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12月24日，四
川省衛生廳黨組書記、廳長沈驥登記了《人體器官捐獻志願

書》，作為衛生廳長帶頭認捐器官。四川省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專
職協調員王淞介紹，當日上午８：２０時，他們一行到沈驥的辦公室
上門服務，協助他登記了《人體器官捐獻志願書》。沈驥稱深知人體
器官對於挽救生命的重要性，登記成為器官捐獻志願者完成了他多年
的心願。四川省紅十字會有關負責人介紹，沈驥還經常參加無償獻血
活動。

衛生廳長帶頭認捐器官
四川

據了解，李密（化名）因車禍導致髖臼粉碎性骨折，需
要進行骨科手術。

補充X光片平面缺點
醫生在在術前通過3D打印出他的全仿真髖臼進行手術預

演，最終在實施手術時精準、迅速的完成了手術，原本需
耗時3到4個小時的手術，最終僅耗時2小時左右，縮減時
間接近一半，創口比以前預想的小了近三分之一。
據長沙市第三醫院骨科主治醫師周偉力介紹，「以往該

類骨折手術的實施主要依靠患者的X光片進行手術分型，
但X光片的缺陷主要在於其平面化，因此往往需要醫生有
一個立體空間的想像力，才能為接下來的手術做好鋪
墊。」
有了3D打印技術後，醫院可以提前將患者需手術的骨頭

數據傳入電腦，通過先進的3D打印機1比1打印出一個模
型，提前模擬手術所需了解的病理數據，包括需要精確置
入的假體大小型號等。
據了解，目前，國內已有不少醫院將3D打印技術應用於

臨床。其中，北京協
和醫院將3D技術應用
於手術，為一名60歲
的男性成功進行3D腹
腔鏡手術。北京大學
第三醫院已為近40位
患者用上了3D打印機
製造的鈦合金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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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湖南報道）近日長沙市第三醫院將患者需手術的骨頭

數據傳入電腦，通過先進的3D打印機1比1打印出一個模型，進行術前預演，以便

在實施手術時精準、迅速的完成手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席永梅 新疆報道）
塔城地區位於中國新疆最西北角，沒有鐵
路，隨着克（克拉瑪依）塔鐵路的建設，將
成為通往中亞的重要交通之一。克塔鐵路是
新疆鐵路網奎北線路的一條支線鐵路，全長
291公里。按照設計，克塔鐵路從奎屯鐵路克

拉瑪依市，沿克拉瑪依市、百口泉油田向北，經托
里縣鐵廠溝鎮，到達終點塔城市。
克塔鐵路總投資54億元，2014年5月開建，2017年

竣工，目前正處於前期審查階段。

縮短運輸里程1500公里
克塔鐵路列為新亞歐大陸橋北線方案的國內最西
段。新亞歐大陸橋北線起始於渤海灣的天津港，經
北京、塔城，從巴克圖口岸出境，經哈薩克、俄羅
斯、烏克蘭、德國，終點至荷蘭的鹿特丹港。
鐵路沿途經六個工業園區和城市新區，穿越和什托
洛蓋煤田和新疆克拉瑪依油田兩大能源基地。鐵路沿
線還將實施一批關係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工程，均涉
及大批量燃料用煤和產品運輸。鐵路將成為歐洲、中
亞地區直通我國渤海灣的又一條陸路通道，僅國內段
就可縮短鐵路運輸里程1500公里以上。
克塔鐵路建成後，近期年運量可達1042萬噸，遠
期年運量將突破1500萬噸。克塔鐵路被定位為資源
性鐵路，煤運通道。塔城地區對克塔鐵路未來的規
劃為：近期煤運，中期其他貨運，遠期客運。
隨着新亞歐大陸橋北線的形成，克塔鐵路將成為
國際鐵路幹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新疆繼阿拉
山口、霍爾果斯之後的第三條通往中亞及歐洲的大
通道。塔城地區因克塔鐵路的修建，勢必成為絲綢
之路經濟帶北線上重要的組成部分與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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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長沙醫院引3D打印骨模型
手術時間減半 創口比前小三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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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赤峰與朝陽跨省合作
聯手為紅山文化申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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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吳明明任金昌市委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妍 內蒙古報道）近日內
蒙古赤峰市文化局和遼寧

省朝陽市文廣新局協商紅山文化
遺址聯合申遺一事。雙方於聯手
申遺一事達成共識，將聯合成立
申遺工作領導小組，大力宣傳紅
山文化遺址群，讓社會真實、完
整的認識這一跨省區文化遺址的
價值。同時，兩市還將建立定期
會商、經費保障機制，有效解決
申遺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並將申
遺經費列入財政預算。

