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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江西十二屆人大
三次會議21日開幕，江西省長鹿心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

出，江西今年將大力打造南昌核心增長極，推進九江沿江開放開發，
加快建設共青先導區和南昌臨空經濟區，全力推進昌九一體化。
《2014年九江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昌九一體化」是5個新提法中
一個重要的詞彙。江西今年將開工建設昌九大道和昌九高速全線「四
改八」擴建工程，推進九江港和南昌港一體化建設；實施昌九一體化
電網發展規劃。

全力推「昌九一體化」
江西

目前重慶從事工業遊的企業大概
有10餘家，其中周君記火鍋、長安
汽車、涪陵太極醫藥工業園、萬州
詩仙太白酒廠等幾家企業起步較
早，並已形成口碑，有的甚至開始
盈利。

展示汽車文化
重慶周君記火鍋食品工業園原本是

生產食品的工業廠房，後按照4A級景
區的標準進行裝修，投資達1000多萬
元，評為調味品行業首家「全國工業
旅遊示範點」，注重與遊客的互動，
推出體驗式項目，「遊客即可參觀品
嚐又能體驗製作調料，盡情體驗重慶
的麻辣特色」。
另一參與工業遊的企業長安汽車

股份有限公司辦公室副主任江愛群
介紹，重慶是內地汽摩基地，汽
車、摩托車製造過程和裝配工藝就
是「賣點」，而同時，長安公司有
上百年歷史，作為人文景觀也值得
一遊。長安汽車先後投資近4000萬
元，打造了汽車知識科技專題展，
免費向遊客開放，遊客在此可了解
長安的歷史和汽車文化知識。
江愛群透露，明年長安汽車在墊

江投資12億元建設的綜合試車場投
用後，將成為長安汽車工業旅遊的
又一大亮點，遊客可參與試車，將
更刺激。

突出特色避雷同
重慶開展工業遊已10年，除上述

企業發展勢頭較好外，其它企業均
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旅遊專家表
示，企業誤把景點變展覽，未與旅
遊深度結合及旅遊產品雷同是阻礙
工業遊發展的最大障礙。
重慶市旅遊局相關負責人表示，

重慶的旅遊業更多是依托自然資
源，依托工業的相對較少，工業遊
的發展尚處在初級階段，下步在設
計工業遊的產品時，將突出企業特
色，力圖避免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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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重慶是內地老工業基地，工業門類

齊全，開展工業旅遊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目前從事工業遊的企業均嚐到

「甜頭」，其中周君記火鍋累計接待遊客量已突破150萬人次，遊客得以體

會重慶工業遊的「麻辣」特色。其它工業遊

企業通過遊客傳播口碑，帶動銷量，均成為

工業遊最大受益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備受矚目的曲阜文化經
濟特區有關規劃有望於今年獲批，
作為全國首個文化經濟特區，區域
內的文化產業項目將會享受有關優
惠政策。曲阜市市長楊鳳東日前表
示，自去年8月份試營業以來，嘉里

集團曲阜香格里拉酒店因融入儒家文化的
設計理念，並專門設有小型儒家文化博物
館，受到來孔府旅遊的境外遊客團隊的熱
捧。
曲阜作為孔子故鄉，吸引眾多境內外遊
客的同時，亦受到境內外投資者的密切關
注。據楊鳳東介紹，2013年曲阜市吸引了
100餘個過億元的項目，涉及文化、城建
等多個領域。平均不到三天就有一個過億
元的投資項目落地。文化的軟實力和經濟
的硬實力在這裡相生共贏，完美結合。

兼文化保護及經濟發展
2013年初，文化部和山東省政府簽署共

建曲阜文化經濟特區的框架協議。據此協
議，文化部將山東曲阜及周邊文化資源富
集地區的文化建設作為一個特別地區對
待，與山東省共同探索在傳統文化資源富
集地區推動科學發展的新理念、新路徑，
統籌文化傳承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充分
發揮文化資源優勢，加大體制機制和政策
創新力度，以文化引領、融合、催生經濟
轉型發展，共同建設文化經濟融合發展創
新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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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拓工業遊體驗「麻辣」
廠區變景區 遊客可參與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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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料兩年完成棚區改造
鼓勵民企籌資參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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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歐亞遊牧民族遺跡
桌子山巖畫群強化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董曉楠）湖南省政府日前下發《關於加
快全省棚戶區改造工作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
見》」），計劃未來兩年內完成70萬戶棚戶區改造，對資金土

