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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6家國家4A級景區吸客
長春

提高入境遊客人數是河南省旅遊業今後
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根據該《意見》，
到2016年，全省年接待海內外遊客達到
5.4億人次，其中入境遊客246萬人次，省
外境外遊客佔接待遊客總人數的一半以
上；旅遊綜合收入達到5,230億元，旅遊
從業人員超過200萬人。到2020年，全省
年接待海內外遊客7.8億人次，旅遊綜合
收入達到7,800億元，培育收入超億元旅
遊企業20家，基本建立以「老家河南」為
統領的旅遊品牌體系等。

業界籲加強配套服務
為此，河南省將依托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

實驗區，爭取在旅遊購物免稅、旅遊落地簽
證等方面取得突破，拉動入境遊市場。同時
還將盡快實現旅遊企業上市零的突破，力爭
3年內培育3—5個年經營收入超10億元的旅
遊企業、2—3家內地百強旅行社。
河南康輝國際旅行社一位負責人告訴記

者，該《意見》的出台宣示了河南旅遊業
發展的春天到來。他認為河南對華人最有
影響力的就是根親文化、就是中華文明的
發祥地。他表示，為吸引更多的境外遊
客，河南應該加強旅遊的配套服務。

建140家四星以上酒店

河南將根據各地市的特點，着力打造不
同的城市旅遊品牌，比如商城鄭州、花城
洛陽、宋城開封、茶城信陽。將新鄭黃帝
故里、淮陽太昊陵等打造成為根親文化聖
地，力爭到2016年，創建2—3家國家級
旅遊度假區。為讓海內外遊客能夠最大化
旅遊體驗，河南省亦將旅遊住宿業納入規
劃，積極引進一批國際著名酒店，構建集
星級酒店、經濟酒店、主題酒店、度假酒
店、鄉村酒店、汽車旅館、農家客棧為一
體的多元化旅遊住宿體系，力爭到2016
年，全省
四星級以
上 酒 店
達到140
家，其
中五星
級 酒
店 2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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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實習生 徐夢遠 鄭州報道）中原地

區是中華民族的根脈所在，擁有豐富歷史文化遺存。為此，河南省

近日出台《關於加快旅遊產業轉型升級的意見》，擬打造以「老家

河南」為統領的旅遊品牌體系，讓河南成為全球華人的「休憩家

園」。為此，河南一方面提高旅客人數，另一方面按不同地市特點

打造城市旅遊品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春妍 西寧
報道）青海西寧市人民政府昨日上午
舉行2014「青洽會」西寧市綠色發展
及特色產業項目專場推介對接會。
對接會上推介了西寧市總投資額
2007.56億元（人民幣，下同）的178
項專案，其中，有鋁產業園建設項

目、年產10萬噸有機胺項目、年產10萬噸
硅鋁合金項目等工業類項目41項，總投資
322.05億元；有山野菜深加工項目、優良牧
草種子繁育基地項目、設施農業發展項目等
農牧業類項目19項，總投資23.05億元。
此外，尚有建材傢具市場建設項目、青藏
名優特產品集散中心項目、青藏高原國際汽
配城項目等商貿流通類項目19項，總投資
230.73億元；有國家4A級旅遊景區丹噶爾古
城擴建工程項目、群加國家森林公園景區開
發項目、大通明長城遺址公園建設項目等文
化旅遊類項目34項，總投資270.9億元；有
商業、商住、酒店及公寓、城市綜合體開發
建設類項目50項，總投資1,135.9億元；有
大通客運站前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東部新城
文化園區建設項目、大通縣城文化廣場改造
工程等基礎設施類項目15項，總投資24.93
億元。
西寧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寶林、政協副

主席馬寧、經濟合作促進局局長李建慶、經
濟合作促進局副局長周明以及企業代表、投
資商代表等出席對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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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拓旅遊打造華人休憩家園
新措施推動產業升級 塑造品牌攬中外客

航
空
佈
局

張家界飛台中航線開通
利兩岸發展旅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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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巾幗家庭農貸啓動
最多借500萬還款靈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長沙報道）月初載着132名台
灣同胞的復興航空公司GE3873次航班順利抵達湖南張家界荷
花國際機場，標誌着首條台中直飛張家界旅遊包機航線正式開