紅山文化分佈活動在燕山以
北、大凌河與西遼河上游流域的
部落集團創造的農業文化，距今
約五、六千年，持續時間達兩千
年。紅山文化因首次發現於內蒙
古赤峰紅山而得名，包含了內蒙
古赤峰及遼寧朝陽等鄰近地區擁
有相似、相同文化特徵的諸遺

址。紅山文化全面反映了中國北
方地區新石器時期文化特徵和內
涵。從內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出土
的紅山文化大型碧玉C型龍，其
造型獨特，運用了浮雕、淺浮雕
等手法，工藝精湛，通體圓潤流
利，有「中華第一龍」之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
剛 蘭州報道）甘肅省金昌
市日前召開領導幹部大會，
宣佈甘肅省委關於金昌市委
主要領導職務調整的決定，

吳明明任中共金昌市委書記。
吳明明（女性）生於 1960 年

12月，陝西富平人，大學學歷，
經濟學碩士，中共黨員。1982年
7月至2001年12月在甘肅省農業
廳工作，先後任科教處幹事，人
事勞動處主任科員、副處長等
職 ； 2001 年 12 月 至 2005 年 6
月，在張掖市工作，先後任地區
行署副專員，副市長，市委常

委、市委組織部部長等職；2005
年6月至2013年11月，先後任甘
肅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組織部副
部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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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啟動「光纖城市」工程
實現政府「一站式」網上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寬應 山西報道）太原市政府發
佈消息，正式啟動省城「光纖城市」建設工程，官方稱，3
年內全市新增3G基站7321個，新增WLAN熱點覆蓋4119
個，提高寬帶網絡對市民生活、城市運行管理和企業經營
的支撐能力，使用戶能夠在任何時點訪問互聯網，獲取信
息更加方便快捷，將太原建設成高速便捷的信息城市。

據政府官員稱，到2015年底，太原市光纖到戶覆蓋家庭
戶數超過100萬戶，覆蓋率達90%以上；城區互聯網家庭入
戶帶寬達到20M以上，企業入戶帶寬達到100M以上，特
殊行業專網帶寬達到1000M以上，城區寬帶普及率達到
95%以上；同時，啟動實施「寬帶網絡校校通」工程，建
成高速安全的校園網，全面提升政府綜合服務功能。太原
市已啟動「信息強政」計劃，通過全面提升政府在線服務
能力，實現「一站式」網上服務，到2015年，計劃重點完
善經濟運行、應急聯動、土地房屋、食品藥品、社會信
用、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業務領域的信息化
服務和監管，提高協同監管水平、綜合決策能力和城市運
行效率。

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金月展洛
陽報道）記者從洛陽市文物管理局
獲悉，國家文物局日前公佈了第二
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漢魏洛
陽故城是河南省唯一入選項目。目
前，洛陽市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數
量增至2個。
據了解，為進一步推動全國大遺

址保護工作，國家
文物局日前啟動第
二批國家考古遺址
公園評定工作。經
專家現場評議等程
序，12月17日，國
家文物局正式確定
包括漢魏洛陽故城
在內的12個考古遺
址公園為第二批國
家考古遺址公園。
漢魏洛陽故城北

靠邙山，南臨洛

河，是中國古代都城中定都時間最
長、規模最大的都城，主要遺址有
宮城、永寧寺、太學等遺址。目
前，洛陽市已先後完成漢魏洛陽故
城閶闔門遺址、銅駝大街遺址、三
號宮門遺址、宮城西南牆遺址的保
護展示工程，洛陽市民可免費前往
參觀。

洛陽故城入選考古遺址公園
省內唯一入選第二批名單

吉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
春報道）為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
題，吉林省正試點農民工管理服務
中心，嘗試通過實名制管理、改革
工資發放方式等辦法，用制度應對
農民工「討薪難」。
隸屬於吉林省勞動保障監察總隊

的農民工管理服務中心，是吉林省
探索用制度遏制「討薪難」的內容
之一。農民工管理服務中心現有
170多名監管員，主要有三項職
責：對建築領域的農民工實行實名
制管理；從源頭分離工程款和工資
款；通過銀行卡向農民工發工資。
吉林省勞動保障監察總隊總隊長

