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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間照料中心排練節目的老人。 本報洛陽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金月展 洛陽報
道）隨 老齡化速度不斷加快，養老機構
設施不完善、床位缺口大、排隊預約等問
題日漸突出。為了緩解養老壓力，洛陽市
投資10億元新建33個養老機構，年底前將
建成日間照料中心80個，民辦養老機構服
務人員也將納入政府公益性崗位扶持。
據悉，今年洛陽市已立項政府示範性養老機構
和社會辦養老機構建設項目33個，擬新增床位1.15
萬張，計劃總投資10億元。對社區日間照料中心
按照每個5萬元至20萬元的標準給予一次性開辦補
貼，並按照每平方米每月10元的標準發放運營補
貼，年底前洛陽市將建成日間照料中心80個，試
點建設農村互助幸福院1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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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陽外地車首次違章不處罰
新政刺激旅遊業 出台42項新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虎靜 貴陽報道）為刺激旅遊業發展，貴陽市近日出台
了42項旨在推動旅遊業發展的新措施。其中，尤為外界關注的是，貴陽市規
定，在國家法定假日期間，外地自駕遊車輛違章首查將不予以處罰，一般違章
將以教育為主。

照料中心護理服務周全
「在這裡可以做些基本的護理，一群老人在一
塊兒談天說地過得也不孤單，有時候家裡東西壞
了，打個電話他們就會上門維修」
，在河南省洛陽
市一家老人日間照料中心，80歲的周大爺正在接
受服務員的日常護理，他和老伴每天早上結伴而
來，老伴聽戲，他下棋，中午吃過飯後還可以在
這裡睡個午覺，晚上吃過飯後回家，每天過得還
算樂呵。
據了解，目前洛陽市60歲以上老年人口約有95.8
萬，佔常住人口的14%，且以每年3%的速度遞
增，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形勢，洛陽市已
將養老服務事業發展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
劃，加大了資金投入與政策扶持力度。

新
貌

■貴陽市的車輛在暢通的道路上行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強
南昌報道）由江西省委宣傳
部、江西省文化廳和南昌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五屆
江西藝術節．江西省非物質
文化遺產保護成果展11月15
日在南昌市八一廣場盛大展

開。
此次展出精選了一大批地域文化
特徵鮮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
項目，讓廣大觀眾享受一次免費文
化盛宴。
例如展演，讓觀眾現場欣賞極具
地方經典特色的青陽腔演唱、古代
軍事旁牌舞及高安字門拳等。此外
又有特裝展，讓觀眾觀看景德鎮手
工製瓷藝人從拉坯到彩繪的精妙連

網上圖片

四平現七千年前舊石器遺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吉林報道)吉林省四平
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文管人員兩次在四平市鐵東區石嶺
子鎮十里堡村，康家屯東南一座西南至東北走向的山樑上考古調
查時，發現一處距今六七千年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新石器時代、
青銅時代早期遺存的遺址，該遺址因山下有黃姓家族墓地，故名
黃家墳遺址。黃家墳遺址分佈範圍較大，面積約7萬平方米，地表
遺物豐富。在該遺址中發現的遺物多為石器，陶器較少。

吉林

斥巨資治理沙湖流域生態環境
■非遺展會現場的舞龍表演。
本報江西傳真
接以及南昌瓷板畫現場手工繪畫的
生動與傳神。
近年江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保護成果越
來越明顯，已初步構建起能夠體現
江西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綜合保
護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張治）國家財政
部、環境保護部已將寧夏沙湖流域列入國家生態環境
保護第二批試點單位，開展湖泊生態修復與保護、環境監管能
力、污染源治理等項目建設，並首批下達了2013年專項資金2200
萬元，支持開展沙湖流域生態環境治理工程。「沙湖流域」是指
以沙湖為核心的銀川平原灌溉綠洲區，「十二五」期間，為保護
湖泊的生態環境，改善湖泊水質，國家決定開展全國湖泊生態環
境保護試點工作。

寧夏

陽市新出台的《加快旅遊
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指出，從2014年起，貴陽市
將對外地自駕車輛開設「綠色通
道」。其中，在國家法定假日期
間，對外地自駕遊車輛違章堅持
首查不處罰的原則，一般違章以
教育為主。

新疆冬博會成冬季旅遊平台
動 遊客年增長52％
李夢
態 莉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新疆報道）隨 新疆冰雪

陝西 二維碼助蘋果熱銷

陝西延安市洛川
縣育興蘋果合作社今年銷售了180多噸貼有二維碼的蘋果，每
斤價格8.6元左右，已完成全年所有訂單。 消費者通過掃描二
維碼，就可全方位追溯蘋果的來龍去脈。「買得放心，吃得
放心」
，讓洛川蘋果銷售價格、銷量不斷增長。
新華社
■新疆冬季旅遊資源豐富。 網上圖片
最高、輻射最廣，展區分為10類，涵
蓋旅遊、汽車、金融、保險、戶外、
家電、服裝、農產品等行業。
新疆旅遊局相關領導說，冬博會成
為了冬季最具有規模、最具影響力的
節慶展會，也已經發展成為中國冬季
旅遊向西開放的平台。

