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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實習記者 胡珊鳳 深圳報

道）昨日，「深圳交警」官方客戶端正式上線，這也是全國
第一個交警客戶端，市民可以享受從簡單的交通路況查詢到交警綜合
服務和業務辦理等服務，更好的實現了便民和高效。
據悉，深圳全市共有機動車輛超過230萬輛，全市智能手機終端用戶

超過800萬人次，智能手機已經成為時下廣大市民和車主的主要信息服
務載體，「深圳交警」提供的具體服務包括，交警溫馨提醒、市內路
況、高速路況、交警在線、交通違法處理、等六大服務。

■責任編輯：翟偉強　■版面設計：美術部

山東第三屆尼山論壇
將研不同信仰

深圳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楊同玉 哈爾濱報

道）近年來，黑龍江
省野生動植物保護與
自然保護區管理工作
取得了明顯成效，珍
稀瀕危鳥類呈現恢復
性增長。
近年來，黑龍江省

加強了野生動植物保
護與自然保護的區管
理工作。目前，已建立各種類型
自然保護區213處，總面積653萬
公頃，佔黑龍江省國土面積的
13.8%，其中有國家級的30處，省
級83處。有效的保護措施，使得
黑龍江省的珍稀瀕危野生動物種
群數量呈現恢復性增長。目前，
野生丹頂鶴數量已由2000年的500
多隻增加到現在的800餘隻，約佔
全國總量的2/3，世界的1/3；三
江平原野生東方白鸛數量已由

2000年的100餘隻增加到現在的
400多隻。
據了解，黑龍江省鳥類資源十

分豐富，現有鳥類361種，其中屬
國家一級重點保護的有丹頂鶴、
中華秋沙鴨等11種；屬國家二級
重點保護的有大天鵝、白枕鶴等
56種。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被鶴
類組織授予「鶴城」稱號。2009
年黑龍江農墾建三江被授予「中
國東方白鸛之鄉」。

珍稀瀕危鳥類
呈恢復性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叢書 廣州報道）根據2013

年廣東人社廳對定點企業

的監測顯示，截止至「十

二五」（2015年）廣東高技

能人才用工缺口峰值達到

100萬。4日，省政府安排3

億元專項資金扶持三所技術院

校，用於引進教學設備、增強師

資隊伍，三年輸送5萬畢業生到企

業紓解人才之困。

廣東是製造業大省，但隨 轉型

升級的深入，對高技能人才開始

「求賢若渴」，至「十二五」缺口峰

值達100萬。對此，廣東省決定用3

年時間，集中資源扶持建設3所示

範性的全國一流技師學院（廣州市

工貿技師學院、廣東省技師學院、

廣東省機械技師學院等三所技師學

院）， 力培養高技能人才，直接

輸送5萬畢業生到對口企業。

與大學生臨近畢業找工作不一

樣，廣州技工院校的學生都是提

前被企業預定走，廣州市技工院

校畢業生就業率普遍達96%以上

（技師學院均達98%以上），技工實

習起薪或超三千。記者了解到，

廣東省人社廳還將出台更多的高

技能人才優惠政策，吸引更多的

高技能人才來廣東工作。

■在黑龍江獲國家一級重點保護的丹頂鶴。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尚勇、助

理記者 閆靜茹 銀

川報道）日前，國
務院辦公廳頒佈了
《關於公佈遼寧大黑
山等21處新建國家
級自然保護區名單
的通知》文件，公
佈了經國務院審定
的21處新建國家級
自然保護區，寧夏
回族自治區雲霧山自然保護區位
列其中，成功晉升為國家級自然
保護區，成為了寧夏唯一的草地
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雲霧山自然保護區晉升為國家

級自然保護區不僅為保護區的發
展贏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和

歷史機遇，也填補了寧夏無草地
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空白，更
重要的是打破了全國草地類自然
保護區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無成
功晉升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歷
史，同時也為全國草地類自然保
護區的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

交警推內地首個官方客戶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為避免類似復旦
投毒案的再次出現，上海市教委近日下發通知，強調了高校

要加強大學實驗室安全管理，並實行危險化學品雙人領取制度，堅決
防範安全事故的發生。
通知重申，高校要高度重視實驗室危險化學品管理工作，對涉及實

驗室危險化學品管理的重點部位和薄弱環節重點排查，排除隱患。並
對危險化學品實施監管體系，及時記錄使用和存量情況。
通知還明確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私自購買國家管控的335種劇毒藥品

和33種易製毒藥品；劇毒藥品和易製毒藥品必須由學校指定部門按有
關規定採購。

上海

高校實施化學品雙人領取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報道）吉林省慈善總會成人
心臟瓣膜置換項目啟動儀式日前在長春舉行，是該省首個針

對成年人的醫療救助項目。
為幫助該省貧困家庭中罹患風濕性心臟病等瓣膜病患者及時進行手

術治療，吉林省慈善總會經過一年多的全面調研，在吉林神華集團的
大力支持下，決定按「生命之光」項目運作模式，開展貧困家庭成人
心臟瓣膜置換項目，切實解決他們因病致貧問題，並先期進行試點。

吉林

成人心臟病救助項目啟動

茂縣於6月12日舉辦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錄展演活動，茂縣是全國最大的羌族聚居縣，是羌族文