何樹峰介紹，通過實名制管理，可
以解決農民工討薪時的「取證難」
問題；將工程款和工資款從源頭分
離，可以有效減少拖欠工資行為的
發生；用銀行卡發放工資，則可以
有效遏制包工頭欺詐農民工的不良
行為。
據了解，吉林省農民工管理服務中
心試點以來，已經為3.3萬名農民工
解決拖欠工資3.1億元，與同年同期
相比，案件數量下降三分之一左右，
涉及農民工人數下降近50%。下一
步，吉林省的試點工作將從目前的長
春市、吉林市兩地向省內其他地區推
廣。

試點農民工管服中心
用制度解決「討薪難」

天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鄧哲 天津
報道）日前天津濱海新區國家超算
中心公佈消息，一項名為「我國霧
霾監測與數值預報模式系統研究」
的項目已啟動，力求三至五年實現
用模型精確預報霧霾。據氣象專家
介紹，當前全國霧霾的預報主要是
側重於能見度，甚至也可
實現預測，但如果要完全
準確地測出霧霾的具體來
源、成因和預測爆發的時
點，還有一系列難題亟待
解決。該研究致力於實現
全國、區域、城市聯動的
霧霾預報與預警，將建立
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
區域出現強霧霾時的應急
監控對策系統，逐步完成
霧霾形成原因的分析、預

報霧霾的發生。
據了解，國家超算天津中心正在

用「天河一號」建立綜合的數值模
擬模型，形成一個實時的、大範圍
的、高精度的、時效性強的霧霾監
測預報系統。該系統構建完成後，
將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天河一號」可精測霧霾
將應用監控預警系統

12月25日，杭州市西溪街道
上馬塍社區的老人表演舞蹈《採茶舞曲》。新年臨近，杭州市西
溪街道上馬塍社區舉辦老年人迎新年聯歡會，展示了他們老有所
樂、健康樂觀的精神面貌，也營造了歡樂的節日氣氛。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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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張治 銀川報道）近日寧
夏首個垃圾環保發電機組1號組成功併入寧東電網。該發電

機組為2套1兆瓦純冷凝汽輪發電機組，配置3台500噸焚燒爐，發電
效率約80%，日處理垃圾規模為1000噸，能滿足銀川市遠期垃圾處理
需求。垃圾焚燒後，體積將縮減90%以上，燒結物可作為建築材料或
回填材料等使用。2號機組預計2014年1月併入電網。

首個垃圾環保機組併電網發電
寧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逍江西報道）據中國紡織工業聯
合會消息，江西省分宜縣近日列入中國第十三批紡織產業集

群試點地區，並榮獲「中國苧麻紡織名城」稱號，且成為全國唯一獲
此殊榮的縣。近年分宜縣以實施「十萬畝苧麻」工程為抓手，大力拓
展苧麻紡織產業鏈。目前，分宜縣擁有苧麻紡織生產企業50多戶，其
中規模以上企業近30戶，年主營業務收入超億元企業5戶，全縣從事
苧麻紡織生產與銷售人員約10萬餘人。

分宜縣膺「中國苧麻紡織名城」
江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 合肥報道）安徽省首家工商
界慈善聯盟12月23日晚在合肥市廬陽區宣告成立。該組織

由合肥市廬陽區工商聯（總商會）發起，旨在秉承自願互幫的原則，
廣泛倡導工商界企業家和愛心公益人士致富思源，幫助因災害、重大
疾病或其他原因造成家庭經濟苦難而需要援助的社會群體。廬陽區工
商聯負責人介紹，他們在與企業家接觸過程中，很多人表達出捐贈的
願望。

首家工商界慈善聯盟成立
安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東莞報道）近日東莞市政府網
站發佈了《東莞市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理辦法（徵求意見

稿）》（以下簡稱「《意見稿》」），明確規定了醫療糾紛中，患
者、醫療機構、衛生部門等相關職能部門的具體職責；《意見稿》還
規定衛生部門需5個工作日內受理患者投訴，如果醫患糾紛賠付金額過
萬元不允許雙方「私了」，賠付超10萬須經專業鑒定。本次《意見
稿》旨在引導醫療糾紛以合法程序解決，預防「醫鬧」現象。

東莞規範程序解決醫療糾紛
廣東

杭州 老人舞蹈表演

■漢魏洛陽故城閶闔門夜景圖。 網上圖片

■技術人員對「天河一號」系統進行測試。
網上圖片

■甘肅省金昌市委書記吳明明。
網上圖片

■紅山文化遺址中的文物「中華
第一龍」。 網上圖片

利用3D打印出的仿真模型，醫
生可精心進行術前手術預演。

將患者需手術的骨
頭數據傳入電腦

將打印材料注入機器、
高溫熔化、成型、凝
固、冷卻

拿到打印產品

提前進行手術預演，確保
手術時更穩定和精準

3D打印手術流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