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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 南京報道）記者近日
從江蘇沿海開發「六大行動」方案的新聞發佈會上獲

悉，江蘇將集中力量組織實施沿海開發港口功能提升、沿海產業
升級、臨海城鎮培育、灘塗開發利用、沿海環境保護和重大載體
建設「六大行動」，進一步推動沿海地區科學發展，着力解決一
批事關沿海開發的重大關鍵問題。
方案提出，在港口功能提升方面，江蘇將完善沿海港口規劃體
系，突出以重點項目為抓手推動沿海港口功能提升，提出建設碼
頭泊位、港口集疏運設施等4大類73個重大項目，總投資超1800
億元。

「六大行動」推動沿海科學發展
江蘇

「資本的活躍印證了成都互聯網產業和創新型經濟的發展活
力」，成都高新區相關負責人表示，成都高新區有超過3.5萬家
企業，其中科技型、創新型中小企業超過3000家，對全球各類
股權投資機構形成了「巨大誘惑」。截至2013年底，成都高新
區已聚集185家股權投資機構，註冊資本總額330億元、管理資
金逾660億元，累計幫助區內120餘家科技型中小企業獲得各類
風險投資50億元以上。

互聯網企業獲逾3億風投
成都高新區相關負責人透露，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至今，

成都高新區已有30餘家科技型企業獲得各類風險投資超過6億
元人民幣，其中，移動互聯網領域企業12家，總金額超過3億
元人民幣。「在這12家目前我們調研統計到的移動互聯網項目
中，天使投資7家，A輪投資4家，進入B輪投資的有2家，其
中有7個項目投資超過千萬元人民幣規模。」
「風險投資是一個『短跑+長跑』的結合，快速成長的項目要

積極跟進，同時更要圍繞整個產業生態鏈去進行長線佈局，這
是一種對趨勢的投資」，華山資本投資副總裁劉明豫表示，
「風投資本不僅僅關注手
機遊戲這個富礦，而是整
個移動互聯網產業生態系
統的建立和發展。我們和
互聯網創業者一樣，也在
磨礪自己的眼光，積極探
索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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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楚 成都報道）第八屆四川互聯網大會日前在成都舉行。

大會以「全球化，下一代信息網絡的新機遇」為主題，以主題演講及圓桌會議等形

式展開，為成都的互聯網創業者分享遊戲引擎、海外推廣、遊戲雲服務以及投資等

方面的最新行業動態。據了解，成都高新區3.5萬家企業中，科技型、創新型中小企

業超過3000家，吸引全球類股權投資目光，極具「錢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 貴陽
報道）貴州省日前正式出台非物質文
化遺產保護發展規劃，將非遺保護從
過去的部門工作上升到全省高度，對
貴州民族民間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利
用和傳承發展作出部署，探索具有貴
州地域特色的非遺保護新路子。省文

化廳廳長許明表示，「要讓民族的傳統文化
活起來、要見到活的傳統文化，要看得見鄉
愁。」
《規劃》提出八大重點任務：開展非遺資
源深度調查，建設數據庫；對非物質文化遺
產實施整體性保護和生產性保護；開展非物
質文化遺產保護理論研究；培養非物質文化
遺產保護人才隊伍；合理利用非物質文化遺
產；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精品創作；開展非
物質文化遺產系列活動及品牌建設；建設非
物質文化遺產展示交流平台。

每年增保護經費1000 萬
據了解，此前貴州省級每年有1600萬元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經費。《規劃》提出，
從2014 年起，省級財政在原有基礎上每年增
加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經費1000 萬元。
目前，貴州共有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
作名錄1 項，國家級和省級名錄分別達到了
74 項（125處）、440項（568 處），國家級
和省級傳承人分別達到了57 名、301名，以
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主要內容的「多彩貴州」
逐步成為代表貴州的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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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探索互聯網機遇
分享最新行業動態 科技創新企極具「錢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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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城軌交通網規劃獲批
部分工程已開展準備工作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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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推廣社區食堂
最低套餐一份僅5元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王宇軒

山東報道）今年
4 月，國家發改
委批覆《環渤海
地區山東省城際
軌道交通網規劃
(調整)》，該批
覆包括青島至海
陽 、 紅 島 （ 青
島）至膠南（青島）等城際軌道工程規劃。其中，部分軌道交通工
程已開展各項準備工作。

