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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西安報道）陝西省發改
委日前推出39個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建設運營的示範項

目，涉及交通、水利、信息基礎設施和天然氣開發、新能源開
發、文化產業六大領域，總投資約2,700億元。
據了解，這39個項目是陝西省鼓勵社會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參與

建設營運的首批項目，包括鐵路、城際鐵路、高速公路等9個交通
基礎設施項目，2個信息基礎設施項目，3個天然氣開發項目，7個
新能源開發項目，4個水利基礎設施項目和14個文化產業項目。

39重點項目向社會資本開放
陝西

農業部黨組成員楊紹品在12日
召開的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

產發佈活動中表示，中華民族在長
期的生息發展中，創造了種類繁
多、特色明顯、經濟與生態價值高
度統一的傳統農業生產系統，推動
了農業發展，保障了百姓生計，創
造了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是中華
民族應該認真保護和傳承的農業文
化遺產。
但由於缺乏系統有效的保護，一

些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正面臨被破
壞、被遺忘、被拋棄的危險。楊紹
品指出，中國農業文化遺產蘊含着
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挖掘、保
護、傳承和利用這些文化遺產，有
利於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發展休
閒農業，帶動農民就業增收，實現
在利用中傳承和保護。

擁近萬牧民6個遊牧核心區
據了解，內蒙古阿魯科爾沁草

原遊牧系統核心區位於內蒙古巴
彥溫都爾蘇木，涉及23個嘎查、
3585戶、9110牧民，通過達拉爾
河、蘇吉河和海哈爾河鏈接6個遊
牧核心區，總面積達500萬畝。在

這片得天獨厚的天然牧場上，自
古以來蒙古族牧民根據雨水豐歉
和草場長勢決定一年四季的遊牧
線路，牧民、牲畜、草原相互依
存形成牢固的「三角關係」，蒙
古族獨有的崇尚天意、敬畏自然
和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是該系統
保存的根基。
草原遊牧系統的挖掘和保護，

內蒙古保留的遊牧生產方式將得
到延續和發展，從而改善當地牧
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為高端
畜產品生產創造條件，並防止資
源耗竭性開發和避免環境惡化提
供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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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郭燕 呼和浩特報道）本月14日是內地「文化遺產

日」。農業部近日發佈第二批國家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內蒙古阿魯科爾沁草原遊

牧系統榜上有名。科爾沁草原位於內蒙古東部，自古以來形成了牧民、牲畜、草

原相互依存的「三角關係」，體現着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入選農業文化遺產將

使得遊牧民族的生物和文化多樣性得到長期保護和留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艷利吉林
報道）記者近日從吉林省商務廳獲
悉，吉林省將以便民、利民為目
標，以營銷方式和經營業態創新為
突破口，積極促進連鎖經營業態發
展，引導流通產業結構調整優化。
到2017年，該省限額以上批發零

售、餐飲住宿等行業連鎖門店數將達到
2,000家，連鎖率達到28%，商品統一配送
率達到75%以上。連鎖經營向多業態多業
種延伸，從原來的超市便利店為主，向專
賣店、精品店延伸，從零售業向餐飲、服
務等多領域延伸。

鼓勵企業「走出去」
此外將鼓勵大型流通企業和超市連鎖企
業整合資源，擴大連鎖經營規模，跨區域
搶佔省內外市場、「走出去」到南非等國
家拉網布點，形成省會帶動中心城市、省
內帶動省外、內地帶動外地的百貨、商超
發展格局。
餐飲業將推進集約化生產，鼓勵企業發
展加盟、特許和直營等多種連鎖形式，大
力發展特色餐飲、快餐送餐等多種業態的
連鎖經營。每個市州培育5—7戶餐飲連鎖
示範企業。醫藥領域將培育大型醫藥商業
集團，鼓勵醫藥連鎖企業突破地域界限，
採用統一採購、統一配送、統一管理、統
一服務、統一信息、統一標識等標準化經
營方式。鼓勵批零一體化經營，引導企業
向居民社區、城郊接合部、縣城及農村集
鎮發展。

將建百個蔬菜直營連鎖店
長春市、吉林市未來還將建設100個蔬

菜直營連鎖店，提升信息化、標準化、規
模化水平。以長吉圖區域和中心城市為核
心，積極推進超市和生活服務連鎖企業向
社區和農村居住點延伸，支持連鎖企業從
城市向縣域、縣鄉接合部發展，拓展連鎖
經營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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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天人合一生活理念 遊牧民族多樣性獲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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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九華山現花崗岩晶洞
欲申世界地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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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救助少數民族流動兒童
聯合服務站開展心理輔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玲傑合肥報道）安徽省地
質調查院最新一次地質調

