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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玲傑 合肥報道）今年以來合肥市累
計投入逾5,000萬元，新建新農村電氣化鄉鎮4個、電氣化村80

個，新增受益農戶達6.15萬。新農村電氣化建設的推進，大大提高了該市
農村地區供電質量和可靠性，為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發展提供了堅
實的供電保障。據了解，截至目前，該市已建成3個新農村電氣化縣、44
個新農村電氣化鄉鎮、640個新農村電氣化村。

合肥5000萬促新農村電氣化
安徽

污染項目「拒之門外」
按照規劃，雲陽重點構建了建設循環高效的生

態經濟體系、山川秀美的生態環境體系、環境友
好的生態人居體系、文明昌盛的生態文化體系和
穩定高效的生態能力體系等「五大體系」，並實
施水環境綜合整治工程、大氣污染綜合整治工
程、噪聲污染治理工程、固廢綜合處理工程等
「十大工程」。
張學鋒介紹，按照上述要求，雲陽縣把生態環

境作為第一資源進行保護，從防止和治理污染入
手，特別是以保護長江母親河為重點。

建低碳環保工業基地
保護第一資源中，雲陽在三峽庫區率先取締「一江四河」的網箱養殖；工業園區
的項目招商中，嚴格禁止有污染的項目進入，為此，雲陽拒絕了一家年利稅達
2000萬以上的水泥廠落戶的請求；城市和工業廢水、廢物的處理中，從基礎建設
和管理入手，不但不新增污染源，還用鐵腕整治已有的污染源。
張學鋒說，過去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

不適合雲陽，因此要改變過去「來者不拒」的
招商引資方式，建設低碳環保特色的「工業基
地」是雲陽今後發展方向。
據統計，目前雲陽全境的森林覆蓋率已達

48.5%，長江兩岸的森林覆蓋率已達65%，居長
江沿岸區縣之首。此外，雲陽已建成14個市級
生態村、2個生態鎮、100個縣級生態村，全縣
136萬群眾已開始享受生態「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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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重慶雲陽縣被譽為「庫區明

珠」，正在努力創建三峽庫區首個國家生態縣。雲陽縣委書記張學鋒在

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生態環境是雲陽科學發展的最大「資本」。明年

雲陽將建成全市首個市級生態縣，通過綠化長江兩岸的荒山荒坡，提升

生態環境的質量。2016年將建成國家生態縣，全縣136萬群眾將享受

生態「紅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欣欣 黑龍
江報道）中俄兩國共同出資建設的同
江—下列寧斯闊耶黑龍江界河鐵路橋
26日舉行開工奠基，標誌着橫跨中俄
界河—黑龍江的鐵路大橋進入建設階
段。這是兩國首座跨界河鐵路橋。
中俄同江—下列寧斯闊耶鐵路界河

橋位於黑龍江同江市與俄羅斯猶太自治州下
列寧斯闊耶之間，設計年過貨能力2100萬
噸，是《中國東北地區同俄羅斯遠東及東西
伯利亞地區合作規劃綱要》中的重點建設項
目。

連接西伯利亞鐵路
該橋南起中國同江地方鐵路同江北站，向
北進入俄羅斯境內，與俄羅斯西伯利亞鐵路
列寧斯闊耶支線相連，進而將中國東北鐵路
網與俄羅斯西伯利亞鐵路網連通，形成一條
新的國際鐵路通道。
鐵路界河橋全長6735.91米，其中主橋長
2215米（中國境內長1900米），由中俄雙方
按對等比例投資建設，引橋等橋樑基礎設施
則在中俄境內各自施工。中方主橋、引線及
站場相關工程建設工期預計為兩年半。
建成後的大橋能方便俄方進口中國的輕工
產品、汽車、農用機械等，也為中國進口俄
羅斯的鐵礦粉、木材、化肥等創造便利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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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庫區建國家生態縣
雲陽拓高效循環經濟 取締網箱養殖保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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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黔西首個美麗鄉村
電商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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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三年淘汰黃標車治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成都市人民政府新聞

