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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實習記者 張雲 寧夏報道）

近日，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在全國率先出台了第一部省級地
方農村環保規劃：未來8年，將投資百億元為400萬農民改變生活環境。

《規劃》範圍涉及寧夏全境，包括22個縣（市、區）、193個鄉鎮、
2362個行政村及14個農場，397.3萬農業人口將因此受益；《規劃》明
確計劃從2011年-2020年，總投資99.48億元，重點通過村莊環境綜合整
治、村鎮生態示範建設「以獎代補」、農業面源污染防治、農村生態保
護與恢復示範、農村清潔能源建設、農村環境監管能力建設等6大工
程，解決長期困擾農村的垃圾、污水等問題。

■責任編輯：翟偉強　■版面設計：美術部

目前國內的信息詐騙形式有近30種，其
中製造危急假象是詐騙分子最常用的

手段之一，約佔全部案件的60%。而發生在
全國的信息詐騙案件中，70%以上受害者是
女性，同時中老年人也超過了70%。雖然深
圳警方在技術遏制上創新了「E警工場」、

「秒殺阻斷」技術、「白名單保護」機制等
多種措施防範信息詐騙，也取得一定效果，
但每天仍有數十宗信息詐騙成功案例，這說
明尚未根治。

單日接到警情57宗

「專線」由深圳市公安局、人民銀行深圳
分行、深圳市銀監局、深圳市通信管理局等
單位共同領導，日常運作由深圳市公安局網
警支隊負責，配備2名民警協同銀行和通信
運營商配置的30名專線諮詢員，提供24小時
防範、處置服務，並主要負責電話、短信詐
騙和網絡詐騙的舉報和諮詢。目前已設立

「0755—81234567」特服電話號碼和網站
http://www.sznet110.gov.cn。

在「專線」工作大廳內，記者看到四周牆
壁上掛有電視及大量信息板，上面詳細列出
網警支隊每日、每周、每月、每年接到的報
案電話數量及處置情況，同時配有圖標說
明。其中僅6月5日，該局就接到信息詐騙刑

事警情57宗，涉案金額3000元以上的電信詐
騙警情34宗，網絡詐騙警情22宗。同時處置
違法電話18個，違法網站8個，凍結涉案資
金1200元。有些詐騙分子利用境外電話實施
詐騙，深圳市公安也已聯合國際刑警到境外
追查電話來源。

3招預防電信詐騙

對於市民應如何防範信息詐騙，深圳市公
安局向市民支出3招。首先，但凡陌生來電或
短信涉及到「電話欠費、惡意透支、信息洩
露、涉及洗錢、賬戶不安全」等關鍵詞的，
都可能是詐騙，切勿輕信。其次，公安局提
醒，公檢法部門不會提供銀行安全賬戶，更
不會要求市民轉賬。如果市民遇到此類事
件，應先與家人、朋友聯繫溝通，同時詢問
銀行工作人員，或者直接撥打「反信息詐騙

諮詢專線」進行諮詢。

■「專線」工作大廳，2名民警協同30名專線諮詢員提供服務。 記者李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戴雲霞

新疆報道）「絲路明珠」烏魯木齊市
通過智能電網，廣泛應用風能、光
能、熱泵能等新能源，構建「綠色智
能城市」。

烏魯木齊電業局發展策劃部負責人
孫偉表示，智能電網是國際公認的解決21世
紀能源問題的一個重大解決方案。智能電網
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以特高壓電網為骨幹網
架、各級電網協調發展的堅強電網為基礎，
利用先進的通信、信息和控制技術，構建以
信息化、自動化、互動化為特徵的統一「堅
強智能電網」，涵蓋了電力線路調度的智能
化、電動汽車上路等諸多方面。

風光電併網 增綠色能源

隨 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內地能源需
求將持續增長。清潔的可再生能源在滿足能
源需求、改善能源結構、減少環境污染、促
進經濟發展等方面有重要意義。2013年，隨