此外，對於組織省外遊客組團
來貴陽旅遊的旅行社，貴陽市也
將給予最高達3萬元的獎勵。其
中，在貴陽住宿一晚以上，並遊
覽兩處以上銷售門票的貴陽景區
的外省組團社給予獎勵。其中，
遊客人數在200—300人的，獎勵
1萬元；301—400人的，獎勵1.5
萬元；401—500人的，獎勵2萬
元；501—600人的，獎勵2.5萬
元；601人以上的，獎勵3萬元。
《政策措施》還表示，從明年
起，貴陽市財政每年將安排不
低於3000萬元的旅遊發展專項
資金，重點用於引導性扶持獎

浙江

陳勇任銅梁縣委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妍 重慶報道）重慶市委決
定，原酉陽縣委書記陳勇調任銅梁縣委常委、書記。
現年48歲的陳勇是江蘇省東台市人，1986年8月參加工作，1991
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江蘇省建湖縣縣長、江蘇省港口管
理局副局長、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縣委書記。

重慶

勵、旅遊規劃編制、旅遊宣傳、
旅遊行業管理、旅遊教育培訓等
方面的支出。

年投6千萬旅遊基建資金
同時，每年安排不低於6000萬
元，用於旅遊基礎設施建設，重
點用於全市重點旅遊景區、旅遊
項目開發建設、旅遊配套設施完
善以及財政貸款貼息等方面的支
出。每年安排不低於5000萬元用
於新開或加密航班航線的專項扶
持資金。以上資金根據財力情況
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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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家商品市場登百強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倩 浙
江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發佈
的「全國百強商品交易市場」名單
顯示，浙江省有58家市場入選，成
為全國商品市場數量最多、規模最
大、交易額最強的領先省份，此
外，5家網絡市場首登榜單。
據悉，這份名單是中國社科院
前期組織專家進行綜合評定。該
名單也首次呈現了全國交易額最
大、綜合實力最強的100家實體市 ■浙江省今年前三季度實體市場
場和網絡市場。截止去年底，浙 和 網 上 市 場 累 計 實 現 交 易 總 額
江省共有實體市場4297家，年交 2.71萬億元。 本報記者潘恆 攝
易額達1.58萬億元，其中超億元市 「義烏購」
、「網上輕紡城」
、「浙
場745家，超百億元市場達到29 江塑料城網上交易市場」等。
家，均處於全國領先地位。根據
浙江省工商局統計數據顯示，
統計，浙江現有登記在冊的網上 今年前三季度，浙江省實體市場
市場128家，年成交額達1.29萬億 和網上市場累計實現交易總額2.71
元。另一方面，大量實體市場也 萬 億 元 ， 已 達 去 年 成 交 總 額 的
紛紛打造了自己的網絡平台，如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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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暨冬博會的舉辦，激活了新疆冬季
旅遊的活力，拉動了新疆淡季遊市場
的發展，徹底改變了過去新疆冬季景
區關門、旅行社和賓館冬季裁員的現
狀。
截至2012年，新疆冬季的旅遊總人
數達1693萬餘人次，年均增長率
52%，新疆冬博會已經成為中國冬季
旅遊向西開放的平台。
近年新疆全區冬季旅遊基礎設施投
資達到近30億元，興建起了一批具有
國際水準的國際滑雪場，形成了滑
雪、攝影旅遊和「新疆十大冬季旅遊
精品線路」等一批旅遊產品。
新疆冬博會，今年規模最大、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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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外組團最高獎勵3萬

江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展出
保護繼承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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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責任編輯：黃建文 2013年11月21日(星期四)

首條沙漠高速公路正式通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崔國清 蘭
州報道）甘肅省首條沙漠地區營
雙高速公路20日正式通車，這條
全長157公里的甘肅營盤水到雙塔
的高速公路，全線採用四車道高
速公路技術標準建設，該高速公
路的建成將使北京、青島等地經
銀川至拉薩、霍爾果斯的里程縮
短近200公里。
營盤水至雙塔高速公路總投資
73.9億元，是國家高速公路網規劃
中定邊至武威聯絡線的重要組成
路段，也是甘肅省白蘭循環經濟
圈連接寧夏銀川地區、河套平原
和「呼包鄂城市群」北向經濟帶
的交通大動脈。
營雙高速於2010年11月開工建
設，路線起點位於甘肅省白銀市景
泰縣營盤水，接寧夏在建的孟家灣
至營盤水高速公路，終點位於甘肅

■甘肅省首條沙漠地區高速公路
正式通車。
香港文匯報通訊員王華 攝
省武威市古浪縣，與古永高速公路
相接。將陝、甘、寧三省區在隴中
地區緊緊地連接在一起，架起甘陝
寧青4省區交流合作「橋樑」
。
營雙高速公路全線位於騰格里
沙漠和祁連山餘脈向黃土高原過
渡地帶，工程質量控制難度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