通，至此，張家界往返台灣地區航線增加至3條。
此次張家界—台中航線的開通，將進一步密切兩岸人民經貿交

流，便利兩地人民來往和旅遊觀光，為張家界的旅遊經濟文化發展
注入新的活力。

為確保首航安全、順暢，張家界邊防檢查站提前有針對性地開展
業務培訓，組織一線執勤人員學習台中地區人文地理知識；主動與
張家界市口岸辦、機場、
航空公司協調聯繫，詳細
掌握出入境旅客和航班動
態信息；科學進行勤務調
整，靈活增派台外執勤警
力，熱情為入境台灣同胞
提供現場引導和諮詢服
務，發放《張家界旅遊資
訊》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由重慶市婦聯聯合重
慶銀行、重慶興農融資擔保共同實施的「巾幗家庭農場貸款」
項目，日前在豐都縣婦聯啟動。據了解，該項目最多可貸500

萬元，5個工作日內即可對符合條件的巾幗家庭農場貸款戶發放貸
款。

該項目實施的對象是由婦聯組織認定的巾幗家庭農場，項目內容
是向巾幗家庭農場提供貸款：每戶巾幗家庭農場最高可貸500萬
元，貸款期限最長可達2年，還款方式可採取隨借隨還、月還、季
還、一次性利隨本清等多種方式。貸款利率在國家基準利率標準上
上浮30%。

其中，普通巾幗家庭農場，僅
支付 1.5%的擔保費；縣婦聯命
名的巾幗家庭農場示範點、優秀
巾幗家庭農場等，僅支付1%的
擔保費；國家級和市級的「三
八」紅旗手、全國科技致富能
手、全國農民女狀元、市級巾幗
家庭農場示範點等免擔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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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霍爾果斯攬才
5年斥資5千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辛鵬 烏魯木齊報道）自今年起
至2018年，新疆霍爾果斯經濟開發區每年將投入1,000萬
元「人才開發基金」，專門用作人才引進各項政策的配
套。同時，開發區每年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的1.5%也將作為
人才工作專項經費。

根據引進人才的不同層次，給予30萬元至5萬元不等安
家費，在合同期內分3次撥付，解決120平方米到80平方米
不等面積的住房，工作8年以上房屋贈予。在安置引進人
才配偶子女（落戶、就業、入學）方面，霍爾果斯開發區
也將開闢「綠色通道」，提供一站式服務。

日前出台的《霍爾果斯經濟開發區建設人才管理改革試
驗區實施意見 （實行）》明確了霍爾果斯亟需的8類人
才，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國家級重點學
科、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企業技術中心的學術技術帶
頭人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鵬宇 內蒙古報道）記
者從有關部門了解到，第一屆內蒙古國際食品貿

易對接會，今日（12日）至15日在內蒙古呼和浩特食全食美國際
會展中心舉行。本次進口、高端食品盛宴是由中國城市農貿中心
聯合會與內蒙古當地的食品公司全力打造。食品貿易對接會將匯
聚來自美國等20多個國家的高端進口食品。屆時內蒙古當地食品
公司的專業採購團隊將與參展公司進行現場對接和採購。

逾20國雲集推介食品
內蒙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合肥報道）安徽蕪湖市
繁昌縣因礦產資源日益枯竭，周邊生態環境惡化，給周

邊居民帶來了許多的問題。目前繁昌縣積極開展針對轄區廢棄礦
山的整治工作，引進多家民營資本進入，成立宏大國源（蕪湖）
資源環境治理有限公司，對峨山頭礦山地質環境進行綜合整治，
整治產生的礦產資源以及其他經濟價值作為對民資投入的回報。
繁昌縣投資770萬元，對境內多座礦山進行綜合治理。

繁昌縣花770萬整治廢棄礦山
安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特約通訊員 邵婷婷
福州報道）福建省福州市擬在市內第二坊文儒坊西段原

唐宋古城牆遺址上建唐坊宋街遺址博物館。目前，該方案已報福
建省文物局等相關部門並原則獲批。據介紹，文儒坊西段唐宋城
牆及建築遺址地塊位於三坊七巷歷史文化街區西側，原屬於文儒
坊一部分。2011年，考古人員在此挖掘出唐宋三坊七巷文儒坊巷
遺址，發現唐朝以來的豐富遺跡，尤其是考古發現了晚唐五代城
牆、宋代房基等遺跡，為研究福州早期城市變遷及三坊七巷格局
形成提供重要的實物論證。

福州擬建唐坊宋街博物館
福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悅、駱國英 貴陽報道）貴
州為地方黨政官員戴上「環保緊箍咒」。即將出台的

《貴州省2014年環境質量通報方案》明確規定，環保廳對2014年
度環境質量嚴重下滑、工作不力的，於翌年初提出約談建議名單
上報省政府，由省政府組織約談相關地方政府主要責任人。根據
《方案》，貴州對空氣質量、水環境質量下滑及不達標的地方按
季度進行通報，並在《貴州日報》、貴州衛視上進行公佈。據了
解，該《方案》的出台旨在加強全省環境監測能力。

