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中國新聞地方視窗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新疆
今年將計劃完成投資283億元，用於49個新建、續建

工程建設項目。其中南疆公路建設項目19個，包括國道3012線阿
克蘇—喀什公路建設項目等14個續建項目，省道326線玉龍喀什
河大橋建設項目等5個新建項目；北疆公路建設項目17個；東疆
公路建設項目13個，包括國道30線烏魯木齊繞城高速（東線）、
省道116線烏拉泊南立交至烏魯木齊縣等7個續建項目，以及國道
312線昌吉過境段、昌河大橋等6個新建項目。

投資逾280億元建公路
新疆

今
日
頭
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道）第十八屆

中國東西部合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暨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昨

日在陝西西安開幕，77個國家和地區、674個團組、1,799名

外賓參會。陝西省省長婁勤儉表示，本屆西洽會暨絲博會助

陝西發揮作為古絲綢之路起點和現代歐亞大陸橋重要樞紐的

優勢，積極為各省市區搭建一個擴大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

和企業廣泛參與的發展平台，以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為契

機，促進東中西部聯手向西開放，促進東中西部投資貿易更

深層次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一、張艷
利報道）亞信峰會期間，吉林省長巴
音朝魯在中俄兩國元首的見證下，代
表吉林省人民政府，與俄羅斯蘇瑪集
團總裁維諾庫洛夫簽署了合作建設俄
羅斯扎魯比諾萬能海港合作框架協
議。協議有利於吉林省進一步擴大對

俄開放，推進長吉圖開發開放先導區建設，
實施「借港出海」戰略。
扎魯比諾港位於俄羅斯濱海邊疆區哈桑區
特羅伊察海灣西南岸，是天然不凍港。從十
幾年前開通後，一直是琿春去韓國和日本的
必經港口。這裡距離吉林省琿春市僅有60
公里。吉林省省長巴音朝魯表示，扎魯比諾
港是吉林省出海的首選戰略性港口。蘇瑪集
團是俄羅斯最大、歐洲第三位的港口運營
商，其承建的扎魯比諾萬能海港項目，建成
後港口年吞吐能力將達到6,000萬噸。中俄
雙方合作建設扎魯比諾港，可以發揮各自優
勢，實現務實高效合作。
巴音朝魯表示，吉林將充分發揮琿春國際

合作示範區作用，發展商貿物流、資源加
工、跨境旅遊等產業，擴大對俄對朝合作。
將利用先行先試優勢，先行試驗構建跨境經
濟合作模式，申請設立吉林自由貿易園區，
實行更加靈活的邊境自由貿易政策，努力在
土地利用、投融資體制、科技創新等方面實
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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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洽會建絲路經濟平台
10萬商賈陝西覓商機 哈吉烏三國推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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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開通首條洲際線
下月可長沙直飛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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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利用風電淡化海水
大豐成為現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青霞湖南報道）南方航空已於本月初
跟湖南機場集團正式簽署經營「廣州—長沙—法蘭克福」航線的
合作協議。南航將於6月23日開通廣州—長沙—法蘭克福航線，

該航線是湖南第一條洲際航線。今後，前往歐洲的湖南旅客無需再從
上海、廣州、北京辦理中轉，可節省5至8小時的中轉時間，以及1000
元至3000元不等的轉機費用。

廣州—長沙—法蘭克福航班每
周往返三班。南航湖南分公司銷
售人員介紹，由於新開航線優惠
幅度較大，暑期票價將波動不
大，近期購買6月長沙直飛法蘭
克福航線票價最低3300元，7、8
月 3900 元起，為乘客節約 1000
至 3000 元的轉機費用，該航線
是湖南地區赴歐洲的最佳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
大豐報道）記者日前於江蘇大豐
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了解到，大

豐市1萬噸非併網風電淡化海水示範
項目首台生產線調試出水。示範項目
由微電網技術構建的非併網風電—海
水淡化集成系統，將風電與海水淡化
相結合，是一次全新的探索和嘗試，
於世界範圍內屬於技術首創。據悉，
2013年6月示範項目在江蘇大豐破土
動工。項目總投資2.35億元，經過9
個月時間，2014年3月15日工程如期竣工並順利出水，實際工期縮短一
半。經示範項目的核心技術在於自主研發並應用了世界首台套大規模風
電直接提供負載的孤島運行控制系統，即在沒有任何網電支撐的情況下，
向海水淡化裝置提供穩定的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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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阿爾山現史前岩畫
或為舊石器晚期遺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鵬宇 內蒙古報道）近日記者從有
關部門了解到，中國岩畫學會會員、大興安嶺岩畫發現與研
究學者崔越領近期在內蒙古阿爾山地區考察時發現一處舊石
器時代晚期岩畫，該岩畫的發現結束了該地區沒有岩畫的歷
史。

