國家監控的重點污染源企業自行公開其
廢水、廢氣的自動監測數據。據悉，這83家企業包括中石
化、中石油、蒙牛、燕京等內地大企業。有北京專家指
出，公開污染物監測值需在公眾的監督下完成，要讓企業
在「眾目睽睽」下保證數據的準確和真實。

■責任編輯：林蔓莉

陝西省教育廳副廳長蔡釗利介紹
說，受傳統觀念影響，長期以來

職業教育都是教育系統的一個薄弱環
節，無論是在就業上、師資上還是企業
行業的參與度上都遠不如學歷教育。但
事實上，職業教育是與地方經濟社會發
展結合最為緊密，與行業、企業結合最
為緊密，也是與老百姓生產生活、增收
致富結合最為緊密的教育。

職校畢業生就業率超90%

近幾年，陝西把職業教育作為推動地
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抓手和一項惠
民、富民工程，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
規劃。2008年陝西省政府啟動實施「民
生八大工程」，就將職業教育項目列為
10大重點建設項目之首。五年來，省財
政累計投入22.07億元加強職業教育基礎
能力建設，職業教育的社會吸引力和影
響力逐步擴大。
據了解，截至2012年底，陝西省有中

等職業學校593所，有獨立設置的高職
院校37所，職業院校在校生總數達到110
萬人，年培養技術技能人才近40萬人，
畢業生就業率達到90%以上。

試驗現代農業職業教育

蔡釗利表示，為了促進職業教育發
展，陝西省教育廳面向「三農」做了一
系列工作。面向農村，服務區域經濟社
會發展；面向農業，服務農業產業結構
調整升級；面向農民，培養實用型技術
技能人才。同時，深化改革，啟動建設
了現代農業職業教育改革試驗區。
據悉，為保證新型農民的培訓實施，

陝西省財政將每年安排專項資金5,000萬
元，面向未升學初、高中畢業生、青年
農民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和「新型農民」
培訓；並落實中等職業教育國家助學金
制度，實施農村學生接受中等職業教育
免學費政策。

■陝西省計劃用5年時間培養培訓20萬農業人才和100萬新型農民。圖為當地農

戶試用新型農機具。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實習記

者 胡珊鳳 深圳報道）深圳將學習香港厲
行禁煙。深圳人大立法委員會日前就大幅
提升罰款金額進行立法聽證會，提議將公
共場所吸煙的罰金由50元提高到500元
（人民幣，下同），經營者不履行控煙責任

的罰款由500至3,000元增加到3萬元，向未成年人
售煙罰款則將增至2萬元。有部分人認為罰款金
額太高，難以落實。有代表則建議效仿香港交由
專門人員進行執法。

起罰點過高難落實

據悉，1998年深圳就頒布《深圳經濟特區控制
吸煙條例》，是內地第一部地方性控制吸煙法
規，但此後14年未開出一張罰單，成為一紙空
文。陳述人金焰就認為，起罰點500元太高，以
往20元的罰款尚且難以執行，罰款太高更容易引
起執法過程中煙民的抵觸，增大執法難度。陳述
人竇艷蕾也指出，由於20元以上的罰款不能當場
繳罰，而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難以保證罰款到
位。
另有陳述人認為，深圳餐廳行業不少中小企

業，無力承擔設置吸煙室的成本，亦擔心禁煙將
導致營業額大幅下降。對此，出席陳述的深圳市
衛人委疾病預防控制處副處長張欣指，香港07年
頒布公共場所「禁煙令」， 09年更在酒吧、會
所、夜總會、浴室、按摩院及麻將館等6種娛樂
場所全面實施室內禁煙，但餐飲娛樂行業的營業
額未降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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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培訓二十萬農業科技人才
五年計劃投2.5億 強化技術技能

浙江開展H7N9科普
力消「談禽色變」 北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程、實習

記者 李青霞 長沙報道）16日至20日
中國國際礦物寶石博覽會將在湖南國
際會展中心舉行。屆時澳洲20多家歐
泊展商將在60個展位展出200多塊寶
石。其中包括化石、礦物石和珠寶，
其中還有恐龍的骨頭。而本次參展也
是澳洲歐泊業史上最大規模的國際展
出。
曾任國際有色寶石協會全球會長的

安德魯．科迪為參展首屆中國國際礦
物寶石博覽會，特意準備了幾百件歐
泊珍品。在他的組織和帶動下，澳洲
有20多家歐泊展商參展。

安德魯．科迪介紹，澳洲是世界最
著名的歐泊產地，優質歐泊在澳洲大
量出產，佔全球優質歐泊總產量的
90%以上，澳洲出產的頂級黑歐泊更
是世上稀有，歐泊因此被譽為澳洲的
國寶。歐泊（Opal），又稱澳寶、蛋白
石，品質歐泊，都以其絢麗多彩著
稱，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奇麗的寶
石。因其兼具各種寶石的色彩和氣
質，被譽為「集寶石之美於一身」的
「寶石中的寶石」。而黑歐泊又是最為
珍貴的，優質黑歐泊的國際市場價，
每克拉可以達到數萬美金，比一般的
寶石要貴幾十倍，可依舊供不應求。