按照規劃，青島至海陽城際從規劃的青島東站引出，向北沿既有
濱海大道，經青島嶗山、王哥莊、藍色硅谷核心區後到達終點海陽
市，線路長度114公里。青島市紅島至膠南城際從紅島引出，沿膠州
灣向南，經過黃島，膠南，沿濱海大道到達終點董家口，線路長度
101公里。

這條城際輕軌的建設，方便了董家口港、膠南、黃島和中心城區
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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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國際藝術展25日開幕
全球唯一絲路主題雙年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王辛鵬 烏魯木齊報
道）世界唯一一個以絲
綢之路為主題的雙年展
「首屆中國新疆國際藝
術雙年展」將於6月25
日至7月20日在新疆國
際會展中心開展。

本屆雙年展的主題
為 「 相 遇 絲 綢 之
路」，由主展、特別展、專題展和外圍展4個部分構成，
內容涉及繪畫、影像、裝置、攝影、雕塑等。共有來自18
個國家、132位藝術家的167件作品參加主展，其中大部分
國外藝術家的作品是在中國首次展出。

作為繼北京、上海等城市後全國第5個舉辦雙年展的城
市，烏魯木齊市曾於2012年成功舉辦新疆當代藝術雙年展。

廣西就合同新規徵詢公眾意見
廣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長春報道）吉林省首
個24小時自助圖書館近日在長春市綠園區圖書館開通

啟用。自助圖書館室內設有空調、服務電話等設施，還設有自動
報警系統，能夠實現全年、全天候自助借書，讀者刷借閱卡進入
自助圖書館。「希望通過這種新的服務方式，打造一個永不打烊
的圖書館，拉近書籍與讀者的距離。」圖書館館長王炳文說。

長春自助圖書館全天候服務
吉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悅貴陽報道）記者從貴州省
環境保護廳獲悉，從今年開始，貴州省將對不顧生態環

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後果的幹部實行責任終身追究。
近日，國家批覆貴州建設生態文明先行示範區，要求積極推進

制度創新，大膽先行先試。貴州省提出，從今年開始，對各市縣
區水、大氣環境質量進行實時監測，對質量不達標和嚴重下滑的
地方的黨政主要領導進行約談或誡勉談話，對環保嚴重失職幹部
終身追究責任。

官員環保失職受終身責任追究
貴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世強蘭州報道）記者昨日從
甘肅省工商聯獲悉，「2014絲綢之路國際生態產業博

覽會暨綠色有機產品（張掖）交易會」將於9月11日至14日在張
掖市舉辦。博覽會設有綠色農業及有機產品展區，生態旅遊、文
化、戶外休閒運動產品展區以及精品展區，旨在推動輻射人口達
30億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間的貿易往來。
此次博覽會展出面積約2萬平方米，展出內容包括綠色有機食

品、綠色有機飲品、綠色有機調味品、農機及生產加工設備、生
態旅遊產品、文化產品、戶外及休閒運動產品等。

張掖辦絲路國際生態博覽會
甘肅

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金月展，
實習生李藝佳洛
陽報道）記者從
有關方面獲悉，
河南洛陽市將復
建宋朝「呂文穆
園」，打造千餘
畝生態文化旅遊
園區。「呂文穆
園」為宋代名相
呂蒙正生前居住的地方，是唐宋時期洛陽地區的一座著名園林。
據《洛陽名園記》等歷史典籍記載，「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
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此次復原力求
最大限度地做到原貌再現。按照規劃，呂文穆園總建築面積2萬餘平方米，
分為8個院落，均以唐宋風格建築為主。
據介紹，包括呂文穆園在內的宋相呂蒙正生態文化園，佔地1200畝，分為
八大園區，除「呂文穆園」外，還包括珍貴苗木觀賞區、果蔬觀光採摘區、
精品牡丹觀賞區等七大板塊。目前已完成投資8000萬元。

