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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合肥報道）《安徽省融
資擔保公司管理辦法（試行）》已於本月1日起實施。

該辦法從建立促進融資擔保公司規範發展，完善風險補償、分
散、處置機制，加強系統性風險防控，發揮融資擔保功能作用的
角度，對融資擔保公司的設立、變更、經營及監管等多方面內容
進行了創新。其中，《辦法》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建立融
資擔保行業扶持等支持中小企業政策，均是內地首創。

規範融資擔保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安徽

按照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醫民族醫藥管
理局部署，2014年，新疆中醫、民族

醫藥的健康管理實現覆蓋目標人群30%，
2015年，實現 95%以上的社區衛生服務中
心和 90%以上的鄉鎮衛生院能夠提供中
醫、民族醫藥服務。

億元支持醫院基建
阿克蘇地區維吾爾醫醫院成立於1986

年，「而今醫院總人數達到220人。」阿克
蘇地區維吾爾醫醫院院長阿米爾．艾力
說，由於國家和新疆自治區財政的大力支
持，醫院蓋了新樓，還引入了最新的設
備，醫務人員也得到專業培訓。
「十二五」期間，國家、新疆財政分別
投入 1.87 億元和 2.17億元，用於全疆 15
所各級中醫、民族醫醫院的基礎建設；新
疆自治區先後投入 1.27 億元，用於中醫臨
床研究基地建設。目前在阿克蘇地區拜城
縣、阿瓦提縣等縣市的維吾爾醫醫院都得
到新建，並引入新設備，中醫、民族醫的
發展環境都得到了全面的改善。

實現「病有專醫」目標
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衛生廳副廳長、新

疆自治區中醫民族醫藥管理局局長帕爾哈
提．克力木介紹，未來幾年內，新疆將在

每所地（州、市）
級及以上中醫、民
族醫醫院建成 3—5
個特色優勢專科，
縣級中醫、民族醫
醫院建成 1—2個特
色優勢專科，最終
實現「院有專科、
科有專病、病有專
醫、醫有專藥」的
目標。
帕爾哈提．克力
木表示，中醫、民
族醫藥人才的培養
也是今年工作的重點，今年全疆力爭完成
210 名中醫、民族醫、中藥、維吾爾藥和醫
技專業臨床技術骨幹培訓，120名鄉村醫生
中醫、民族醫藥知識與技能培訓項目培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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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本報記者 郭詠 新疆報道）自中共十八屆三

中全會提出了「完善中醫藥事業發展政策和機制」，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又專門下發《關於支持和促進新疆自治區中醫藥、民

族醫藥事業跨越式發展的意見》以來，中醫、民族醫藥的發

展，成為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衛生領域的工作重點。2013年，

政府首次將中醫、民族醫藥健康管理，納入國家基本公共衛生

服務項目；同年6月，正式下發了《關於扶持和促進中醫、民

族醫藥事業發展的意見》，為推動新疆中醫、民族醫藥事業發

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本報實習記者 張立
東 海南報道）全國人大代表肖傑在北
京向媒體表示，西沙郵輪旅遊航線已
於2013年４月開通，目前已經運營14
個航次，接待遊客2000餘人，實現了
常態化運營。今年西沙旅遊將再次擴
大範圍，增加旅遊產品。

海南省三沙市市委書記、市長肖傑今年將
考慮擴大西沙旅遊的覆蓋面，提高旅遊品
質，增加旅遊產品，策劃更多的海上旅遊項
目和產品，如西沙海洋博物館、海底文物等
文化產品都將是值得期待的旅遊產品。由於
郵輪受海況、風浪影響較大，供給遊客的食
品和娛樂項目也要強化，計劃進一步開發西
沙海域的晉卿島，遊客可以乘坐遊艇上島，
在銀色的沙灘上撿貝殼、釣魚、曬日光浴。
肖傑代表同時強調目前還沒有計劃在島礁
上建設更多的住宿、餐飲等設施。除了郵輪
西沙旅遊，三沙還有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西沙甘泉島唐宋居住遺址、北礁
古代沉船遺址，這些景點可以使旅遊產品更
豐富。據悉，目前遊客乘坐「椰香公主號」
郵輪，經海口－北礁－西沙永樂群島，抵達
西沙海域的價格在4000元至9000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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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醫民族醫藥列基本衛生服務
建特色優勢專科 加強培訓鄉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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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百億民資投放溫州
教育醫療養老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白林淼，通訊員 周大正 溫州報道）