澳洲寶石來華
爭艷國際礦博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葉臻瑜 廈門

報道）城市規劃專
家王蒙徽昨日正式

出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廈
門市委書記。他的前任于偉
國此前已被任命為福建省委
副書記。
2011年12月，他從廣東雲

浮市委書記一職被交流提拔
至福建任職副省長，成為60
後「學者型」官員躋身部級
行列的又一力證。據報道，
2009年王蒙徽在廣東省雲浮
市以雲安縣為試點，開展農
村綜合改革實驗，創造了
「雲安模式」。徹底打破官員
考核「GDP崇拜」，使基層
幹部回歸到為村民服務的
「公務員」。

王蒙徽任廈門市委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世強、

實習記者 張陽 蘭州報道）敦煌

莫高窟的標誌性建築九層樓2011

年遭遇暴雨襲擊，崖體、塑像等

發生不同程度的病害。日前，敦

煌研究院對九層樓啟動保護修復

加固工程。在工程進行期間，九

層樓所在的第96窟將暫停對外開

放。

據了解，此次修繕工程包括九

層樓窟簷建築修繕、崖體表面徑

流整治和岩體入滲防治，以及第

96窟內的莫高窟第一大佛「北大

像」的修復等內容，整個工程預

計今年11月底完工。

九層樓為敦煌莫高窟的標誌性

建築，晚唐（874－879）年間建

成五層，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

建成九層。其主體為木結構建

築，依山崖而建，層層疊壘，樑

木交錯，巍峨壯觀。九層樓所在

洞窟編號為96窟，該窟開鑿於初

唐時期，窟內塑有莫高窟第一大

佛「北大像」，其高35.5米，兩膝

間寬度12米，因莊嚴肅穆、高大

威嚴而震懾人心。

男，漢族，1960年1月生，江蘇鹽
城人，1981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3年7月參加工作，清華大學建築
學院城市規劃設計與理論專業畢業，
在職研究生學歷，工學博士。

1989年3月至1993年2月 北京清華大
學建築學院院長助理、黨委副書記、講
師、副教授

1993年2月至1998年1月 歷任廣東省
番禺市副市長、增城市副市長

1998年1月至2004年5月 歷任廣州市
建設委員會鄉鎮處處長，城市規劃局副局
長、黨委委員兼城市規劃編制研究中心主
任、局長，番禺區委副書記、區長

2004年5月至2004年7月 歷任汕尾市
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黨組書記

2008年9月　任中共廣東省雲浮市委書
記

2011年12月　任福建省副省長

■安德魯．科

迪（左）向媒

體介紹此次澳

洲歐泊來華參

展情況。

本報湖南傳真

■深圳就加大控煙力度舉行聽證會。 李望賢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夢莉、實習

記者 戴雲霞 新疆報道）新疆地處亞歐
大陸腹地，與八個國家接壤，邊境口岸
眾多。新疆旅遊局指，國家旅遊局近日
新批准了新疆巴克圖口岸和霍爾果斯口
岸邊境遊線路，讓擁有漫長邊境線的新
疆有了「西出」觀光通道。新疆兩口岸
邊境遊開通後，去哈薩克斯坦旅遊的遊
客，不再需要經過繁瑣的程序和漫長的
等待辦理護照，僅憑當地公安部門辦理
的出入境通行證就可以在中哈雙方協商
的範圍內旅遊。
新疆塔城市至哈薩克斯坦東哈州烏

爾加縣阿拉湖景區「3日遊」的旅遊路
線日前已通過國家旅遊局審核。在中
哈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以邊
民互市為前提的「團進團出」旅遊團
也已試運行。1992年伊犁州通過霍爾
果斯口岸與哈薩克斯坦開展邊境遊的
線路和從事邊境遊的旅行社仍然有
效，國家旅遊局新批准了新疆中國旅
行社有限公司、新疆阿凡提國際旅行
社有限公司、塔城地區塔爾巴哈台國
際旅行社有限公司、新疆興塔運輸(集
團)塔城小白楊旅行社(有限公司)四家旅
行社從事邊境遊組團。

兩口岸邊境遊
憑通行證跨中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

志堅 長春報道）為規範人
參商品市場經營行為，吉林
省工商局近日出台了《關於
在全省人參市場建立索證索
票和進銷貨台賬制度的指導
意見》（以下簡稱《意
見》）。由此，吉林省實現人
參商品市場可追溯管理。
據介紹，《意見》首先明