烏魯木齊智能電網的不斷建設，通過風光
電併網，關停城區部分火電，建設連片的風
區、開始陸續接入光伏等一系列舉措的實
施，烏魯木齊電網對綠色能源的消納能力明
顯提升。這些綠色能源為烏魯木齊市構建

「綠色智能城市」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從烏魯木齊電業局發佈的數據來看，通過

積極推進風光電併網，截至2012年底，烏魯
木齊光伏發電裝機容量為4萬千瓦，風電裝
機容量達89.88萬千瓦，風電裝機約佔總裝機
容量的14.9％。僅去年新投運的風電場就有5
座，裝機容量24.75萬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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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開通反信息詐騙專線
跨部門合作 24小時提供諮詢報警

重慶幹部辦婚喪嫁娶
不可超20桌 寧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

莞報道）近日國家工商總局到東
莞調研工商登記制度改革情況。
東莞市工商局表示，今年以來東
莞新增商戶39966戶，平均每天增
加265家，其中七成是個體工商
戶。東莞工商局相關負責人稱商
事登記改革對個體私營經濟起了
推動作用，今年商改重點推網上
商事登記。

近日，截至五月底全市商戶累
計552043戶，同比增9.9%。今年1
－5月，全市新增商戶39966戶，平
均每天增加約265家。東莞工商局
相關負責人稱，東莞商事登記改
革推動了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去

年以來工商部門加強了服務窗口
效能建設，今年全市新登記個體
工商戶28630戶，佔新增市場主體
的71.6%。新登記私營企業11336
戶，佔新登記企業的92.7%。

今年東莞工商局將重點推出網
上商事登記，預計今年年底50%
的外企將可實現網上年檢。此
外，東莞重點開發的電子營業執
照應用平台，預計9月在松山湖開
展試點。該平台集成電子執照申
領、網上亮照、工商監管及綜合
應用等多項功能。企業註冊登記
後，電子執照應用平台自動生成
企業的基本登記信息，企業憑數
字證書申請開通即可使用。

日增商戶265家
個體戶佔七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 珠海報道）歷時3
年的《珠海市公共租賃住房管理
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近日
獲珠海市政府常委會議審議通
過，內容突出了對低收入住房困
難群體的優先保障，同時將新就
業職工和外來務工人員等群體納
入公租房保障體系，將於6月29日
起施行。

《辦法》規定公共租賃住房的
保障對象包括家庭人均收入低於
城鎮低保標準150%的低收入住房
困難家庭、其他低收入住房困難
家庭、新就業職工、專業人才、
異地務工人員等五類。此處凸顯
出有兩大亮點，即將新就業職工
和外來務工人員納入保障。

具體來講，為緩解新就業職工

的階段性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的矛
盾，改善新就業大中專畢業生的
居住條件，《辦法》將具有中專
以上學歷和珠海市戶籍，畢業未
滿5年，在本市工作1年以上，屬
無房戶或住房困難戶的新就業大
中專畢業生、創業人員納入公共
租賃住房保障體系。

同時，為增強珠海城市競爭力
和對外來勞動力的吸引力，同時
體現城市對異地務工人員的人文
關懷，《辦法》將異地務工人員
納入公共租賃住房保障體系。具
體來講，異地務工人員主要通過
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由產業園區
配套建設或其他機構建設的公共
租賃住房，就地就近解決基本居
住需求，具體申請條件和配租方
案由園區或企業自行制定。

珠海公租房管理辦法出台
惠及新職工外來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程、實習記者 李青霞 長