地不落實、政策措施不到位、改造進度緩慢、質量安全問題突出的
市州將限期進行整改。

《意見》規定，至2017年，全省力爭改造各類棚戶區100萬戶，
使棚戶區居民的住房條件明顯改善。其中，計劃兩年時間改造各類
棚戶區70萬戶，全面完成集中成片城市棚戶區、國有工礦、林業和
墾區棚戶區改造。

此外，棚戶區改造也將統一納入當地保障性安居工程。《意見》
稱，棚戶區改造要符合民意、就近安置，對經濟困難、無力購買安
置房的棚戶區居
民，政府為其提供
租賃型保障房。政
府也鼓勵民間資
本、企業參與籌措
資金，對符合規定
條件棚戶區改造支
出的企業，准予在
企業所得稅前扣
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妍 內蒙古報道）近日內蒙古烏海桌子
山巖畫普遍價值論證研討會於內蒙古烏海市召開，來自內地22個
單位的35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此次研討會旨在提高桌子

山巖畫群的學術價值，促進更好地保護桌子山巖畫群。
桌子山巖畫群位於內蒙古烏海市境內，其歷史已逾五千年。這些

巖畫單獨成畫，單體圖像近千幅，巖畫群總面積達一萬六千平方
米。桌子山巖畫多採用磨劃的陰紋的手法，內容以人面像居多，其
人面像神態各異，是區別於東西兩邊陰山巖畫和賀蘭山巖畫的顯著

特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文物
價值，對研究歐亞大陸史前北方
遊牧民族的審美觀念、宗教信仰
等意識形態及其相關遺跡有着啟
發性意義。近年內蒙古自治區及
烏海市採取多項措施對巖畫進行
保護。該巖畫群已於2013年7月
被國務院批准為第七批國家級文
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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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嚴打拖欠農民工工資
媒體曝光惡意欠薪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張治、蔣金鵬 銀川報
道）寧夏回族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李寧順表
示，2013年在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專項工作中，責令相關
用人單位支付工資及賠償金共2.45億元，使3.74萬農民工
足額拿到勞動報酬。

2014年春節來臨之際，寧夏回族自治區又出台了五條措
施進一步加大力度整治惡意欠薪行為。對於涉嫌欠薪逃匿
或有能力支付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案件，將嚴格按照自治
區高級人民法院、檢察院、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和公安廳4
部門《關於加強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件查處工作的通
知》要求，堅決依法查處。自治區各地主動與新聞媒體合
作，對清欠中遇到的惡意欠薪「釘子戶」和難以查處的重
大案件，在新聞媒體上曝光，發揮媒體監督，社會監督的
作用，促使欠薪問題盡快解決。

吉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近日舉行的2014年吉林省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作會議發佈消息，今年吉林省計劃新建11個大學生
創業園，舉行3場人才交流大會幫助大學生就業。
「今年，我省的大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就業的壓力也不斷增大。」吉
林省人才交流開發中心副主任盛春芳說，「今年我們計劃舉行兩場大型
的人才交流會，9月份，東北亞博覽會大型公益人才交流會；11月份，
2014年吉林省高校畢
業生專場交流會。另
外，還有一場中型的人
才交流會，安排在5月
份，吉林省長吉圖區域
高校畢業生人才交流大
會。」
吉林省人才交流開發

中心副主任劉寶安表
示，截至2013年底，
吉林省已經建立了92
家大學生創業園，今年
該省還將建設11個大
學生創業園。

建11大學生創業園助就業

浙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倩 杭州報道）以杭州宏勝飲料集團總裁宗
馥莉為首的浙江省新生代企業家聯誼會，於第九屆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
產節開幕式上捐贈100萬元，用於支持浙江傳統戲劇保護。
浙江省文化廳副廳長柳河表示，浙江省是戲劇之鄉，擁有越劇、婺
劇、紹劇等56個劇種，但今天傳統戲劇面臨着嚴峻的考驗和挑戰，不少
劇種瀕臨消亡。
當天，浙江省新生代企業家聯誼會捐贈100萬元，用於「萬場大戲送

鄉親」活動，計劃全
年送戲200場，以推
進非遺保護事業，傳
承中華優秀文化。
宗馥莉說，希望發

揮浙江新生代企業家
群體在全國全社會的
帶頭和模範作用，以
影響青年一代乃至全
社會，倡導全社會關
注、參與非物質文化
遺產的保護，復興中
國傳統文化。

年輕企業家捐款助傳統戲劇

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金月展洛陽報道）洛陽市孟津縣內的邙山上帝

陵、名人墓葬眾多，但具體到哪一位卻知之甚少。孟津縣文物局擬分三期
對邙山陵墓群的28座帝陵和名人墓葬豎立標識牌並建造碑亭。
據孟津縣文物局負責人稱，由於邙山上眾多的古墓塚年代久遠，目前

