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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毛絮薇 遼寧報道）3月18日遼
寧省大連海大世界海運研究中心揭牌儀式在海大展館報

告廳舉行，世界海運研究中心下設8個研究所，將廣泛聯絡國際航
運及海洋組織、企業和院校，凝聚國內外一流專家，搭建全球海
運以及海洋相關產業的研究平台，跟蹤全球航運以及海洋產業發
展的新理念、新技術、新趨勢和新制度，把握國際航運市場變化
和國際海洋產業發展的脈搏，為中國航運事業的發展和中國海洋
強國建設做出貢獻。

大連海運中心拓全球研究平台
遼寧

吉林省旅遊局局長趙曉君表示，圖們江下游地區被譽為東北亞「金三角」，中
俄朝三國陸路接壤，區位優勢明顯，合作基礎牢固，旅遊合作密切，是開展

中俄朝三國旅遊合作的最佳區域，發展潛力巨大。

建三國溝通機制
趙曉君代表吉林省旅遊局提出，建立中俄朝多邊旅遊合作長效溝通機制，合

作開發中俄朝多目的地旅遊線路，擴大經營規模，開展聯合營銷，共同開發建
設圖們江三角洲國際旅遊區以及加強區域旅遊等。三方代表就五個方面的合作
議題都發表了建設性的意見，並表示將會議期間所達成的共識及簽署的會議紀
要作為區域旅遊合作和階段性合作的綱領性文件，不斷致力於中俄朝圖們江區
域旅遊開發合作。

積極推動中俄自駕遊
會議紀要指出，三方將支持開發中俄朝陸海跨國旅遊線路和中俄朝等東北亞國家

陸海聯運跨國旅遊線路，積極改善已經開通的中俄朝環形跨國旅遊線路的交通和通
關條件，為圖們江區域有關各國企業經營提供便利；並以中俄朝圖們江區域旅遊廳
（局）長圓桌會議和東北亞旅遊促進中心為溝通平台和溝通渠道，每年初定期舉辦
「中俄朝圖們江區域旅遊廳（局）長圓桌會議；各方積極參與聯合促銷行動，利用
自身資源相互推介成員地區的旅遊線路和旅遊
產品，並相互提供旅遊資源信息和動態信息。
會議確定了第二屆中俄朝圖們江區域旅遊廳

（局）長圓桌會議將在朝鮮的羅先特別市舉
行，三方還就積極推動圖們江三角洲國際旅遊
區的開發建設進行了深入討論，並將及早研究
規劃方案。另外，還將積極推動中俄自駕旅遊
項目開通、協調赴朝俄旅遊兩個口岸出入境及
無假日通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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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長春報道）為不斷加強中俄朝三國間的旅

遊交流與合作，探討建立有效溝通協調機制，解決中俄朝圖們江區域在旅

遊合作方面的實際問題，由吉林省旅遊局倡議主辦的中俄朝圖們江區域旅

遊廳（局）長圓桌會議日前在琿春召開，三國相關部門代表達成了共識，

並簽署會議紀要，內容主要圍繞合作開發中俄朝旅遊線路以及關於加強區

域旅遊等合作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西藏第二條「電力天
路」—川藏電力聯網工程已經動
工，這是繼青藏聯網工程之後，
又一穿越高寒、高海拔地區的重
大輸變電工程。川藏聯網工程將
結束西藏昌都地區長期孤網運行

的歷史，並將從根本上解決沿線藏區嚴
重缺電和無電地區通電問題，同時滿足
未來金沙江上游、瀾滄江上游和玉曲河
水電開發「藏電外送」的需求。該工程
總投資66.3億元，預計將於2015年上半
年投運。
川藏聯網工程聯接西藏昌都電網與四
川電網，工程將新建4座變電站和1521
公里輸電線路。川藏電網聯網工程近期
可緩解昌都電網缺電局面，遠期將有利
於昌都地區和甘孜州南部水電送出，實
現資源優勢轉化。
川藏聯網工程設備材料用量大，約
40萬噸設備物資需從成都、大理和麗
江沿路途艱險的川藏和滇藏公路。工
程全線約60%的塔位為車輛無法到達
區域，只能架設輕型貨運索道。工程
將架設1.5t級貨運索道900餘條，針對
地質災害和交通安全巨大風險，川藏
聯網工程在內地電網建設中首次開展
了地質災害和交通安全專項監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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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朝合作開發圖們江旅遊
東北亞「金三角」陸海聯運 跨國遊潛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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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遼上京遺址公園
將開展保護建設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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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首建城鄉土地交易市場
保障被徵地農民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冉陽
內蒙古報道）內蒙古文化廳文
物處稱，列入第二批國家考古