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佈會透露消息，《成都市大氣污染防治行
動方案（2014-2017年）》正式出爐，其中明確指出到2017年
PM10濃度較2012年下降25%，PM2.5較2013年下降20%。

《行動方案》明確指出，要在工業企業污染治理、機動車排氣
污染防治等10個方面展開行動，並着力實施重點行業揮發性有機物治
理、嚴格新車准入門檻、淘汰黃標車、強化生態綠地建設、健全重污

染天氣預測和預報預警
系統等40條具體措施。

據悉，從2014年起，
成都市本級財政每年將
重點支持監測能力建
設、大氣科學研究、清
潔能源改造、污染防治
設施建設和升級改造、
老舊機動車（含黃標
車）淘汰、污染企業退
出等重點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虎靜 興義報道）中國首個以「美麗鄉
村」為主題的電子商務交易中心日前在貴州省黔西南州揭牌成
立。揭牌儀式現場雲集有關負責人，中心展示區亦展出有關說

明。同日，該中心的特色產品電子商務交易平台也正式上線運營。
據黔西南州工信委主任陳晴介紹，該中心從去年12月底開始籌

建，投資200多萬元。中心主要以B2C模式運作，目前上線運營產
品 100 多種，正在洽
談上線的產品有 900
多種。目前，該平台
正 加 強 與 淘 寶 、 京
東、百度、新浪、中
國倉聯網、特點網等
知名網站合作，構建
立體化的宣傳推廣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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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錫林郭勒
探索農牧種養結合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鵬宇 內蒙古報道）近日內蒙
古錫林郭勒盟研究部署2014年農村牧區改革發展任務，明確
草原生態保護建設的相關制度，積極探索建立可持續的生態
環境保護制度體系，從根本上、長遠上解決生態問題。

錫林郭勒是牧業大市，該市將按照「種養結合、以養為
主、多種經營」的思路，不斷擴大農區牲畜養殖規模，促
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攻克農區這個重點；全面落實
「草原禁牧、草畜平衡、舍飼養殖」三大政策，努力探索

出一條保護生態、擴大規模、提高質量的牧區現代畜牧業發展的
新路子。要全面推進現代畜牧園區建設，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要
加強對農牧業科技創新和農牧業科技成果推廣應用，推動農科教
結合、產學研協作，促進科技與農牧業深度融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倩 杭州報道）浙江省工商局發佈
消息，浙江將進一步縮短工商登記審批時限，對材料齊全且符

合法定形式的，內資企業2個工作日辦結，外資企業3個工作日辦結，簡
易變更和備案事項當天辦結。浙江省工商局工作人員介紹，除了縮短審批
時間，浙江省工商系統還將全面推行「容缺受理」制度，對申請人非關鍵
性材料缺失或有誤的，實行預先受理和審查，待材料補正後及時辦理登
記。

外企牌照三天可審批
浙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山東省政府舉行新
聞發佈會，承諾2014年將籌措資金5.6億元，辦理有關「文化惠

民、服務群眾」的16件實事。這16件實事中轉入常態化的有9件，包括擴
大博物館、圖書館等的免費服務範圍，扶持1,000位「非遺」傳承人收徒傳
藝等。此外，活躍基層文化、弘揚凡人善舉、實施鄉村文明等7件實事將在
今年予以重點推進。

5.6億辦16件「文化惠民」實事
山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艷娟 昆明報道）過江餌絲、一根
麵、青豆米糕、蜜餞、米涼蝦、涼卷粉……製作精緻的90餘種

獨特小吃在一年一屆的雲南大理巍山小吃節上都能吃到。
以「尋根南詔、品味巍山」為主題的2014年中華彝族祭祖節、第四屆中
國大理巍山小吃節將於3月7日至9日（農曆二月初七至初九）在中國歷史
文化名城巍山舉辦。巍山位於雲南省西部，是南詔國的發祥地。巍山小吃
以風味獨特、純手工製作和營養益壽而著稱。

近百種小吃3月聚大理
雲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天津市小客車車牌首
次競價於25日舉行。經過連續6個小時的競價，最終，個人和單

