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夢莉新疆報道)新疆首條沙
漠高速公路—國道216線五彩灣至大黃山高速公路本

月7日全線通車，目前公路沿線附屬工程已全部完工。
隨着地方旅遊資源開發、准東煤電煤化工發展，有關路段交通時

常擁堵，道路安全隱患增多。沙漠高速公路完工對緩解准東經濟開
發區周邊的交通壓力，加快准東五彩灣地區石油、煤電煤化工、礦
產資源的開發，推動地區經濟發展將發揮重要作用。這條高速公路
也將成為准東五彩灣煤電煤化工產業帶新的能源大動脈。

首條沙漠高速公路通車
新疆

通車後，通關時間預計減少3小時左右，通關費用預計
也將節約20%左右。昆曼公路這條國際大通道的全

面貫通，將使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市場聯繫更為密切，也
將在外交、經貿、物流、旅遊等方面帶來更多的合作機
遇。

增出入境人員貨物
今年10月，中國總理李克強訪泰時，曾提出大米換高鐵

的想法，並提出力爭提前實現2015年中泰雙邊貿易額
1000億美元的目標。昆曼公路的全面貫通，對於實現該目
標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中國對泰國出口的主要商品有鮮花、蔬菜、化學
肥料、磷酸等，進口主要商品有水果、原木、精礦、硫磺
等。去年，中泰貿易額高達697.45億美元。而今年以來，
雲南與老撾和泰國的貿易額均穩定增長10%-40%，從昆曼
公路運輸的貨物佔比平均增加20%，昆曼公路起於昆明，
途經玉溪、普洱後從西雙版納磨憨口岸進入老撾境內，再
經會曬進入泰國清孔，最後抵達泰國曼谷，全程1800多公
里。清孔—會曬大橋
全長480米，於2010
年6月正式開建。清
孔—會曬大橋通車
後，預計出入境人員
及交通工具將增加
20%-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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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婷 昆明報道）雲南清孔—會曬大橋11日上午舉行通車儀式，

標誌着昆曼（昆明至曼谷）公路全面貫通。未來在順利通關情況下，昆明至曼谷的1800

多公里車程，預計時間僅需20小時左右。老撾副總理宋沙瓦·凌沙瓦在通車儀式表示，

大橋的通車為中國與東盟的互聯互通增添了新的重要基礎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 蚌埠報
道）坐落在蚌埠城南的花鼓燈嘉年華主
題公園項目是2011國家文化創新工程重
點項目，總投資16億元（人民幣，下
同），佔地1000餘畝。而這一項目從開
工到開園僅用了10個月的時間。此外，
蚌埠正在建設總投資超過100億元的大禹

文化產業示範園區、總投資36億元的「湖上升
明月」古民居博覽園等一批文化產業項目。
蚌埠市委書記周春雨表示，據統計近三年
來，蚌埠市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增幅達到
35.25%，2013年43個項目列入「全市重大文
化產業項目庫」，投資總額570.05億元，是
2012年的近2倍。其中，「861」文化產業項目
投資總額456.59億元，是2012年的1.8倍；年
度計劃投資35.4億元，居全省第一。

力爭成長江文化基地
蚌埠是淮河文明的發源地，大禹治水聖地，
有垓下古戰場、淮海戰役的總前委等歷史人文
資源。2011年，蚌埠市出台文化產業規劃，到
2015年全市文化產業增加值要達到80億元以
上，文化產業增加值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超過
6%，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
蚌埠市市長白金明表示，「十二五」期間，
蚌埠將建設100個重點文化產業項目、培育10
戶骨幹文化企業、打造10個重點文化品牌，使
其成為該「文化強市」戰略的重要支撐點。根
據規劃，蚌埠將力爭建設成為「泛長三角」文
化產業重要基地，國內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文化
產業聚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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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昆曼公路貫通20小時到曼谷
通關減3小時 聯繫東盟更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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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3萬公房定向給民工
提升城鎮化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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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黑水國出土「四壩文化」遺跡
探討區域文化交流新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兵 成都報道）日前，記者
從四川省住建廳獲悉，截

至11月底，原計劃3萬套公租房
已兌現2.9萬套，全年供應總量
有望達到3.2萬套。據悉，今年
初，四川在全國率先啟動「農民
工住房保障行動」，明確提出在
2013年竣工的公租房中拿出3萬
套定向供給農民工。