化最古樸、最純真和傳承最完美的地區。 中新社

四川 展演非物質遺產

中國新聞

扶
育

雲霧山成功升級
變國家級保護區

寧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于永傑 山東

報道）由全國人大

原副委員長許嘉璐

倡議發起的尼山論

壇，將於明年5月21

日舉行第三屆對

話，論壇將討論「不同信

仰下的人類共同倫理」。許

嘉璐在新聞吹風會上表示，第三

屆尼山論壇將首次由大學承辦，

以期通過不同信仰體系中知識精

英間的對話，直接切入不同文化

的核心以展開對話。

許嘉璐認為，世界上不同信仰

有一個共同的最終目標就是讓人

類能在和諧、富裕、穩定和安全

中生活，這就是展開對話的基

礎。他認為知識分子的見解上可

以影響執政者，下可以影響普通

百姓，尼山論壇希望通過知識分

子的對話，得以溝通中華文化與

世界的共同倫理。

第三屆尼山論壇開幕式及大部

分活動將安排在山東大學舉行，

論壇設四個分論題：全球化背景

下的人類共同倫理訴求；多元文

化背景下建構人類共同倫理的可

能性與現實性；人類共同倫理的

本質與內涵；儒家倫理與人類共

同倫理。論壇將舉行開幕儀式、

文明對話、專題演講、學術分

會、博士生論壇、文明古國文化

遺產保護與促進文明對話國際研

討會等活動。

廣州斥3億建一流技校
補百萬高技能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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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回族自治區雲霧山，成功晉升為國家級自

然保護區。 網上圖片

星期二、四、六刊出

兩江新區常務副主任湯宗偉先生表示，經
過三年強基固本，兩江新區經濟潛在增

長水平已發生質變，呈現出「基礎設施快速推
進、發展平台快速形成、產業框架快速搭建、
開放環境快速營造」的發展態勢。

工業佔比料持續上升

目前，兩江新區內的五大產業為重點汽車、
電子信息、高端裝備、通用航空、生物醫藥產
業。其中汽車是主導產業，新區正在加速打造
千億汽車城，覆蓋汽車的研發設計到總裝配
套、到汽車的物流分佈的建設全流程。在電子
信息產業中，筆記本電腦及配套產業將佔據半
壁江山。值得一提的是，兩江新區正在打造
LED產業上，並率先成立了10億元LED的專用
產業基金來撬動市場，用市場來吸引LED芯片
生產、封裝企業。
湯宗偉預計，未來8-10年，是兩江新區高速

增長期，工業佔比與工業投資將一路上升，基
礎設施投資將逐步縮小，直到基本完成工業化
與城市化後，第三產業佔比再逐步增加。他預
計，未來三年，新區產業投資將佔比50%，地
產投資開發佔30%，基礎設施投資佔20%。

進出口增幅領跑內地

就在中國外貿遭遇全球經濟寒流，進出口增

長率大幅度下降之時，中西部地區的外貿卻逆
勢增長。2012年，兩江新區全年進出口總額
213.41億美元，佔重慶市40.1%，進出口總額
增幅達200%，幾乎佔據重慶市進出口半壁江
山。兩江新區目前的進出口增速亦大大高於浦
東新區與濱海新區，2013年一季度，兩江新區
進出口分別增長65.9%和92.4%，數據領跑內
地。
2012年，兩江新區兩路寸灘保稅港區寸灘港

港口集裝箱吞吐量54.54萬標箱，增長12.4%；
其中外貿吞吐量32.43萬標箱，佔全部進出港
集裝箱量的59.5%。江北國際機場旅客吞吐量
達到2205.70萬人次，增長15.8%；貨物吞吐量
26.86萬噸，增長13.1%。全區實際利用外資
31.8億美元，與上年基本持平；實際利用內資
1007.08億元，增長16.2%，新區進一步延伸了
開放的廣度和深度。

■兩江新區 力打造千億汽車城。 本報重慶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榮娣 張家

口報道）「探尋東方人類最古老文化
遺址」張家口泥河灣公眾考古活動日
前在陽原縣泥河灣舉行。遴選出的20
名社會各界公眾代表和考古專家們一
起走進油房、周家山等遺址發掘現場

體驗考古，打製石器，親手觸摸、感知「東
方人類故鄉」的神秘色彩。
在遺址發掘現場，考古專家向公眾介紹了

泥河灣考古發掘情況、分析了地層，講解了
考古發掘技術手段、重要收穫等。公眾代表
來到發掘現場，觀摩了考古發掘出土的石製
品和哺乳動物化石。在陽原縣文保所所長成
勝泉的講解下，大家紛紛拿起地上的石頭，
學習打製石器，親身體驗勘探發掘，與考古
人員進行交流。

親自挖掘 零距離接觸文物

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長、泥河灣研究中心主
任謝飛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考古應該走出象
牙塔，把歷史知識、人類遺存貢獻給社會，
考古才能回歸本來的涵義。公眾最有權力了
解文物，了解歷史，只有了解才能更好地保
護開發。這次泥河灣公眾考古活動就是讓他
們親自挖掘，零距離接觸文物，親自參與考
古活動，認識泥河灣，了解泥河灣，揭開考
古活動的「神秘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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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兩江新區成內陸新引擎
成立三周年 增速超浦東濱海■小學生在考古隊員的講解下學習打製石

器。 本報河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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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本月即重慶兩江新

區成立三周年。作為由國務院直接批覆的第三個國家級開放

新區，兩江新區日漸成為內陸開發新引擎：截至今年4月，

新區經濟規模約1500億元(人民幣，下同)，相當於1999年重

慶經濟總量，累計招商簽約項目967個，合同投資額4810億

元，GDP增速逾20%，遠超上海浦東新區與天津濱海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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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

■第三屆尼山論壇新聞吹風會。

本報山東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