遺址公園立項名單的遼上京考古遺址
公園將於今年進行文化景觀保護建
設，包括遼上京遺址周邊的上京契丹
遼文化產業園，以及遼上京國家考古
遺址公園項目等進行建設。

遼上京遺址位於內蒙古赤峰市巴林
左旗林東鎮東南， 具有重要的政
治、經濟和軍事地位。據了解，此次
文化景觀建設以遼上京考古遺址公園
建設為核心，圍繞遼上京遺址周邊的
上京契丹遼文化產業園進行建設，同時包含遼上京國家考古遺址公
園項目、遼真寂之寺景區拓展提升項目和遼祖陵祖州遺址景區建設
項目。冀建成以契丹遼文化展示、體驗為核心，遺址保護、考古體
驗、休閒娛樂等功能於一體的國家級考古遺址公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寬應 太原報道）山西省國土資源廳
發布消息，山西本着國務院賦予綜改先行先試原則，進一步深
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今年將選擇27個縣區試點，先行開展農

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流轉，探索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
模式，為內地土地改革先行探路。

山西省國土資源廳廳長李建功表示，今年山西省將探索建立城鄉
統一建設用地市場，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通過出讓、租賃、入
股和抵押等方式入市流轉。逐步實現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
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目前，相關部門正着手制定集體建設用地流
轉交易管理辦法，明確集體建設用地交易範圍及交易規則和操作流
程，建立監督制約和責任追究機制。保障被徵地農民的合法權益，
除補償農民被徵收集體土地外，還必須對農民住房、社保等給予合
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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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庫區建長江生態走廊
保護315萬畝天然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日前三峽庫區腹
地四川省奉節縣，提出強化生態保護、治理和修復，完善
生態屏障功能，力爭森林覆蓋率達到48%，長江幹流奉節
段水質達到Ⅲ類以上，全力建設生態功能示範區的同時，
重點打造長江兩岸生態走廊和綠色屏障。

奉節縣長朱茂介紹，奉節將按照林水相依的生態理念，
以擴大森林面積和保護水源為重點，推進長江綠化和庫區

生態屏障建設，植樹造林12萬畝，完成低效林改造8萬畝，保護好
315萬畝天然林，從重處理亂砍濫伐行為。加強自然保護區、風景
名勝區、飲用水源地和野生動植物資源保護，構建多林種、多樹
種、多層次、多功能的森林生態體系。同時，雲陽、豐都等其它重
慶庫區縣，已在長江兩岸完成造林50萬畝以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福州報道）福建省日
前啟動發佈優質生態旅遊景區「清新指數」，遊客可在

當地旅遊部門官方網站及相關網絡公眾平台上查詢實時指數，作
為出行參考。據了解，「清新指數」是福建優質生態旅遊景區
PM2.5和負氧離子數據實時值的統稱，主要體現的是單個生態旅
遊景區的PM2.5和負氧離子數據，實時反映該景區生態質量真實
情況及變化趨勢。首批列入動態發佈的優質生態景區共50家，分
佈在全省9個設區市。

「清新指數」實報景區生態質量
福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崔國清 蘭州報道）蘭州市政
府日前下發政策文件，今年蘭州將設立2000萬元貸款

貼息專項資金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貸款將獲
得按同期人民銀行公佈的貸款基準利率給予3至5個百分點的貼
息。小微企業貸款貼息專項資金主要用於支持小微企業新上項
目、技術改造、擴大規模等固定資產投資貸款以及生產經營性流
動資金貸款的貼息。重點扶持「三農」企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等小
微企業。

蘭州小微企享2千萬貼息貸款
甘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董曉楠 湖南報道）「高速鐵
路車輛網大數據研究和應用中心」近日正式落戶湖南株

洲「中國動力谷自主創新園」。今後，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
周孟初領銜的技術團隊，將在此開展科研工作，力爭3年內創建國
家研究機構，研究軌道交通產業相關成果。株洲製造中國高鐵的
動力之「芯」，提供牽引電傳動系統和網絡控制系統。據周孟初
介紹，落戶的研究中心就是利用大數據技術解決高速複雜環境下
鐵路運行的實時故障診斷、安全預警等一系列關鍵問題。