近日浙江省溫州市民政工作會議透露，溫州市民政、民辦教
育、醫療全國改革試點成效初顯並極大激發社會投資熱情。截

至目前，已有100多億民資湧向該市民辦教育、醫療和養老產業。
去年溫州市出台了《加快推進民政綜合改革的若干意見》，對

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學校、醫療和養老機構，明確出資財產
屬於出資人所有，允許出資人取得一定的合理回報。其中社會辦
醫和養老產業備受民資
關注。溫州市民政局局
長李愛燕表示，自民政
改革試點以來，溫州去
年引進資本 70 億多元，
涉及醫療健康管理、康
復養生和護理等領域。
此外，該市去年新增進
入教育領域的民間資金
有近20億元。

■溫州市去年進入教育領域的民間資金
有近20億元。圖為溫州大學。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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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建兩大科技創新基地
做大化工新材料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2014年，吉林省科

技工作將深入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及產業
化，建設兩大科技創新基地。

「兩大基地」是指建設國家重大科技創新基地，突出產業與產品
特色。一是以長春光機所為依托，建立吉林省光電子科技創新基
地，使光電子產業成為吉林省經濟發展重要增長極。二是以長春應
化所為依托，建立吉林省化工新材料科技創新基地，利用吉林省材
料科學的技術基礎，形成八
大產品鏈條，做大做強化工
新材料優勢產業。

此外規劃建設一個立足長
春、服務全省、輻射全國的
助推科技產業發展的集成創
新大廈，開展基於吉林省優
勢領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關
鍵核心技術的研發與系統集
成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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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社區服務標準內地首發
推動志願服務制度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董曉楠 湖南報道）湖南省文明
辦、省志工辦發布消息，《社區志願服務管理規範》地方
標準DB43審定通過，自昨日開始正式頒布實施。據悉，這
也是內地首款社區志願服務標準。

據省文明辦副主任周孟霞介紹，志願服務工作在湖南的開
展呈現常態化，範圍逐步擴大，深入基層社區。《社區志願
服務管理規範》省級地方標準歷時1年最終審定通過。

「這是全國首款社區志願
服務標準，對志願者管理、
服務項目及流程做出統一要
求，對推動志願服務動態管
理，實現制度化，意義重
大。」周孟霞說道。

同時，新改版的湖南志
願服務網亦於昨日正式上
線，將作為全省志願服務
者身份證明、服務記錄和
活動展示的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世強 蘭州報道）甘肅省教
育廳透露消息，針對近年貧困地區學校凸顯的「超大班

額」問題，甘肅省提出將經過5年時間基本消除城鎮學校「超大班
額」，逐步做到小學班額不超45人、初中班額不超50人，努力改
善貧困地區農村義務教育學校辦學條件。甘肅貧困地區義務教育
學校辦學條件一直比較薄弱，近年來，隨大量孩子跟隨務工家
長進城就讀等，城鎮中小學「超大班額」的問題開始凸顯。

5年內消除城鎮學校「超大班額」
甘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虎靜 興義報道）為提升醫療
服務領域開放水平，貴州省黔西南州將在醫療領域放寬

市場准入，對外允許設立外商獨資醫療機構，打造產業鏈完整、
產業配套齊全的區域性國際醫療保健中心。黔西南州近日提出，
通過兩至三年建設中國健康服務業開放試驗區的實驗，積極推動
醫療、旅遊、教育、商貿物流等服務業領域對外開放，將全州打
造成為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國際健康服務業中心」。

黔西南州准設外商獨資醫療機構
貴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瑋燦 上海報道）日前從
2014年上海高校黨政負責幹部會議傳出消息，上海高