位競得車牌的平均成交價為16,340元和23,535元，分別高出底價6,340元和
13,535元。此次競價有3,640個車牌，其中個人車牌為3,203個，單位437
個。
據天津產權交易中心相關負責人介紹，競買人須事先繳付2,000元的競價

保證金，於指定時間在網上進行競拍。

私家車牌首拍均價1.6萬元
天津

新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詠 新疆報道）國家環保部近日公佈了
2013年10月群眾舉報污染案件處理情況，位於新疆巴州庫爾勒市的
新疆博湖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惡臭污染被群眾舉報，並被要求整體
搬遷。
據庫爾勒市環保部門的相關負責人介紹，博湖葦業公司前身的新

疆博湖造紙廠於1992年底建成投產，是國家「七五」重點建設項
目。1999年4月，經巴州政府批准，造紙廠整體改制為新疆博斯騰
湖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1999年12月經新疆自治區政府批准
改制為新疆博湖葦業
股份有限公司。
近年來，隨着周邊
居民增多，博湖葦業
污染問題越來越突
出，不斷有居民投訴
廠區附近的惡臭污染
問題。博湖葦業惡臭
污染問題主要來源於
鹼回收分廠，由於生
產工藝的原因，只要
廠區在生產，異味就
會存在。

紙企惡臭遭居民舉報
庫爾勒強化污染整治

陝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秦玉 西安報道）近日陝西西咸新區透露
消息，以西咸新區信息產業園為主體的「西安—西咸新區雲計算服
務創新發展試點示範」正式獲得國家發改委、國家工信部批覆。這
標誌着西咸新區已成為中國西部唯一的國家級雲計算示範城市，也
是目前全國七個示範城市中唯一的城市新區。
按照批覆，國家級雲計算服務創新發展試點示範工作將融合物聯

網、下一代互聯網、第四代移動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以服務創
新帶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促進新興業態發展。
據了解，按照《實施方案》，西咸新區將在政務雲服務、信息雲

服務、社會公共雲、工業企業雲、健康雲服務、區域特色文化雲服
務、電子商務與物流雲、智慧交通雲8個方面開展應用示範。

西咸新區獲批雲計算示範城
融合第四代移動通信技術

甘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世強 蘭州報道）甘肅省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日前下發《關於試行轉基因食品專櫃銷售的通知》，規定將於
2014年3月1日起，在全省範圍內試行專櫃銷售轉基因食品。據了
解，此舉在內地是首開先河，旨在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
該《通知》要求，從2014年3月起，甘肅省範圍內的食品經營者
應當在經營場所設置專門的櫃
枱或貨架擺放、銷售轉基因食
品，並在轉基因食品銷售櫃枱
或貨架處顯著位置設置提示
牌，提示牌內容為「轉基因食
品專櫃（專區）」，統一採用
「綠底＋白字（克體）」式
樣，大小可根據設立的區域空
間而定，不得將轉基因食品與
非轉基因食品混放銷售。

試行轉基因食品專櫃
保障消費者知情選擇權

河北省廣平縣的農村婦女王素貞
1995年創辦了該縣第一家民辦幼兒園。辦學以來，王素貞一直按每個學
生每月4元錢的標準收費，對於家庭困難的學生，王素貞還主動減免或
全免學費。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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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黑龍江省同江市的「中俄同江——下
列寧斯闊耶鐵路界河橋」工程正式奠基開
工。 中新社

■長江雲陽段兩岸森林覆蓋率達65%，居長江沿岸區縣之首。 本報重慶傳真

■雲陽縣委書記張學鋒表示，
2016年雲陽將建成國家生態
縣。 本報重慶傳真

■錫林郭勒
盟正鑲白旗
伊和淖爾蘇
木境內一戶
農民正在給
奶牛飲水。

網上圖片

■電商中心揭牌儀式現場。 網上圖片

■成都市蜀都大道上的電子眼可抓拍違規入
城的黃標車。 網上圖片

■新疆博湖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在操作
儀器。該企業因污染問題遭政府整治。

網上圖片

■甘肅在全省範圍內試行專櫃銷售
轉基因食品。 網上圖片

■西咸新
區信息產
業園。
網上圖片

河北農婦公益辦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