在去年 12 月舉行的四川省委
經濟工作會議上，省委書記王東
明指出，要更加注重以人為本、
以城帶鄉，使四川城鎮化進程更
加協調、更有質量。今年初，四
川在全國率先啟動「農民工住房
保障行動」，今年拿出公租房的
30%供給農民工，租金為市場價
一半。

「除甘孜、阿壩、涼山三州

外，各地已根據實際情況，確定
了外地戶籍常住居民的准入程序
和標準，並陸續開始實施向農民
工等外來務工人員供應公租房等
保障政策。」四川省住建廳相關
部門負責人表示，「農民工住房
保障行動」明年將繼續，重點推
動保障農民工住房形成制度化、
常態化，最終實現同城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
世強 蘭州報道）經過近 3
個月的發掘，位於甘肅境內

的黑水國遺址發現四壩文化遺
存，尤其是出土的一把帶有圓雕
羊頭的環首銅刀，證明該遺址存
在早期冶煉活動，這為探討區域
文化間的交流及區域性的技術創
新提供了新資料。

今年7月上旬至9月底，甘肅
考古人員對黑水國遺址開展了為
期80天的年度發掘工作。此次
發掘的器物均為黑水國三期——

四壩文化遺存，共出土陶器、骨
器、石器、銅器等，其中銅器4
件，包括銅錐、銅刀以及銅泡。

2013年整個黑水國遺址共發現
41處遺跡，為了解房址的發展演
變，特別是土坯建築的構築方式
提供了直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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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將建九江—南昌港
統一規劃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逍 南昌報道）江西省九江
市港口管理局稱，11月上旬
以來，往返昌九兩港間的集
裝箱班輪增至每天 1-2 航
次。昌九一體，港口先行，
九江市港口管理局建議九江
港和南昌港採用組合港的模
式，成立九江—南昌港。

九江市港口管理局副局長
王凌雲稱，2012年江西省港
口貨物吞吐量南昌和九江佔
73%。九江港是江西的門戶
港口，南昌港則是中心腹地
型港口，以門戶港口來帶動
腹地港口，優勢互補實現共
贏。

據了解，兩港從 2011 年

就開始接觸、探討一體化的
可行性。而九江市港口管理
局設想的九江—南昌港的發
展目標是將兩港有關的行政
管理權，包括港政、航政管
理等，統一劃歸一個管理機
構來集中行使，實現「統一
規劃、統一建設、統一品
牌、統一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青霞 張家界報道）記者近日
從張家界市畜牧獸醫水產局獲悉，湖南省2013年大鯢

(俗稱「娃娃魚」)增殖放流活動將於本月下旬舉行，屆時，千尾大
鯢幼苗將放流澧水流域張家界境內。
據悉，張家界具備大鯢棲息和繁衍最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全市
現有人工馴養大鯢存池51.2萬尾，年繁殖大幼苗鯢近20萬尾。娃
娃魚是世界上現存個體最大的兩棲動物，在地球上生活了三億五
千萬年，是與恐龍同時代的「地球紀念物」和珍貴「活化石」，
被列入國家二級保護水生野生動物名錄。

千尾娃娃魚將放流張家界
湖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駱佳綜合報道）安陽岳飛廟景
區近日挖掘4座碑額和6座碑座，其中有「御製」字樣

的碑額和贔屭形狀的碑座。經初步考證，這些均是明清時期的文
物，具有很高的文物研究價值。據舊《岳飛廟誌》記載，1750
年，乾隆皇帝曾來到岳飛廟拜謁岳飛，御書《經武穆詞》詩一
首，親撰《武穆論》和《祭岳飛文》。有關發現或和乾隆有關，
有待專家作進一步考證。

岳飛廟疑現乾隆御書石碑
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廣東省政府官
網日前發佈《廣東省創新招商引資工作行動綱要

（2013—2015年）》，提出了最近三年吸引外資超過750億美元的
目標。同時，將支持廣州、深圳市開展外商投資商業保理試點。資
料顯示，1979—2012年廣東省累計實際吸收外資2988億美元。
而到2014年，廣東計劃累計設立境外經貿代表處達8處。到
2015年，累計設立境外經貿代表處達10處，初步形成全球招商佈
局網絡。

三年內料引750億美元外資
廣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艷利）國家科技部近日公佈
2013年度國家級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項目

（簡稱國家創新基金項目）立項正式公告，吉林省獲得國家創新
基金項目立項189項，獲得資金支持12390萬元，資金額度為歷年
來吉林省獲得的最高額度。
基金對提高吉林省科技型中小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解決企業融