環保不達標官將被約談
貴州

甘肅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肖
剛 蘭 州 報
道）甘肅省旅
遊局局長何偉
9日於新聞會
表示，第四屆
敦煌行．絲綢
之路國際旅遊
節將於6月 15
日至7月15日
舉行，節會期
間，甘肅全省
14個市州將舉
行包括「港澳
旅行社絲綢之路黃金段聯誼踩線之旅」在內的42項活動，力爭一個月吸引
1400萬以上遊客來甘肅旅遊觀光，實現旅遊收入100億元以上。
何偉介紹，甘肅向海內外客源市場贈送3萬冊《絲綢之路自駕車旅遊護

照》和500萬張「敦煌卡」，重點宣傳推廣28家品牌旅遊景區。遊客一年內
持《自駕游護照》可在有效期內到所推介的景區享受免費遊覽優惠，旅遊節
期間持「敦煌卡」可到所推介景區享受門票五折優惠。
旅遊節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已成為絲綢之路品牌節會，對促進甘肅
旅遊發展及與國際交流合作產生了重大作用。

絲路旅遊節月中開幕
持敦煌卡五折遊景區

湖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湖南報道）由湖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主辦
的湖南省首屆住宅產業化專題講座近日在長沙召開。此次專題講座透露，
《湖南省人民政府關於推進住宅產業化的指導意見》實施細則將有更大的支
持政策和落地政策。
講座上，住建部住宅產業化促進中心副主任文林峰針對內地住宅產業化發
展概況及湖南的發展機遇作了專題報告。文林峰表示在城鄉建設模式粗放、
能源資源消耗高、項目重規模輕效率、重外觀輕品質、重建設輕管理、建築
使用壽命低於設計使用年限的行業背景下，加快推進住宅產業化正逢其時。
文林峰指出，今年住建部十項重點工作中第七項就是「加快推進建築節能
工作，促進建築產業現代化」。她認為，湖南住宅產業化發展具備良好的基
礎和發展的態勢，希望湖南的企業家能夠借助新一輪發展機遇，及時跟進，
為企業迎來更大的發展空間。
湖南省房地產業協會會長羅勁松認為，目前，湖南省住宅產業化發展還處
於政府驅動型階段，應整合產業鏈資源和金融支持，奠定逐步過渡到市場化
基礎。

將出台實施細則
推住宅產業化發展

四川 劍閣出動飛機撒藥
保千年古柏防蟲害

江西省萍鄉鳳凰街道的杜軍國
（左二）多年癱瘓在床，「大媽」志願者除常來看望照料，還計
劃募捐善款，幫助他治療。2009年成立的萍實志願者協會，目前
已有志願者400多人，為有需要幫助的老人提供呵護和關愛。江
西萍鄉的這些「大媽」志願者通過志願幫扶，讓空巢老人不「空
心」。 新華社

江西幫扶空巢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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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淮陽太昊陵每年都會吸引大量遊客。 本報河南傳真

■丹噶爾古城一景。 網上圖片

■位於濟源的天下道教第一洞天王屋山。
本報河南傳真

■市婦聯黨組書記等人參觀巾幗
家庭農場。 網上圖片

■機組檢查。 網上圖片 ■四川廣元劍閣翠雲廊（古蜀道）。 網上圖片

■甘肅省旅遊局局長何偉表示，絲路沿線國家的代表將共
同發出「聯合發展旅遊」的倡議。 肖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劉銳 綜合報道）森
林病蟲害被稱為「不冒
煙的火災」。四川劍門
蜀道有古柏12,351株，
分佈在344里的驛道兩
旁，其中劍閣境內
7,886 株，樹齡蒼老
化，抗病蟲害能力低；
而雲南松毛蟲、蜀柏毒
蛾食量大、繁殖力強、
傳播快，對古柏危害巨
大；近日，四川劍閣動
用50餘架次直升機對其實施森林病蟲害作業，噴撒無公害藥物1.5噸。
據了解，全是蒼翠挺拔古柏林的翠雲廊為古蜀道的一段，古柏能存至今

日，與歷代嚴令保護有很大關係。自有驛道和行道樹以來，老百姓便以護路
愛樹為己任並沿襲至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日前，記
者從吉林省旅遊局獲悉，經吉林省旅遊景區評定委員會

評定，長春北湖國家濕地公園、長春孔子文化園、長春農業博覽
園、長春九台廟香山休閒旅遊度假區、長春關東文化園、吉林省
御龍溫泉度假村6個旅遊景區被批准為國家4A級旅遊景區。截至
目前，長春市國家A級旅遊景區數量已達28個，3A級以上旅遊景
區數量達到A級景區數量的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