確了人參商品經營者應當建
立進貨索證索票制度。
其次，人參商品經營者應

當建立商品進銷貨台賬制度，如實記
錄商品來源與銷售去向等信息。進銷
貨台賬應裝訂成冊並妥善保存，保存
期限自該商品進貨之日起不少於2年，

也就是說消費者購買人參後，都能查
到人參的產地。
另外，吉林省建立消費者預賠基

金，對消費者在市場購買的假冒偽劣
人參商品，實行先行賠付。

83企將公開污染物監測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廣
州市去年賣車牌賣了2.05億，今年計劃賣3.6

億。由於相關資金管理辦法去年12月底才通過，競價收入
目前已支出了一部分。廣州市財政局日前透露，今年7月
前，廣州市交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將詳細公布2012年度
廣州車牌競價收入資金的使用情況，接受社會監督。

廣州

將公布車牌競價2億支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洪妍 上海報道）第
20屆上海國際茶文化旅遊節將於31日在上海

隆重開幕。屆時將邀請著名茶人、文化學者和外國友人為
嘉賓，圍繞茶文化、茶產業、茶健康等內容，傳播茶知
識。目前，少兒茶藝活動已納入上海市中小學拓展型課
程，本屆活動還新增了少兒茶藝展示交流活動。在上海帝
芙特國際茶文化廣場舉行的上海茶業．茶鄉旅遊博覽會是
今年茶文化旅遊節經貿活動的重頭戲，將有來自各地的50
多家名優茶葉產銷企業參加。

上海

二十屆國際茶文化節將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尚勇、助理記者閆

靜茹 銀川報道）賀蘭山岩畫景區文物保護人
員日前對賀蘭口5,800多幅岩畫進行了一次徹底清查，發現
包括賀蘭標誌性岩畫「太陽神」在內的600餘幅岩畫面臨脫
離岩體的危險，對這些遠古岩畫的搶救保護迫在眉睫。目
前，國家文物局已經批准該保護方案，正在等待相關部門
審批撥付。寧夏岩畫作為北方岩畫的重要代表，主要分佈
在石嘴山、賀蘭口、靈武東山、青銅峽、中衛等地。

寧夏

600賀蘭岩畫「危在旦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藺超 內蒙古報道）

近期沿中蒙、中俄邊境線的火災面積達120多
公里。蒙古國境內的黃羊群順 火勢，大約有1,000隻鑽出
鐵絲網，進入了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新巴爾虎右旗邊境線區
域內。當地公安局及時組織森林警察以及邊防派出所民警
深入邊境線，巡查入境黃羊群落，並阻止違法涉獵發生。
同時及時處理被燒死的黃羊，防止疫情發生。目前，公安
部門已查處5起違法捕殺、運輸、揀拾黃羊屍體案件。

內蒙

千黃羊避火入呼倫貝爾草原

廣西警方昨日在南寧展出打擊各類經濟犯罪的成果。

同時在現場進行法律服務、案件受理和防範知識答疑。

據介紹，去年至今，廣西公安機關共破獲各類經濟犯罪

案件9,343起，挽回直接經濟損失10,696萬元。 中新社

廣西 打擊經濟犯罪成果展

中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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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追溯機制
消費者可查產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陝西省教育廳日前召開

新聞發布會，介紹陝西加快發展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情況。據了

解，陝西省自今年1月啟動建設現代農業職業教育改革試驗區，計

劃用五年時間、撥款2.5億，培養培訓10萬名涉農職業教育技術技能

人才、10萬名農業科技人才和100萬名新型農民。

吉林

新疆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

者錢舒昊杭州報道）內地

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患近

日逐個康復出院，但H7N9

對民眾飲食習慣的影響日

漸顯著，不吃雞鴨似乎已

成一種習慣。對此，在即

將舉辦的浙江省科技（科普）活

動周活動中，浙江紹興、衢州、

義烏等地將組織科技、醫療衛生

專家到社區，以圖片、解說介

紹、發放資料等方式，宣傳普及

H7N9禽流感的知識， 力消除民

眾恐懼心理。浙江省科學技術協

會副主席章豐指，「醫學專家對

H7N9了解掌握到什麼程度，我們

就發布到什麼程度，有一分事

實，說一分話。」

杭州已停止活禽交易月餘，不

購買活禽似乎已成「習慣」。住

在杭州市西湖區五聯西苑的齊女

士表示，最近買菜時已經習慣多

買些蔬菜和豬肉來替代雞鴨，

「現在冷凍的雞也不敢買了。」

民眾飲食習慣對杭州餐飲業也造

成了嚴重的影響。杭州教工路上

的「重慶雞公煲」店老闆無奈表

示，「你們回家跟家人說說吧，

讓他們都來吃雞吧，我給你們優

惠。」

敦煌莫高窟九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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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九層樓所在的第96窟窟

內大佛。 本報蘭州傳真

星期二、四、六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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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近日出台相關法規，實現人參商品市場可

追溯管理。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