據介紹，發現該岩畫的具體地點為內蒙古阿爾山市伊爾施
鎮西北處的玫瑰峰景區。該風景區他還發現了古先民用火的

痕跡。這一發現，也證明了內蒙古大興安嶺全境都有岩畫的事實。
該岩畫為紅色繪就，長約30公分、寬20公分，右上方有突出的長方
形圖案，漫漶嚴
重，具體涵義尚不
能釋義。有關專家
依據所發現岩畫暗
淡的色澤、漫漶程
度和圖案表象，結
合鄰近區域岩畫等
情況推斷，伊爾施
的岩畫為舊石器時
代晚期遠古先民留
下的文化遺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舒楠 瀋陽報道）遼寧省
政府於5月13日召開的新聞發佈會公布消息，遼寧省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按照省政府「兩轉變一整治」的工作部署，
取消、下放和調整行政審批事項，逐步減少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
事項。截至目前，全廳取消、下放和調整的行政事項達到23項。
據相關負責人介紹，此次行政權力向全社會進行公開，主要目的
是一方面隨時接受服務對象和社會各界的監督，另一方面是方便
廣大職工群眾辦事。

社保簡政放權便民利民
遼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毅重慶報道）5月18日是第
24次全國助殘日，YBC重慶創業辦聯合重慶市殘聯，

首次將智力助殘納入到助殘日活動中。活動旨在通過YBC導師
「保姆式」的幫扶，助殘疾人創業成功，從而解決更多殘疾人就
業。YBC組織即中國青年創業國際計劃，是一個幫青年創業的教
育性公益項目，它建立以導師志願者為主的專業化公益服務組織
網絡，為缺乏機會創辦企業和發展企業的青年提供諮詢培訓、資
金支持和三年陪伴式導師輔導。

「保姆式」幫扶 助殘疾人就業
重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攀信陽報道）中國光彩事業
信陽行活動已於21日在河南信陽正式啟動。當日，百

名企業家一同前往有「將軍縣」之稱的信陽新縣進行考察及項目
對接。新縣縣長呂旅告訴記者，光彩事業信陽行是中央統戰部和
內地工商聯加大對革命老區、貧困地區扶持力度的愛心行動，新
縣是這次活動主要的地。他稱，新縣圍繞「山水紅城、健康新
縣」的定位，大力發展特色農業、中藥材產業、生態工業、文化
旅遊等健康產業。

百企業家信陽老區扶貧
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路艷寧、駱國英貴陽報道）貴
州河北商會於5月16日舉行的2014年服務項目發展促

進大會發布消息，商會今年在黔投資貴州河北大酒店及六盤水市
盤縣盤北開發區河北工業園等項目。其中六盤水市盤縣盤北開發
區河北工業園是貴州河北商會的重點投資項目，佔地約兩千畝，
預計投資5億元人民幣，主要生產經營各類工業產品。盤北經濟開
發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常務副主任劉虎生希望貴州河北商會
會員能夠積極投資盤北工業園。

河北商會投5億建工業園
貴州

四川 成都第三繞城高速動工
料2017年串起15縣市區

廣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實習
記者唐琳南寧報道）中國—東盟博
覽會文化展（以下簡稱「文化展」）
將於 5月 29日—6月 1日在南寧舉
辦。據中國—東盟博覽會秘書處副秘
書長黃媛介紹，此次文化展預計使用
8個展廳，約1500個展
位，超過 2.5 萬平方
米。展示內容主要有中
國及東盟民俗風情、婚
慶文化、書畫藝術、傳
媒出版、創意休閒、工
藝美術和動漫遊戲等。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

廳副廳長朱創偉表示，
中國—東盟博覽會文化
展是中國—東盟文化交
流年的重要活動之一，

廣西文化廳將在文化展中舉行廣西文
化藝術專題展，展示「南國之聲」周
末音樂會、「民族戲苑」精品劇目周
周演、「柳江明珠．水上大舞台」天
天演、桂林「百姓大舞台」等精彩節
目。

