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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 南京報道）南京市政
府發佈會公布消息，2014南京國際梅花節將於2月20

日至3月31日在南京舉行。今年是第十九屆，梅花節早已成為南
京市民開春時節戶外踏青休閒的傳統項目之一，同時，也廣泛吸
引了來自海內外的遊客。
據中山陵園管理局副局長廖錦漢介紹，梅花節開幕式前後，梅

花山梅花將進入最佳觀賞期，預計將持續至3月中旬；3月中旬以
後梅花山及周邊薔薇科花木相繼開放。

南京國際梅花節今開幕
江蘇

為早日把貴州建成西南重要陸路交通樞
紐，該省計劃到2017年，構建15條

通江達海的出省鐵路大通道。

貴廣、滬昆高鐵年內建成
其中，計劃今年建成貴廣鐵路、滬昆客

專貴陽以東段、貴陽至開陽鐵路、白雲至
龍里北鐵路、林歹至織金鐵路新店至織金
段及貴陽北站樞紐等鐵路工程。力爭開工
建設安順至六盤水鐵路客運支線、黔桂鐵
路增建二線、敘永至畢節、渝懷鐵路增建
二線等鐵路項目。計劃今年建成鐵路756
公里，實現鐵路營業里程達到2884公里，其中高速鐵路701公里。

高鐵助黔融入各經濟區
據貴州省政府出台的《鐵路建設大會戰實施方案》，至2017年，全省鐵路建設完成投資

1800億元以上，建成鐵路2200公里以上，其中新增鐵路營業里程1900公里，形成「一橫兩縱
三射線」鐵路網絡，全省鐵路營業里程確保達到4000公
里以上，鐵路網密度達到227公里/萬平方公里，高於內
地同期平均水平。
同時根據《方案》，貴州將加快建設貴陽連接周邊省份和

長三角、珠三角、成渝、長株潭、北部灣、滇中等經濟區(城
市群)的高速鐵路通道，到2017年，建成快速融入全國主要
經濟區2至7小時的經濟圈。實現貴陽至昆明、重慶2小時內
到達，至長沙、成都3小時內到達，至廣州、南寧、武漢、
南昌4小時內到達，至北京、上海7小時內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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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虎靜 貴陽報道）作為西南重要的陸路交通

樞紐，今年起貴州將開展鐵路大會戰。計劃到2015年，全省鐵路

營業里程達到3000公里以上，進入高鐵時代；到2017年，貴州

將建成「一橫兩縱三射線」鐵路網絡，融入內地主要經濟區2至7

小時的經濟圈，由貴陽至廣州車程只需4小時。屆時全省鐵路營

業里程達4000公里以上，其中高速鐵路1676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鄭
州報道）河南省人民政府官方網
站透露消息，省公安廳已下發
《2014年河南省食品安全工作要
點》，內容要求河南省將設食品
安全專職公安，打擊食品安全犯
罪。此項工作展開完成之後，公

安警察序列將新增如同鐵路公安、森林
公安之後的又一新警種。
此外又要求相關部門執行好該省食品
安全工作的「三十條」工作要點，守住
不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底線，確保
全省食品安全形勢進一步穩定向好、食
品產業健康發展。

建立違法「黑名單」
通知還要求2014年將強化企業首負責
任，建立健全企業首負責任制，推行
大、中型生產經營企業食品安全總監制
度，建立食品安全管理人員執業資格制
度。
嚴格落實食品交易場所開辦者、食品
展銷會等集中交易活動舉辦者、網絡交
易經營者等食品安全管理責任。實施
「黑名單」制度，加強和規範違法違規
企業和問題產品社會發佈機制。從嚴追
究違法企業負責人責任，情節嚴重的實
行行業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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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高鐵貴陽到廣州4小時
建15條出黔鐵路 成西南陸路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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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西周墓出土青銅器
證為姜姓專屬族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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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李江調任江油市委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陝西省考古研究
院透露消息，由村民開挖房屋地基時發現的寶雞石鼓山西周墓
地，經考古發掘出土51件青銅禮器，同時還普遍發現陶器高領