查顯示，九華山首次發現花崗岩
中的晶洞構造，標示着我國東部
北東向巨型含晶洞花崗岩帶增添
了新的成員。通過國內外對比研
究，初步確定了九華山花崗岩地
質地貌具有國際對比意義。目
前，九華山風景區正通過完善基
礎設施建設，推進科研科普，積
極申報世界地質公園。

晶洞構造是指侵入岩中有小型孔洞的岩石地質構造，孔洞多呈不規
則狀，常生長着完好的晶體。晶洞一般被看做在岩漿冷卻過程中體積
收縮而成，也可能是岩漿凝固時產生氣體逸出的結果，具有重要的地
質研究意義。

通過對九華山花崗岩的系統研究，研究人員還首次發現了九華山花
崗岩中含有石英質玉，並調查了九華山岩體兩期7次的岩漿活動事
件。目前，九華山已積極展開申報世界地質公園的相關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朱世強蘭州報道）

由中央財政出資支持的甘肅
省少數民族流動兒童城市融
入與專業支持示範項目日前
在蘭州啟動。該項目旨在救
助少數民族流動兒童中的特
困和特殊兒童，協助其更好
融入城市，並將通過對社區
組織的能力培訓、舉辦研討
會等方式提升社區組織、
NGO的服務能力，提高服務當地少數民族流動兒童及其家庭的能力。

據介紹，該項目將依托心理諮詢師和專業社工開展活動，救助處於
困境的50名少數民族流動兒童，設立5個聯合服務站，開展少數民族
流動兒童心理輔導和社區融合活動，協助失足失學兒童融入社會。

目前，甘肅省僅蘭州市的流動人口就已超過103萬，其中少數民族
流動兒童約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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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寧崀山旅遊中心竣工
打造「文化旅遊特色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建花、董曉楠，通訊
員 楊堅、王征剛 湖南
報道）記者昨日獲悉，
湖南新寧縣崀山旅遊集
散中心主體工程已全面
竣工，預計本月底可投
入使用，為遊客遊覽提
供便利。崀山劉氏宗祠湖湘文化演藝中心、放生閣戲劇演藝
中心等項目正在建設中。

新寧旅遊資源豐富，擁有崀山世界級自然遺產地品牌和7
個國家級文化旅遊品牌。在文化旅遊特色縣域經濟建設中，
新寧縣圍繞打造中國丹霞世界自然遺產保護利用的模式地，
先後投入資金1,200萬元進行規劃開發。同時加大非物質文
化遺產保護，充分挖掘文化內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肖剛蘭州報道）甘肅省今年與
東方航空公司合作投入兩架空客A320飛機，計劃於12

月初開通蘭州至香港、曼谷、首爾等城市的國際航班，方便省內
外賓客公商務、旅遊出行，促進甘肅旅遊航空業發展，進一步改
善和提升旅遊旺季的交通運力。
同時，為適應向西開放需要，甘肅與南方航空公司合作，擬於今

年9月首先開通蘭州—烏魯木齊—迪拜、蘭州—烏魯木齊—格魯吉亞
首都第比利斯兩條正式國際航線。每周往返迪拜4班、第比利斯3班。

擬開蘭州至香港東南亞航線
甘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蔣金鵬 銀川報道）
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近日設立項目，資助今年考入普通

高校的家庭經濟困難新生到校報到所需路費等相關費用。該項目
今年安排寧夏資金93.75萬元。 該項目優先考慮孤殘學生、少數
民族學生、農村絕對貧困戶學生等。資助標準為：區內高校錄取
的新生每人500元、區外1,000元。

逾90萬資金助貧困生入高校
寧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欣欣 黑龍江報道）2014中
國特色農產品博覽會暨中國牡丹江第六屆黑木耳節將於

8月15日至17日在黑龍江省牡丹江市舉行。屆時，國內外特色農
產品龍頭企業代表及學術界、產業界知名學者、專家，特色農產
品生產、加工、經銷、科研單位代表將齊聚牡丹江，圍繞食用菌
產業發展、特色農產品產銷銜接等方面進行深入交流。俄羅斯、
韓國、新西蘭、香港、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涉農企業將參展參
會。本屆黑木耳節以「特色、創新、合作、共贏」為主題。

牡丹江黑木耳節推特色農業
黑龍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攀 鄭州報道）中國首家天然
食品聯盟在爭議聲中於本月11日在河南鄭州成立。當