只有封土，沒有標識牌，無法識別陵墓主人的身份和年代，給參觀的遊客
帶來了諸多不便。為
了更好地保護好、利
用好這些文化資源，
發展文化旅遊產業，
孟津縣計劃分三批對
邙山陵墓群的帝陵和
名人墓葬豎立相當於
墓主「身份證」的標
識牌及建造碑亭，
碑亭為仿古造型，亭
子中間立碑並刻寫墓
主人生平簡介等。第
一批在今年實施，計
劃用三個月時間。

古墓擬授「身份證」便利遊客

杭州市望江街道婺江社區，30多位社區
的小朋友聚集在一起，寫春聯，剪福字，並與社區工作人員一起把寫
好的春聯和福字送到社區的高齡或孤寡老人手中。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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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虎靜 貴陽報道）貴州省通信管理局
發佈消息，貴州移動預計今年第一季度，將在貴州全省建成超

過4000個4G基站。屆時，貴州所有市州的主城區將完成4G信號覆蓋，
全省也將進入4G時代。按照目前的建設進度，預計到2015年，貴州4G
覆蓋率將全面超過3G，實現全省9個市州城區的連續覆蓋和縣城熱點覆
蓋，同時3G和4G用戶超過1200萬戶，用戶普及率超過35%。

建四千4G站覆蓋所有城區
貴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張治 銀川報道）今年寧
夏計劃投資38億元，以民生水利和重大工程建設為重點，

為寧夏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水利保證。重點工程建設方面，主要加快中
南部城鄉飲水安全工程建設，實施原州區主幹管及南郊水廠工程和彭
陽縣連通總管工程；加快青銅峽、沙坡頭、固海灌區續建配套與節水
改造等，開工建設寧東鴨子蕩水庫二期大壩加高等工程，建設寧東備
用供水管線等，實施銀川生態紡織工業園等園區供水工程的建設。

擬投38億建水利工程
寧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哲 天津報道）近期發佈的《濱
海新區發展報告（2013）》內容顯示，天津濱海新區全面對

外開放以來，吸引外資規模逐年擴大，其中，香港直接投資最多，佔
比重近70%，年均增速高達四成以上。此外，天津濱海依托「先行先
試」的政策優勢，融資租賃、私募股權基金、創業投資等領域外商直
接投資逐漸增多。2013年前三季度，濱海新區服務業增加值達1724.05
億元，佔全區生產總值比重達到31.3%。

濱海新區港資佔70%
天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拍三張照
片，上傳微信，3分鐘撤離，10分鐘定損，1小時內理賠款

到賬」，這是目前福建省廈門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的最快紀錄。經過5個
月的試運行和回訪調查，廈門再次發佈「微信自助處理交通事故」升
級版，運用這一平台的司機僅需輸入手機號、拍三張現場照片，即可
撤離現場，達到有效治堵。該微信平台有效解決了自行協商處理中證
據保存難及當事人缺少經驗、互不信任等問題。

輕微交通事故「微信」搞定
福建

杭州春聯送福

■吉林今年將新建11個標準大學生創業園。圖
為大學生在進行創意產品的創作。 資料圖片

■邙山墓群的其中一個漢代墓地。 網上圖片

■宗馥莉為首的浙江年青企業家致力保護傳統戲
劇。 網上圖片

1月24日，中國內地首富、娃哈哈集團掌門人
宗慶后的獨女宗馥莉參加浙江省政協十一屆一次
會議開幕式，聽取工作報告。今年是宗馥莉第一
次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參會，在浙江省工商業聯合
會界別，職務是杭州宏勝飲料集團有限公司總
裁、杭州娃哈哈進出口有限公司總經理。

中新社發 趙曄嬌 攝

1月24日，中國內地首富、娃哈哈集團掌門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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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娃哈哈進出口有限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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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山巖畫。本報內蒙古傳真

■湖南省力爭至2017年改造各類棚戶區100萬
戶。 網上圖片

■■孔廟祭孔展演等文化孔廟祭孔展演等文化
旅遊項目將每天準時向旅遊項目將每天準時向
遊客演出遊客演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上圖是重
慶知名汽車
企業長安汽
車，是開拓
工業遊的企
業之一，圖
為工人正在
生產線裝嵌
汽車。

網上圖片

■遊客在周君記參觀火鍋的製作過程。 本報重慶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