高鐵大數據中心落戶株洲
湖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蔣金鵬 銀川報道）
昨日寧夏衛生計生委發布消息，今年寧夏把愛滋病關懷

救治工程納入民生計劃，將在全區範圍內全面開展愛滋病防治健
康教育，加強愛滋病防治工作人員能力建設，全年實現醫務人員
愛滋病防治知識培訓全覆蓋。區內已建成愛滋病初篩實驗室和檢
測點，將加大諮詢檢測工作力度，全年計劃完成免費諮詢檢測任
務2萬人。同時，要求區內各地把符合條件的愛滋病感染者或病人
及時納入免費抗病毒藥物治療範圍。

愛滋患者可獲免費藥物治療
寧夏

長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

春報道）日前，建設幸福長春大會
出台《2014年建設幸福長春行動計
劃》（以下簡稱《計劃》）。吉林
省長春市民生辦主任趙首灃介紹，
今年的《計劃》突出重點，把群眾
最關心、最現實、最直接的利益問
題重點突出體現。
其中打造「半小時就業援助服務

圈」，為低保人員、殘疾人、大齡
失業人員、退役軍人、困難家庭高
校畢業生等群體提供就業崗位；多
渠道開發就業崗位，城鎮新增就業
12萬人；徵集創業項目1000個，
建設創業孵化基地20家，扶持創業
1萬人。依托社區，採取盯人幫
扶、一人一策等援助方式，為低
保、殘疾人、大齡失業人員、退役
軍人、困難家庭高校畢業生等困難
群體提供就業援助，保障他們就業
有崗位、工作有收入。

建就業援助圈增職位

浙江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白林淼 溫州報道）
昨日浙江省首個網上法
律服務中心——溫州鹿
城區鹿鳴問政平台網上
法律服務中心正式上
線，溫州市民今後只需
「拇指一摁」即可享受
到免費的網上法律諮詢
服務和法律援助申請。
目前該網上法律援助

中心已有25名涉及不
同領域的執業律師受聘
入駐，無償為市民提供
法律援助。該援助中心
上線後，溫州市民只需
通過鹿城區的「鹿鳴問政」網絡平台及手機客戶端及「鹿城微發佈廳」民生
微博集聚平台、「溫州鹿城發佈」公共微信平台等，在微博、論壇、手機客
戶端均可發佈信息，網上法律援助中心在24小時內便作出首次回應解答。同
時，市民的法律援助申請初審也可以在網上進行，鹿城區法律援助中心對屬
於管轄範圍的網上法律援助申請，7個工作日內答覆。

首個網上法律援助中心上線

雲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鐵 彌勒報道）3月15日至17日由雲南彌勒佛商商
會主辦，「中國．彌勒首屆聖樹文化節」在雲南省彌勒市舉行，文化節舉行
守夜會、佛商文化論壇、彌勒文化論壇、成立2015年亞洲佛商論壇籌備會等
活動，印尼、尼泊爾及內地的數百名佛教界、文化界、商界嘉賓應邀出席。
據文化節組委會介紹，彌勒在雲南佛文化領域有着獨特的地位。文化節通
過舉行文化論壇、栽種無憂樹等活動，為佛學專家、企業家文化交流，共同
發展交流平台，集結向佛
精英，拉動彌勒旅遊業和
林業發展。
彌勒佛商商會會長徐雲

麗介紹，佛商是以佛學理
念為企業經營理念。現代
佛商的基本特徵是自尊、
向善、守信、尚和，為發
掘發展現代佛商文化，為
社會心態建設、市場建設
與經濟發展發揮積極作
用。

聖樹文化節發揚佛商經營理念

昨日鄭州市緯一路小學學生在節水特
別課堂上展示自己繪製的節水手抄報。在「世界水日」和「中國水
周」到來前夕，河南省鄭州市緯一路小學開展校園節水科普教育活
動，教育孩子們節約用水，提高保護水資源的意識。 新華社

河南校園節水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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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圖們江流域「金三角」的吉林省延邊朝
鮮族自治州琿春市防川景色，畫面左上角部分
區域為俄羅斯，右上角部分區域為朝鮮。

資料圖片

■遼上京遺址的北塔。
網上圖片

■重慶打造綠
色屏障，青山
碧水醉遊人。
本報重慶傳真

■中國·彌勒佛商文化論壇。 本報記者馮鐵 攝

■傳媒關於《2014年建設幸福長春行動
計劃》的報道。 網上圖片

■25名首批律師受聘入駐鹿城區網上法律服務中
心。 本報通訊員邵沙白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