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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張治 寧夏報道）記者從寧
夏國土資源廳了解到，近日國土資源部組織專家對寧夏農村

集體土地所有權確權登記發證工作進行實地抽查，各項成果順利通過
國家驗收，評定為優秀。寧夏22個縣級調查單位全面完成了6010宗土
地的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完成確權登記發證面積313.36萬公頃，登記發
證率達99.4%，實現了全區覆蓋。

■責任編輯：黃建文、方浩權

松原市正處在資源型經濟發展關鍵期，新一
屆領導班子意識到不能待資源枯竭時再

「亡羊補牢」。松原市委召開五屆三次全會會
議，分析松原當前所面臨的困難和危機，實事
求是地指出松原經濟質量不高，產業結構不合
理、一油獨大，民營經濟不強等現狀，明確提
出松原市到了轉型期。

建優質品牌賺鉅利

松原市委書記圍繞產業結構調整這條主線，
率經貿代表團赴閩蘇皖開展招商引資。各地各
部門重點瞄準世界500強、大型央企等成鏈引進
和集群招商。
玉米、雜糧雜豆、牛羊禽類等農副產品是松

原的金字招牌，源源不斷優質農副產品經過深
加工，生產出「盼盼」牌烘焙類、膨化類休閒
食品、飲料飲品等將覆蓋東三省，輻射俄羅
斯、朝鮮和韓國等周邊國家。從「賣原糧」到
「賣產品」「賣品牌」僅這搖身一變，盼盼產業
園就可為松原帶來12億元的年產值，稅金1.5億
元。

開發區促進產業群效益

化資源優勢為產業發展優勢，今年，借經開
區升級為國家級開發區，松原還強力打造了北
大荒玉米產業公司年加工6萬噸花生、嘉吉擴
能、中糧肉食產業鏈基地等項目為主的農產品
加工和食品產業體系。以開發區為項目建設的
主要載體，重抓了松原石化園區建設，打造了
以吉港200萬噸LNG、富德20萬噸EVA等項目為
主的油氣化工產業鏈；完善了沃爾瑪、歐亞等
大型賣場，哈達山、查干湖旅遊開發等項目為
主的商貿和旅遊產業體系。三大產業體系，形
成 了 產 業 集
群，形成真正
有 規 模 的 效
益，成為支撐
松原轉型發
展的骨架和
硬支撐。

■松原市正規劃開拓其它產業增經濟增長點。 網上圖片

■松原市夜景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黃慧 南

昌報道）江西省統計局組成課題組深
入南昌、九江兩市開展綜合調研。課
題組稱推進昌九一體化，不僅有利於
江西在中部地區崛起中得到國家層面
的支持，而且更有助於江西參與長江

中游城市群構建。
相接的南昌和九江分別是全省行政中心城

市和重要的門戶城市，屬於典型的雙核結構
類型。昌九課題組人員認為，改革開放以
來，沿海發達省份多通過構築「雙核」，推
動本省經濟發展。同時，昌九兩城作為長珠
閩三角洲的共同腹地，具有承東啟西、連南
接北的重要紐帶作用，最有條件承接勞動密
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

「雙核」建設面臨資金規劃難題

據江西省統計局公佈的經濟數據顯示，昌
九兩市去年共實現生產總值佔全省的
34.1%，其他主要經濟指標佔全省的比重均
超過1/3，南昌、九江兩市是該省經濟發展
實力最強的區域。「昌九要顯現出『雙核』
作用，其經濟總量的比重需要達到全省40%
以上才會變得比較明顯。當然，關鍵還是要
看『雙核』經濟發展的整體性和整體對外經
濟競爭優勢，產業聯動性，產業鏈的延伸，
以及對全省發展的影響力。」江西經濟發展
研究院研究員劉鎮說。
昌九「雙核」一體化建設將面臨來自中部

其他省份的競爭和區域建設的資源承載力、
資金缺口、科學規劃、監測體系以及區域內
不合理行政干預、市場壁壘等系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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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松原未雨綢繆轉型發展
拓農商旅遊化工油氣開採

世行貸款保護孔孟文化遺產
更新街區提升基礎設施

寧夏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楊

毅 重慶報道）

創下「一棵樹
養活30萬人」
奇跡的中華名
果「奉節臍橙」
月底即將上市
銷售。日前，
奉節縣長朱茂
在此間表示，
臍橙產業是涉
及到奉節30萬
果農的民生產
業，種植面積達到了28.5萬畝，產
量突破22萬噸，有望創歷史新
高。
「奉節臍橙作為奉節名片，在