中國—東盟文化展29日開幕
展示民俗婚慶書畫工藝

山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宇軒青島
報道）自2001年台灣全球首次通過
基因轉植技術研發出「螢光魚」以
來，「螢光魚」一直披着神秘的面
紗，僅亮相一些科技展
會，社會大眾並未真正觀
賞到此神奇魚種。記者從
青島海底世界了解到，為
迎接青島旅遊旺季來臨，
該館在國內海洋館範圍
內，將首次面向公眾展出
「螢光魚」。據介紹，此
次展出魚群大概有一百條
左右。
據工作人員介紹，這次

「螢光魚」面向公眾展
出，屬國內海洋館首例。
該魚是通過基因轉殖技

術，將螢光基因殖入斑馬魚體內，使
其表現出該基因所帶來的遺傳特性，
在紫光燈的照射下體表、眼睛、全身
組織、器官都會發出奇趣的螢光。

「螢光魚」亮相青島
內地海洋館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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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經濟帶展區的哈薩克斯坦展館吸
引了眾多客商前往洽談。 李陽波攝

■陝西西
咸新區展
館推出多
項目尋求
合作。
張麗麗攝

■江蘇豐海新能源淡化海水發展
有限公司正在生產風能海水淡化
飲用水。 本報江蘇傳真

■新聞發佈會現場。
本報湖南辦傳真

■阿爾山玫瑰峰景區。 網上圖片

■黃媛在新聞發佈會上說，目前文化展各項籌備工
作進展順利，亮點紛呈。 本報廣西傳真

■青島海底世界展出神秘「螢光魚」在紫光燈的
照射下體表、眼睛、全身組織、器官都會發出奇
趣的螢光。 本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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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合肥師範
附小的學生志願者與社區空巢老人一起表演節目。當日，合肥師
範附小的學生志願者來到合肥濱湖惠園社區慰問空巢老人，為老
人表演文藝節目，一起迎接即將到來的六一兒童節。 新華社

江西老少同樂迎「六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銳 成都報道）成都經
濟區環線高速（另稱：成
都第三繞城高速）全長約
458公里，串起整個成都
平原經濟區中的都江堰、
彭州、什邡、綿竹、中
江、金堂、簡陽、仁壽、
彭山、蒲江、邛崍、大
邑、崇州等 15 個縣市
區，由沿線各地共建分四
段推進。截至目前，預計
2016年底建成的簡陽至蒲
江段已開工，都江堰至德
陽、德陽至簡陽、蒲江至
都江堰段預計2017年內
建成通車，可實現每一段兩個城市間1小時可到達；此外，該高速建成後將
提升成渝、成雅、成樂、成綿、成自瀘、成德南、成巴等16條成都經濟區向
外的「放射線」交通的承載能力，是成都平原經濟區交通網的關鍵環節。

大會期間，將推出12,000餘招商合作項目
和一大批名優產品進行展示洽談，逾10

萬名境內外客商赴陝覓商機。

20重點活動涉絲路
今年是西洽會期間首次舉辦絲綢之路國際

博覽會，大會突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主
題，來自絲綢之路沿線43個國家和地區的政
要、官員及工商界領袖等嘉賓參會。大會主
推的29項重點投資貿易促進活動中，20項都
是圍繞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主題設置。大會
並首次新增了國外項目推介交流，哈薩克斯
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國
家均推出了一批合作項目，希望利用西洽會
平台積極尋求合作。

展位面積歷年之最
本屆大會共設30萬平米展示面積，是歷年

之最。主要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主題展和東
中西部合作開放及專業展兩個系列，共8個主
要展館。其中，絲綢之路經濟帶主題展設3個
展館，主要展示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的文
化、旅遊等方面的特色優勢與合作前景，促
進投資洽談和大宗商品貿易。而東中西部合
作開放及專業展則在設置省區市館和陝西館
的同時，又設置了3個專業館和1個大型工程
機械展區，旨在面向絲綢之路經濟帶及世界

各國和地區的境外客商及國內企業，進行投
資洽談為主、兼顧大宗貿易的展示洽談。
本屆西洽會各省區市推介交流項目12,350

個，其中民生相關項目佔到總項目數的
26.32%。據了解展會期間還將舉辦「共建絲
綢之路經濟帶、促進區域合作與發展」主題
論壇、7個專題論壇和多項境內、涉外投資貿
易 促 進
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