資難、資金短缺等問題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使科技型中小企
業成為該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189項目獲國家創新基金支持
吉林

貴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虎靜綜合報
道）鼓樓作為侗族地區標誌性建築，
是侗族村寨吉祥富有、團結興旺的象
徵和標誌。貴州省榕江縣目前正在打
造一座共27層、高55.8米的迄今為
止世界上最高的侗族鼓樓。
目前世界最高的侗族鼓樓高 53

米，坐落在黔東南州黎平縣。正在建
設的侗族鼓樓位於榕江縣都柳江畔，
該鼓樓採用混泥土與木質結構修建，
鼓樓佔地面積約600平方米，為雙層
寶頂，高55.8米，共27層重簷，預
計建成為世界迄今為止最高的侗族鼓
樓。鼓樓預計造價750萬元左右，建
有文化廣場、郎樓、寨門，旅客接待
中心等配套設施。
據悉，鼓樓作為侗族地區標誌性建

築，是侗族民眾聚會議事、排解糾
紛、娛樂休閒等重要場所，也是侗族

村寨吉祥富有、團結興旺的象徵和標
誌。榕江縣目前建有鼓樓30餘座，
是鼓樓集中分佈最多的地區之一。

榕江建世界最高侗族鼓樓
集廣場旅客中心於一身

吉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長
春為了重點解決特困群體的就醫問
題，目前已經確定長春市二院和吉林
延安醫院作為城鄉醫療救助中心。屆
時，長春市的城鄉低保人群在兩個救
助中心就醫，可報銷達90%，個人承
擔醫療費用將不超過總費用的10%，
超過公務員的報銷水平。
2013年，長春市新農合籌資標準由

每人每年290元統一提高到350元，
共有377萬農民參合，比去年增加10
萬人，在鄉常住人口參合率為
99.7%。籌集新農合基金達到13.2億
元。
如今參合農民年度報銷封頂線由8

萬元提高到10萬元；普通門診醫藥

費報銷比例由30%提高到50%；特殊
疾病門診費用按住院補償。總體來
看，通過今年新農合政策調整，長春
市農民的醫療保障水平超過了城鎮居
民。

長春低保人群醫保報銷將達90%
農民醫保水平超城鎮

山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桂麗、王
宇軒 青島報道）記者從有關部門獲
悉，青島姜山鎮政府計劃引進投資
150億元，保護性開發膠東半島最大
的內陸濕地姜山濕地，傾力打造以
「濕地」為主題特色的高端旅遊休閒
度假區。
據悉，青島姜山濕地位於青島萊

西市南部、姜山鎮駐地西北五沽河支
流上，總面積13773畝，是青島市最
大的沼澤濕地生態系統和野生動物集
散區。 該項目由阿爾第斯建築規劃
有限公司設計，共規劃建設五大板
塊：體育休閒、公共文化、綜合居
住、生態濕地和商務旅遊等五大板
塊。目前已投入27.6億元，建成馬術
俱樂部、垂釣吧、觀鳥屋、房車和移
動別墅營地等項目。

據悉，姜山濕地也是2015年第二
屆世界休閒體育大會的主要承辦地，
極限運動、賽馬、釣魚這三個項目將
在姜山濕地舉行，當前，濕地公園、
高爾夫、百米景觀大道正在施工建
設。

青島150億元造「濕地度假區」
發展高端休閒旅遊

進入冬季，北京、天津、河北、上海等
國內多地頻現霧霾天氣。河北石家莊光明路小學昨日在練習一
套「防霾」武術健身操。據稱可助排解肺部有害物質。 中新社

河北健身操

■■遺跡內的小孩遺跡內的小孩
墓墓。。本報蘭州傳真本報蘭州傳真

■四川省委經濟工作會議現場。
網上圖片

■九江港集裝箱碼頭。
網上圖片

■■現存其中一現存其中一
座侗族古樓建座侗族古樓建
築築。。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青島姜山濕地觀鳥平台。
王宇軒攝

■作為醫療救助中心的吉林延安醫
院。 網上圖片

■蚌埠市花鼓燈嘉年華主題公園。本報安徽傳真

■清孔-會曬大橋舉行
通車儀式一切就緒。

■■包裝完畢的貨物即將通過包裝完畢的貨物即將通過
「「昆曼公路昆曼公路」」運往東南亞運往東南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