洛陽建生態文化旅遊園區
將復原宋朝「呂文穆園」

內蒙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鵬宇 內蒙古報道）記者近日從包頭市公安局了解
到，面對涉醫犯罪案件越來越多、犯罪手段越來越令人髮指的情況，今年包
頭積極開展「維護醫療秩序打擊涉醫違法犯罪」專項行動，同時逐步建立健
全全市醫療機構治安防控體系。
為了建立健全醫療機構治安防控體系，包頭市公安局加大了針對醫療機構
的科技安防設施的投入，建設和完善了視頻監控系統，在醫院掛號、收費、
急診等人員相對集中、治安案件易發部位，以及醫院門口、樓梯、電梯、過
道等重點部位都設置了視頻監控點及警示標誌，並在視頻監控室安排專人值
守。
此外，還建立了「一鍵式視頻聯網報警裝置」，二級以上醫院的重點科
室、重點部位全部安裝了一鍵式報警裝置，並與醫院的安保控制中心、調度
值班室及公安機關聯網。目前全市二級以上醫療機構內還設立了標準化警務
室，並配備了經過資格認證的專業保安員，警務室內還配備了外線電話、一
鍵式報警裝置及伸縮警棍、防割手套、防刺背心、等必要的安全保衛設備及
其他便民服務設施。

包頭應對涉醫犯罪
建一鍵式報警裝置

福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蘇榕蓉，特約通訊
員 葉建強 福州報道）
被譽為「二十世紀敦煌
文書」的僑批檔案是福
建先民穿洋過海的見
證。在僑批檔案成功入
選世界記憶遺產名錄一
周年之際，福建僑批文
化研究中心在福建省檔
案館揭牌。
當日，福建省僑批收

藏與研究者黃清海向福建省檔案館捐贈一個僑批轉運箱，這是福建省檔案館
首次獲得民間人士捐贈的僑批實物。在簡單的揭牌儀式之後，福建省檔案館
亦舉辦了「百年跨國兩地書——福建僑批檔案展」。
僑批是「海外華僑與祖國鄉土的兩地書」，是華僑華人通過民間渠道以及
後來的金融郵政機構寄回國內的家書及簡單附言及匯款的憑證，是一種「信
款合一」的家書。

僑批文化中心福州揭牌
檔案見證先民穿洋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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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侗族大歌」。
本報貴州傳真

■第八屆四川互聯網大會現場。 本報四川傳真

■烏市曾舉辦當代藝術雙年展。
資料圖片

■城際軌道將通過藍色硅谷核心區。 網上圖片

■大渡口區新一社區，街坊鄰居們
到社區食堂打飯吃。 本報重慶傳真

■宋相名園在重建中。 網上圖片

■捐贈者（前左）向福建省檔案館捐贈檔案。
蘇榕蓉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唐琳 南寧報道）前日，
廣西自治區法制辦就合同格式條款監督管理條例徵詢公

眾意見。今後，汽車買賣、供水供電等涉及市民衣食住行的購買
合同，將需要到工商部門備案，《條例》實施後，將去除「最終
解釋權歸××所有」等涉及侵犯消費者權益的條款。
自治區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場規範管理處處長陳勇軍在接受採訪

時表示，自2012年國家工商總局開展合同格式條款整治工作以
來，接到眾多群眾對合同「霸王條款」的投訴，因此我們希望通
過制定具體的地方性法規來規範廣西相關行業的合同格式條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巧 重慶報道）為解決社區空巢老人
和無人照料的小孩等特點人群的就餐難題，重慶市商委近日發

佈《關於推動餐飲住宿業轉型發展的意見》，規劃3年內在全市建
設200個社區食堂，滿足市民需求。
記者在重慶大渡口新山村社區一家開業半年的社區食堂了解到，
價格最低的素菜套餐一份僅需5元，因價格明顯低於單點菜品市場

價，社區食堂內除設定人群
外，也受到很多基層務工人員
的歡迎。
該《意見》中還提到，將鼓勵
失業人員、大學畢業生等通過加
盟、聯營、合作等方式創辦社區
食堂（餐館）、社區招待所（賓
館），為市民提供便利、實惠、
放心的餐飲住宿服務。

6月14日是中國第9個
文化遺產日，主場城市景德鎮的活動場地——古窯民俗博覽區將
舉辦清代鎮窯復燒點火和明代葫蘆窯開窯等一系列活動。今年文
化遺產日的主題是「讓文化遺產活起來」。圖為6月13日，江西
景德鎮古窯內的明清御用窯色窯前，師傅進行攣窯。 ■中新社

江西景德鎮清窯復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