袋足鬲，從而證實此處為商末周初的姜姓人群專屬。
2013年8月至12月考古人員對該墓地進行考古發掘，共發掘西周時

期墓葬12座。此外，在墓地普遍發現高領袋足鬲，是寶雞第一次在墓
地集中出土此種鬲，也證實該墓地為姜姓家族專屬。專家認為，該墓
地出土如此豐富的青銅容禮器，是商末周初中國青銅文化的一次精彩
亮相。其發掘是陝西乃至全國商周考古的一個大發現，其成果在推進
西周、特別是商末周初階段考古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綿陽市委目前召開
領導幹部見面會，公布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江調任綿陽市
委常委兼江油市委書記。綿陽市委書記羅強代表綿陽四套班子
領導幹部，對李江到綿陽工作表示熱烈歡迎。

李江表示，在今後的工作中，一定擺正位置、跑好接力賽，
團結帶領江油市廣大幹部群眾，努力推動江
油各項工作在全國一盤棋中走得更主動，在
全省一張圖上畫得更精彩，在全市一個調中
奏得更響亮，在幹部一條心上靠得更結實，
不負組織重托、不負人民厚望。

當地幹群十分看好李江「空降」江油，期待
李江於旅遊和城市推廣營銷等方面有所突破。
據悉，李江任職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期
間，曾代表四川省委宣傳部赴香港參加過本報
65周年報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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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修復濕地保護大天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永傑 山東報道）近年地處黃河

三角洲濕地的東營市投入22億元，實施了百萬畝濕地的修
復工程，有效遏制海水倒灌和海水侵蝕，恢復和提高了濕
地功能。為東北亞內陸和環西太平洋鳥類遷徙，提供了一
個重要的中轉站和越冬棲息地。

據悉，進入今年2月份以來，利津縣有2000多隻大天鵝飛
臨濕地棲息覓食，加上去冬來濕地越冬的大天鵝，總量超過
了4000隻。黃河三角洲自然保護區一千二管理站，並在鳥類
聚集的片區建設了40多個監控站點，堅決杜絕非法獵捕鳥類
行為的發生。目前隨生態環境日益改善，東營轄區濕地內
鳥類種類達到367種，其中有丹頂鶴、白鶴等12種國家一級
重點保護鳥類，天鵝等國家二級保護鳥類49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崔國清蘭州報道）甘肅省商務
廳日前決定繼續培育「隴匯通」電商產品，在甘肅外經

貿服務網下設白俄羅斯、伊朗和霍爾果斯三個子站，預計在2月底
前完成，此舉旨在打造「電子絲路」，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甘肅
黃金段建設。甘肅省商務廳信息中心主任王時表示，該平台的搭
建將會成為甘肅在中亞重要商貿活動的聯繫平台，進一步拓展與
中西亞及中東歐經貿合作深度。

建「電子絲路」向中西亞開放
甘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欣 天津報道）2014年天津
市研究生教育學費標準近日出台，要求全日制學術型碩

士研究生每學年不超過8000元，博士研究生每學年不超過10000
元。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方面，《通知》規定審計碩士、
應用統計碩士等，每學年不超過10000元；建築學碩士等，每學
年不超過18000元；公共管理碩士等，每學年不超過28000元；工
商管理碩士，每學年不超過44000元。

研究生學費禁超8000元
天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據深圳市住
建局網站公佈的信息顯示，2014年深圳市第一批安居

型商品房香林世紀華府項目於2月19日起接受在線申購，其均價
為每平方米5998元。申購者可登錄深圳市住宅售房管理服務中心
網站提交認購申請，2月28日18：00截止。認購截止後，深圳市
售房中心將根據認購家庭的輪候排序，確定初定入圍和候補入圍
申購家庭名單及認購排序，計劃於3月4日公佈。

首批安居房接受在線申購
深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內地旅遊
網站攜程網公佈，2014年春節黃金周十大境內旅遊目