校學科設置數為502個，博士學位授權學科數240個，佔到總學科
數的48%，位列內地第一。當前上海高校的學科建設已將發展視
野從國內競爭轉向國際競爭，並已具備一定實力。根據去年的統
計數據，上海高校已擁有7個ESI前千分之一的學科。同時上海還
擁有65個前百分之一的學科，位居內地第二。

博士授權學科數列內地第一
上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日前天津市
出台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實施方案，中央和天津市將拿

出2億資金，用於在郵政快遞領域推廣應用3380輛新能源汽車。
根據方案，到2015年底，天津將推廣應用1.2萬輛新能源汽車。
同時，建設66個充換電站，6700個充電樁，帶動新能源汽車產業
加快發展。今年1月，天津啟動綜合治理機動三輪車專項行動，快
遞電動三輪車將更新為輕、微型封閉式貨車。

力推新能源汽車
天津

重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重慶市林業局長會議透露消息，

2014年重慶將大力推進森林旅遊產業，以此帶動對重慶森林資源的保護和生
態區的發展。其中，今年將在全市範圍內中重點打造160戶森林人家，為民
探索「靠林吃林」的致富新路。重慶去年森林旅遊人數達到5300萬人次，收
益達72.6億元（人民幣），「森林人家」功不可沒。「森林人家」是指農民
或者林場職工，在有森林景觀的地方，依托森林景觀資源打造的農家樂。
重慶林業局副局長楊富權稱，今年要加大力度支持渝東北、渝東南發展「森

林人家」。去年，重慶已在永川、雲陽、南川等區縣確定了60家的打造計劃，
並給每戶補助5萬元，目前，300萬元財政扶持金己到位，今年將全部啟動。

打造「森林人家」旅遊致富

■重慶酆都高家鎮開展的森林遊，吸引眾多遊客。 本報重慶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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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木齊市一家維
藥店，一名店員正在
配藥。 網上圖片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醫院一名大夫（左）正在為市
民進行義診。 網上圖片

■「椰香公主」號郵輪。 資料圖片

■長春光機工作人員在對500米激光
器半成品進行檢測。 網上圖片

■湖南志願服務網網站首頁。
網上圖片

四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銳 成都報道）四川省成都市錦江區透露消息，已
正式得到國家相關部門批准，錦江區成為內地唯一「智能化養老實驗區」。
2012年成都錦江區引進香港長者安居協會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一線通平安
鐘」先進信息技術為老人服務，由政府提供工作場地，引入社會力量投資800
餘萬元，組建「長者通」呼援中心社會組織，服務涵蓋緊急救助、家政服
務、健康服務等五大類30餘項，被老年人形象地比喻為貼心的「電子保
姆」。目前，成都已有一萬多戶老人家庭使用「長者通」，服務範圍覆蓋全
市中心城區。「『長者通』的建立和運行，是錦江區養老工作向現代化、智
能化邁出的堅實一步。」錦江區有關負責人表示。

成都錦江區成內地「智能養老區」

■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調研長者通呼援中心。 網上圖片

山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桂麗、王宇軒 青島報道）青島城建委員會發布消
息，2014青島世界園藝博覽會將在青島李滄區百果山森林公園舉辦，為配合
此次盛會的召開，青島市政府確定另外設立世園會五個分會場，分別是：嶗
山區枯桃花藝生態園、西海岸唐島灣公園、太平山中央公園、城陽國學公
園、李村河生態全景示範園。
據了解經過一年多

的建設，目前各分會場
基本建設完工，正在進
一步調整完善宣傳策劃
方案。屆時，各分會場
將通過開展豐富多彩的
文化和展覽活動，對世
園會主會場起到襯托、
呼應和遊人分流的作
用。據悉，其中青島城
陽區國學公園佔地7.3
萬平米，按照周易理論
佈局，建設國學講堂、
康城講堂、國學長廊等
仿古建築。

青島世園會場地展國學文化

■2014青島世園會分會場——青島城陽區國學公園
（效果圖）。 網上圖片

昨日西安市火車站，志願
者為旅客提供送水服務。昨日是學雷鋒紀念日和中國青年志願者
服務日，各地開展學雷鋒志願服務活動，以實際行動踐行和發揚
雷鋒精神。 新華社

陝西學雷鋒送暖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