地包括發起者在內的11家企業加盟。該聯盟主張「只減不加」的
經營理念，即：只減去食品中有害成分，不加任何添加劑。同
時，這個聯盟還將吸納全國更多的天然食品企業加入，並呼籲食
品生產企業注重食品安全。
這個該聯盟是由一加一天然麵粉有限公司呼籲發起，並借同日由
當地官方舉辦的「河南省首屆食品安全與發展論壇」上宣佈成立。

鄭州成立首家「天然食品聯盟」
河南

四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濮沁 成都報
道） 6月10日晚6時40分，從美國三藩
市飛來的美聯航UA9航班降落在四川成
都雙流機場，標誌着三藩市首航成都正
式完成。6月11日上午10時許，美聯航
UA8航班將按計劃從雙流機場起飛，成
都首航三藩市宣佈開啟。這標誌着成都
與三藩市的空中距離縮至14個小時。這
是美聯航首次進駐中國西部地區，成都
也成為繼北京、上海、廣州後，中國內
地第四個、中西部地區第一個開通直飛
美國航線的城市。
首航飛機駕駛艙共有一位機長和三位

機師，共有10位空中服務人員。西南美
國商會會長王曉東認為，直航對在成都
投資的550家美國企業來說是重大利
好，也必將促進更多外資企業「走進
來」，更多川企「走出去」。該航線每
周三次航班，由波音787夢幻客機執
飛。

成都至三藩市直航首飛
兩地空距縮至14小時

貴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駱國英、
郎艷林余慶報道）記者在貴州余慶
烏江構皮灘水電站翻壩運輸系統工
程看到，這條貴州省重要的黃金水
道，也是北上長江、南下珠江三角
州的重要工程，已於2013年6月28
日開工，預計2015年6月底完工，
屆時運輸能力將達到1,000萬噸，
總投資為3.234億元。
該工程由壩上櫻桃井碼頭，壩下

沙灣碼頭和連接公路組成，壩上碼
頭設計兩個30車位滾裝泊位，通過能力約500萬噸，壩下碼頭設計6個500噸
兼顧1,000噸級泊位，其中多用途泊位2個，雜貨泊位2個，通用泊位2個，
陸域還有堆場、倉庫、辦公樓、停車場、變電所等各種配套設施。
該工程將烏江水運與長江干流經濟發達地區聯繫起來，可起到區域經濟互

補，共同富裕的作用。

千萬噸級黃金水道明年通航
可起區域經濟互補作用

山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
桂麗、王宇軒 青島報道）
2014青島世界園藝博覽會近
日繪製展出世園3D畫藝術
作品。世園會本次舉辦的
3D畫現場繪製活動充分運
用3D畫的特點，結合世園
會景觀特色，由藝術家們現
場創作。畫中的景物立體、
細膩、逼真，能達到以假亂
真的藝術效果。
據了解，本次活動在兩個

場地進行，分別是地池東側的步行道和主題館前的廣場。其中地池步行道的
主題是「天鵝戲水」：兩隻代表純潔、和平和善良的天鵝在水邊嬉戲展翅，
結合周邊環境，營造出祥和安定的自然環境；主題館廣場的繪畫主題是「多
彩千紙鶴」：五彩繽紛的千紙鶴由大自然飛往廣場，切合世園「生活走進自
然」的主題。3D畫作品利用平面透視的原理，製造出視覺上的虛擬立體效
果，從一定的角度看立體感極強，給人身臨其境的感覺。

青島世園會展3D畫藝術
「天鵝戲水」以假亂真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機
場日前正式通航，該機場地處世界最大的循環經濟圈——柴達木
循環經濟實驗區核心區，是柴達木盆地最大民用機場。項目總投
資6.3億元，跑道長3,000米，站樓面積為4,400平米，設計停機
位4個。圖為身穿節日盛裝的當地群眾在機場合影。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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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盛夏，內蒙古各地草原陸續迎來了蒙古族傳統體育、娛樂活動——那達慕。圖為阿魯科爾沁
草原上舉行的搏克比賽。 新華社

■安徽九華山風景。 資料圖片

■正在建設的烏江構皮灘水電站翻壩運
輸系統。 駱國英攝

■青島世園會3D繪畫展。 本報青島傳真

■擔任此次首航空中服務的
Valerie Mann女士。 網上圖片

■■崀山八角寨景區客運索道月崀山八角寨景區客運索道月
底投入使用底投入使用。。 本報湖南傳真本報湖南傳真

■啟動儀式上，來自七里河等小學的50
名流動兒童受到愛心救助。本報蘭州傳真

青海德令哈機場通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