的地城市，廈門高居榜首。春節黃金周7天廈門共接待境內外遊客
達178.75萬人次，「吸金」18.21億元。專家認為，廈門連續5年
來一直穩居春節黃金周境內旅遊目的地前兩名，反映出廈門作為
休閒度假旅遊目的地的巨大吸引力。廈門市旅遊局副局長陳桂林
稱，廈門可謂齊備旅遊吸引物和旅遊大交通兩大因素。

廈門獲評春節境內遊首選
福建

山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宇鳳太原報道）山西省轉型綜改辦表示，2014年轉
型綜改五大重大課題進行公開招標。此次山西省在全國範圍內招納「好點
子」，希望來自各方的好經驗和新思路能助力山西轉型綜改。但目前不接受
個人投標，招標範圍為全國各相關政府部門及科研機構、大專院校等。
面向內地公開招標的5大重大課題分別是：促進山西煤炭經濟向綜合能源
經濟轉型的體制機制研究、理順資源產業收益分配體制研究、資源和生態環
境產權制度研究、公
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
衡配置促進機制研
究、行政區劃調整及
省直管縣管理體制改
革研究。據悉課題組
負責人要具備正高級
研究員的技術職稱或
副廳級以上行政職
務，鼓勵投標單位跨
行業、跨學科組織研
究力量，截止時間為
3月14日。

綜改五課題公開招標

重慶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張馨月重慶報道）近期重慶市政府正式劃定「林

地和森林紅線」，未來林地和森林的保護與發展將有據可依。
市林業局的資料顯示，現時重慶森林面積為5,200萬畝、森林覆蓋率為

42.1%，而重慶劃定的林地、森林紅線為，林地面積不低於6,300萬畝，森林
面積不低於5,600萬畝，森林覆蓋率達45%。為此，重慶力爭兩項指標在
2017年達到紅線劃定
標準。重慶將加大造林
力度，繼續實施好退耕
還林、天然林保護、三
峽庫區生態屏障等重點
工程，並計劃在2014
年實施造林220萬畝，
其中人工造林 120 萬
畝，封山育林 100 萬
畝。與此同時，重慶將
加強對林地和森林的保
護，進一步做好生態保
護。

森林覆蓋率不得低於45%

甘肅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崔國清 蘭州
報道）甘肅
省商務廳透
露消息，甘
肅將依托國
家級蘭州新
區申報建設
西部自由貿
易試驗區，
建設能源交
易中心、中
亞國家蘭州
採購中心、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國家能源儲備中心、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及
旅遊集散中心。
甘肅省商務廳信息中心主任王時表示，申報建設西部自由貿易試驗區，有
利於將設立綜合保稅區和其他工作進行整合。蘭州雖然不屬於沿邊沿海城
市，但是屬於交通樞紐，是理想的採購中心和交流中心。甘肅建設泛中亞國
家蘭州採購中心可滿足中亞國家對物美價廉的日用品的市場需求。王時說，
同時規劃建設泛中亞文化交流中心及西域文化博物館。目前，甘肅申報建設
西部自由貿易試驗區已經進入規劃實施階段，預計在後半年取得實效。

蘭州申建西部自貿區

內蒙古二連浩特舉辦中蒙兩國文化藝術交流文藝晚會，兩國藝術
家為觀眾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演出。 ■新華社

星期二、四、六刊出 ■責任編輯：黃建文 2014年2月20日（星期四）

■河南省政府極重視食品安全，圖為食
安委督查食品。 網上圖片

■貴州南下通道——貴廣高鐵建設場景。 網上圖片

■貴廣高鐵路線圖。 網上圖片

■李江將調任綿陽市
委常委兼江油市委書
記。 網上圖片

■石鼓山M4墓二號壁龕出土鼎罍、尊等。 本報陝西傳真

■東營黃河三角洲濕地內過冬的大天鵝。 本報山東傳真

■山西煤炭經濟是綜改課題之一。 網上圖片

■蘭州新區規劃的自貿區設計圖。 網上圖片

■三峽庫區生態屏障工程是重慶市的重點環境保護項
目。 網上圖片

內蒙古文藝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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