奉節經濟發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朱茂稱，奉節縣堅持標
準化生產、專業化服務和品牌化
營銷思路，實施8個月鮮果工程，

培育臍橙育苗、分級包裝和加工
產業鏈，建設以臍橙為主的農產
品交易市場，到2015年力爭全縣
臍橙種植面積擴大到30萬畝，年
產量達到25萬噸，綜合產值超過
20億元，全力打造重慶柑橘鮮食
中心，實現生態保護和經濟效益
雙豐收。

奉節臍橙月底開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欣、吳軍輝、聶文斐 天津

報道）12月3日，為紀念國際數學

大師、南開數學研究所名譽所長

陳省身先生逝世九周年，其故居

—寧園對外開放，吸引了眾多

學校師生及社會各界人士參觀、

緬懷。

寧園位於南開大學校園東部，

建於上世紀80年代，是南開大學

為迎接陳省身回國專門建造的。

陳省身1985年回南開創辦數學研

究所後，每年和夫人鄭士寧在此

住一段時間，2000年陳省身回國

定居於此。2011年10月，修葺一

新的寧園被闢為「陳省身故居」，

著名書畫家范曾為故居題字。

陳省身，1911年10月28日出生

於浙江嘉興，1926年考入南開大

學，1930年獲得南開大學理學士

學位，1943年應美國普林斯頓高

級研究所的邀請赴美從事研究工

作。他在整體微分幾何上的卓越

貢獻，影響了整個數學的發展，

被譽為「微分幾何之父」。曾榮獲

世界最高數學獎——沃爾夫獎。

2004年12月3日陳省身因病逝世。

數學家陳省身故居
天津寧園對外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崔

國清 蘭州報道）甘肅在原

省級財政安排鄉鎮13萬元

公用經費的基礎上，從縣

級基本財力保障獎補資金增量

中，給每個鄉鎮每年增加10萬元

的公用經費，村幹部報酬補助標

準提高2000元，旨在提高鄉鎮公

用經費保障水平和村幹部報酬。

2013年起甘肅村幹部報酬補助

標準將由6000元提高到8000元；

村辦公經費由5000元提高到7000

元。同時還將實行鄉鎮幹部駐村

差旅費報銷制度，具體標準由縣

市區政府結合當地實際制定，所

需資金由縣市區政府統籌解決。

此外，甘肅要求各地政府將鄉

鎮幹部食堂、宿舍、澡堂、文化

活動室、廁所等「五小工程」建

設納入基層政權建設統一規劃，

統籌安排補助資金，分期分批逐

步改善鄉鎮幹部工作生活條件。

■奉節臍橙養活30萬庫區農民。 本報重慶傳真

■南昌市是江西省城市群的雙核之一。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玲傑

合肥報道）國務院近日正式公佈
《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
（2013-2020年）》（以下簡稱規
劃），是中國首個在資源型城市可
持續發展領域發佈的國家級專項
規劃。規劃首次界定了全國262個
資源型城市，安徽省淮
北、亳州、馬鞍山等11
個市縣入選。
以此次入選的馬鞍山

市為例，馬鞍山是中國
十大鋼鐵基地之一，是
中國重要的鋼鐵流通基
地。近幾年馬鞍山在以
汽車及汽車零部件製造
業、食品加工業、裝備

製造業三大優勢產業為主導的情
況下，又進一步推動市內園區產
業升級，把電子信息產業作為主
要增長點。目前，馬鞍山已基本
擺脫了資源依賴，經濟社會開始
步入良性發展軌道，是資源型城
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先行區。

11市縣入選資源型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 南京報道）為
期5天的「過雲樓藏書
合璧展」1日起在南京
圖書館展覽，共展出南
圖和江蘇鳳凰出版傳媒
集團所藏過雲樓藏書中
的120部、197冊古籍珍
本，匯集宋本、元本、
明刻本與清刻本之精
華。這也是過雲樓藏書
自去年在江蘇「團圓」之後首次
合璧展出。
過雲樓由清代蘇州籍官員顧文

彬建於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
用來珍藏書畫圖籍，享有「江南
收藏甲天下，過雲樓收藏甲江南」
美譽，是中國傳統藏書文化的代
表之一。