沙報道）中國邵陽城步「六．六」山

歌節暨第二屆中國大桂林旅遊．湘

桂原生態風情節將於7月12日至14

日在湖南邵陽城步苗族自治縣隆重

舉行。湘桂兩省將借此次活動推動

邊區旅遊區域合作和共同發展，全

面提升區域旅遊核心競爭力。

本次盛會將以「湘桂風情，生態

之旅」為主題，以「展多邊風采、

促民族團結、跨區域合作」為宗

旨，充分利用「文化搭台，經貿唱

戲」平台，推動區域合作和文化交

流，打造「西南旅遊金三角」。屆

時將會有總投資20多億元，50多

個重大項目進行投資簽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王

曉雪 北京報道）世界自然保護聯
盟理事會主席、生態文明貴陽國
際論壇秘書長章新勝7日在貴州的
新聞發佈會指出，在貴陽舉行的
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今年升格
為國家戰略層面，成為國內唯一
以生態文明為主題的、國家級的
國際論壇。論壇年會定於下月19
日至21日舉行，將展示中國生態
文明成果，進一步樹立中國負責
任大國的國際形象。

章新勝表示，關於綠色轉型與可
持續發展，中國與歐美國家正處在
同一起跑線上。中共十八大首次單
篇論述生態文明，將生態文明建設
放在「五位一體」總體佈局的突出
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
社會建設、文化建設之中。舉辦生
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將在交流中
積極創造有利於中國生態文明的國

際輿論和環境。
章新勝表示，今年論壇共有41

個板塊主題內容，涉及能源、生
態農業等重點產業。他透露，本
次年會特設「後發趕超：貴州與
瑞士趕超」板塊，介紹與借鑒瑞
士的山地經濟發展模式。他說，
瑞士國土多為山區，卻成為全球
最富裕、生態環境最佳的國家之
一，其發展經驗對中國山區具有
重大借鑒意義。

農村環保規劃內地首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濟南市將於6月12－13日舉
辦「第二屆中國（濟南）韓國商品博覽會」。本屆韓博會共

有來自韓國本土企業100餘家，國內韓資企業200多家參展，共設展位
近700個。包括美容護膚、電子電器、食品飲品、服裝服飾等的上千種
最新韓國高端精品將走進濟南。

此次韓博會上，韓國貿易協會專門設立了韓國主題形象館，全羅北
道、首爾特別市、慶尚南道、堤川市、羅州市也組團或單獨參展。

山東

濟南辦第二屆韓國商品博覽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宇鳳 太原報道）近日，太重煤機有
限公司方面宣佈，歷時15個月的研究，內地第一套井下智能

綜採成套裝備的核心設備—智能化採煤機已進入最終調試階段。它的
研製成功，標誌 內地向最終實現無人採煤工作面邁出了重要一步。

該採煤機功率達2660千瓦，可實現煤岩識別、遠程集中控制等現代化
智能功能。該項成套裝備總重1萬多噸，總投資4.4億元。太重煤機聯合
平陽重工、太原理工大學等八家單位，歷時15個月研究，終於進入總
裝調試階段，不日將舉行隆重的下線儀式。

山西

首套智能採煤機即將面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上海市水務局及
上海城投日前表示，全市共有53座污水處理廠，每日處理污

水規模達710萬噸，污水處理率達85%，領跑全國。其中，白龍港、石
洞口、竹園三家污水處理廠是「主力軍」，排水量佔到全市65%以上。

上海城投副總經理韓金華介紹，白龍港污水處理廠為亞洲最大規模，
每天，來自黃浦、徐匯、普陀、閔行、長寧、靜安、浦東千家萬戶共計
200萬噸的生活污水，最終都匯流到白龍港，經層層處理後排入大海。

上海

污水處理率達85% 內地之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長春報道）通化醫藥高新區
院士工作站揭牌儀式於日前在吉林通化舉行。此院士工作站

於2012年底經吉林省科技廳批准成立，是吉林省唯一的中醫中藥產業
院士工作站。

通化醫藥高新區將以院士工作站建立的產學研轉化平台為載體，加
快通化醫藥品種和技術升級換代，打造通化市乃至吉林省未來醫藥產
業科學發展和戰略決策的先導平台。通化醫藥高新區院士工作站的揭
牌，標誌 通化市醫藥城建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吉林

通化開首家中醫藥院士工作站

日前，南京「2013端午龍舟嘉

年華」在秦淮河上舉行，32支來自南京各界的市民龍舟隊在秦淮河

上奮勇爭先，迎接即將到來的端午節。 ■新華社

南京 賽龍舟迎端午

中 國 新 聞

新
政
新
風

人
文 東莞

貴陽生態論壇下月舉行
升格國家戰略層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實習記者 胡珊鳳 深圳報道）近

年來，深圳信息詐騙的案件雖呈整體下降趨勢，但仍相對較

高，目前已成為深圳市較為高發的案件類型之一。為有效遏制

信息詐騙，深圳警方於日前正式啟動「反信息詐騙諮詢專線」，

該專線將24小時向市民提供與信息詐騙犯罪相關的諮詢、報警

等服務。將來市民收到詐騙信息可先撥打諮詢專線聯繫警方確

認真實性，以降低信息詐騙的成功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妍 重慶報道）記者近日獲

悉，為落實中央八項規

定，重慶梁平縣日前出台

《嚴禁國家工作人員大操大

辦婚喪嫁娶事宜違規請客

斂財的暫行規定》。該規定

明確，梁平縣機關事業單位、人

民團體工作人員、國有企業人員

及村（社區）三職幹部，除婚喪嫁

娶事宜經申報批准、可在20桌內

從簡操辦外，不准再借任何名義

設宴請客。

規定強調，請客者須嚴格遵守

不准以發請柬、打電話、發短

信、委託他人等方式邀請管理或

服務對象、單位同事參加；不准

動用公車、公物、公款操辦；不

准佔用公共場所搭棚操辦的「三

不准」政策。國家工作人員也不

准給違規請客者送禮、幫忙請

客、協助操辦酒宴。

同時，梁平縣要求國家工作人

員均須簽訂「自覺遵守《規定》

承諾書」。若領導幹部違規，一律

先免職再查處。違規收受的禮金

全額上繳財政，並追究違規者所

在單位及單位一把手的責任。

湘桂合辦「山歌節」
推動旅遊合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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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3年

年會新聞發佈會。 記者何凡 攝

■「山歌節」期間將會展示豐富多

彩的民族文化。 資料圖片

■新政規定，婚喪嫁娶設宴不能

多於20席。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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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王晶

晶 武漢報道）6月4日，中國（武
漢）期刊交易博覽會「百日倒數
計時」啟動，將於9月14日至16日
在武漢國際博覽中心舉行。本屆
刊博會共設8個展館，展出面積近
10萬平方米。

據悉，首屆刊博會由國家新聞出
版廣電總局、湖北省政府、中國郵
政集團公司共同主辦，並永久落戶
武漢。本屆刊博會設國內期刊館、
海外期刊圖書音像綜合展示館、新
媒體館、國內圖書展銷館、汽車文
化館、傳媒人才招聘與演武大會綜
合館、文化衍生產品展銷館等8個
展館，展出面積近10萬平方米。刊
博會將於9月14日至16日在武漢國
際博覽中心舉行。

湖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局長張
良成介紹，除展出外，刊博會還
將舉辦頒獎晚會、高峰論壇、專
業期刊活動等一系列的活動。頒
獎晚會將發佈和表彰「全國百強
報紙」、「全國百強社科期刊」、

「全國百強自科期刊」、「全國年
度報刊郵政發行排行榜100強」及

「全國年度最受讀者歡迎的50種期
刊」。高峰論壇主要有期刊媒體國
際創新發展論壇、全國報刊發行
峰會、國際版權高峰論壇、海外
數字出版與圖書館資源建設高峰
論壇等等。其中，期刊媒體國際
創新發展論壇將邀請美國、英
國、德國、日本、韓國、香港、
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50多位業界
權威人士與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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