東南大學退休教師魏祥和熱愛
書畫多年，此次來參觀展覽之後
表示，這次是過雲樓藏書的首次
合璧展出，經過幾百年之後依然
可以保存完整的藏書很不容易。
希望能夠將這些藏書節選印刷成
冊，讓有興趣和研究的市民有更
直觀和深入的了解。

6010宗土地完成確權登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西安市西咸新區
蔡倫造紙廠已停運的2根鍋爐煙囪昨日應聲倒下，標誌 灃

東新城年度治污減霾鍋爐拆改任務順利完成，同時宣告轄區11家造紙
企業全部退出—西安主城區從此再無造紙廠。灃東新城自2011年陸續
關停造紙企業，減少COD排放10358噸，佔全市COD排放總量的8%。

陝西

西安城區造紙廠全關閉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黃慧 綜合報道）江西省農業廳
近日公佈，今年江西省糧食再增產逾6億斤，總產量達423.2

億斤，歷史上首次實現「十連豐」。江西省農業廳相關負責人稱，2013
年的糧食生產面臨「九連豐」的較高基數、早春持續的低溫陰雨、歷
史罕見的伏秋連旱、病蟲害的偏重發生等不利條件，繼續保持了穩定
增長態勢，實屬來之不易。

江西

糧產首現「十連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孫娟 中山報道）廣東中山
市住房保障辦公室近日公佈了最新的保障房建設信息，截至

11月25日，中山市有16個項目共3226套保障房竣工，已開工項目有10
個共計2968套保障房。這表明中山已提前並超額完成廣東省政府下達
給保障房基本建成與開工建設兩項任務指標。

廣東

中山保障房3226套竣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熹微 南京報道）江蘇全省交巡警
部門本月起開始展開新一輪交通整治行動，其中就包括路口

擁堵時闖綠燈的車輛也要扣分罰款。
江蘇交巡警總隊負責人表示，所謂「闖綠燈」是指車輛經過交通信

號燈或交通標誌控制的交通路口，遇有行駛方向路口交通堵塞時，還
繼續駛入的行為。對於「路口遇有堵塞時未依次等候的」機動車，將
依法處以200元罰款，並記2分。

江蘇

「闖綠燈」也罰200元

杭州多個公益組織共同組織策劃

「愛心公益市集」，青年志願者們昨日舉行愛心義賣活動，將自己製

作的手工藝品、小擺件以及自閉症兒童的繪畫作品等進行展賣，為

公益活動籌集善款。 新華社

浙江 愛心公益市集

中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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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報道）松原是一座被譽為「石化新城」的資源型城

市。近年面對複雜多變的經濟形勢，松原市未雨綢繆，提出「轉型發展、富民強

市、建設幸福松原」，拉開了資源型城市主動轉型的序幕。依托油汽、糧食、旅遊

三大優勢資源，松原市一手抓招商引資，一手抓項目建設，精心培育油氣開採和化

工、農產品加工和食品、商貿和旅遊。

南京

安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

永傑 山東報道）山東省利

用世界銀行貸款，啟動了

42個保護孔子、孟子文化

遺產地的項目，總投資

8.73億人民幣，其中利用

世行貸款5000萬美元。這

些項目包括文化遺產保護與展

示、歷史街區更新、基礎設施提

升等。已完工的尼山孔廟古建築

群維修工程，是清代以來最大規

模的一次維修。

尼山孔廟古建築群維修工程，

包括大成殿、書院講堂等古建築

維修，維修面積達1380平方米；

項目中包括將孔子故里曲阜城北

的泗河水引入曲阜城區，使城區

的河流貫通，形成了活水水系。

這一項目將使孔廟前古泮池水再

現碧波蕩漾面貌；孟子故里鄒

城，將孟子和孟母的事跡圖畫刻

在亭台、護欄上，與相鄰的孟

廟、孟府建築群融為一體。為更

好的保護曲阜、鄒城兩座歷史文

化名城，世行項目還設置了6項保

護性規劃。

甘肅提高村幹部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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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在南京圖書館欣賞展出藏書。網上圖片

■一樓會客廳保留了陳省身生前

的樣子。 本報天津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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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電子信息產業園在香港召開推介會。

本報安徽傳真

■修復後的尼山孔廟。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