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西柳州市融水縣同練瑤族鄉和平村的
工作人員在統計選票情況。昨日廣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縣村委
會換屆選舉試點村——同練瑤族鄉和平村委會舉行換屆選舉。許
多外出打工青年回鄉競選村幹部。 新華社

廣西村官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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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鵬宇 內蒙古報道）記者近
日從內蒙古巴彥淖爾臨河區城管綜合執法局了解到，去

年11月份由相關部門組織成立的清欠農民工工資辦公室，通過協
調督促、建議引導走司法程序、勞動仲裁及經偵等手段，截至目
前，已成功為4,872名農民工討薪8,279.2萬。據介紹，該辦公室成
立以來，已受理臨河區拖欠農民工工資38個項目及企業，接待農民
工上訪330次1,060餘人，涉及企業欠薪5,125人8,653.3萬元。

巴彥淖爾助農民工討薪逾8,200萬
內蒙古

記者從貴州省鐵建辦獲悉，今年前5月，全
省鐵路建設完成投資115億元，同比增長

25%；全省鐵路旅客到發量3,600萬人、貨物
到發量 5,278 萬噸，同比分別增長 3.2%和
7.4%。省鐵建辦用「投資較快增長、運輸生產
平穩、建設進展順利」來形容鐵路交通的良好
態勢。

年內投350億建路網
據統計，截至2013年，貴州省鐵路營業里程

達到2,128公里，正在建里程1,731公里（其中
高速鐵路1,536公里）；路網密度121公里/萬
平方公里，高於內地平均水平。2014年，貴州
省將完成鐵路投資330億元，力爭350億元。
今年，貴州省將建成並開通貴陽至廣州、貴

陽至開陽等鐵路項目及貴陽北站樞紐，形成連
接珠三角的快速鐵路通道，歷史性地進入高鐵
時代；完成滬昆客專長沙至貴陽段基礎設施建
設，達到聯調聯試條件。新增鐵路營業里程
363公里，全省鐵路營業里程達到2,491公里
（其中高速鐵路363公里）。新開工渝懷鐵路
增建二線、安順至六盤水、川黔線遵義段改線
等鐵路項目。

往京津冀僅七小時
2015年，將建成並開通滬昆客專貴陽至長沙

段及林歹至織金、白雲至龍里北等鐵路項目，

新增鐵路營業里程393公里以上，全省鐵路營
業里程達到2,884公里以上（其中高速鐵路701
公里）。同時，新開工黔桂鐵路增建二線、敘
永至畢節、納雍至六盤水等鐵路項目，加快突
破交通瓶頸制約，實現貴陽7小時內通達京津
冀、長三角等主要經濟區，為貴州經濟社會發
展提供強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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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駱國英 貴陽報道）今年貴州省將

建成並開通貴廣高鐵（貴陽至廣州）、貴開城際鐵路（貴陽

至開陽）等鐵路項目及貴陽北站樞紐，形成四小時內通往廣

州珠三角的快速鐵路通道，使貴州省歷史性地進入高鐵時

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 合肥報
道）安徽省合肥綜合保稅區前日在合
肥新站區正式啟動建設。該項目圍網
內規劃用地面積為2.6平方公里，拓展
區及配套項目規劃用地2平方公里，總
投資預計超過30億元（人民幣，下

同），計劃於明年3月份建成封關運行。

具備五大功能
合肥綜合保稅區是安徽第一家綜合保稅
區，於今年3月17日經國務院批准設立。其
建設內容主要包括卡口、查驗場站、保稅倉
庫、通關服務中心、信息化設備、圍網、巡
邏道、熏蒸庫房等核心區建設，以及進口產
品展示交易中心和企業生產基地等。建成
後，合肥綜合保稅區將具備保稅加工、保稅
物流、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虛擬口岸等五
大功能。
合肥綜合保稅區的主要稅收政策包括外國
貨物入區保稅；貨物出區進入內地銷售，按
貨物進口的相關規定辦理報關手續，並按貨
物實際狀態徵稅；內地貨物入區視同出口，
實行退稅；區內企業之間的貨物交易不徵收
增值稅和消費稅。在此政策背景下，合肥綜
合保稅區將力發展國際中轉、配送、採
購、轉口貿易和出口加工業務。此外，出口
復進口業務，亦將是該綜合保稅區業務拓展
的重點。按照目前的發展思路，合肥綜合保
稅區將發展成為安徽未來外向型經濟的核心
功能區，努力發展成為長三角地區以大宗商
品為主的內地一流綜保區。

經
貿
發
展

合
肥
斥
三
十
億
建
保
稅
區

料
明
年
初
封
關
運
行

貴廣高鐵將開通 四小時抵粵
連接珠三角鐵路 推動當地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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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元素稱雄旅遊商品
展現甘肅時代風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

剛，通訊員 王開江 張掖
報道）作為第四屆敦煌行·

絲綢之路國際旅遊節重點活動之
一的「2014 年甘肅旅遊商品大
賽」於前日落幕，全部13個獎項
中，包含敦煌元素的系列產品斬
獲4項大獎，稱雄大賽。

專家評委共評出金獎1名，銀
獎3名，銅獎5名，設計創新獎4
名。其中，敦煌九色鹿系列產品獲得大賽唯一的金獎，敦煌故事首飾
系列獲得大賽銀獎，敦煌手繪系列作品、《敦煌傳奇》動漫作品獲大
賽設計創新獎。此外，裕固族刺繡用品系列、金昌彩瓷鼠標三件套作
品亦獲得銀獎，平涼繡花兒童用品系列、武威白犛牛牛角梳及蘭州微
雕葫蘆等作品分獲銅獎，而「天下李氏郡望」隴西縣選送的李氏名人
剪紙作品獲得設計創新獎，充分展現了甘肅旅遊商品的時代風貌和整
體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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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頒證書予誠信食企
確保「舌尖上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

慶報道）火鍋之都重慶打造安全
火鍋收到成效。近日，重慶周君記火
鍋食品公司等兩家火鍋底料生產企
業，獲得由工信部等10部委聯合頒發
的《誠信管理體系證書》。至此，重
慶已有5家食品企業獲此證書，而重
慶最終目標是將食品工業企業誠信體
系建設擴展至560餘家規上食品工業
企業（年產值達2,000萬元及以上），確保「舌尖安全」。

「食品工業企業誠信管理體系是一個內涵豐富的過程。」重慶市食
品安全促進會秘書長朱勇介紹，該體系包括誠信制度建設等內容。開
展誠信管理體系建設的企業，必須將食用農產品原料及其他原輔料的
進貨、生產過程、產品檢驗等環節，用制度將其規範化，並將崗位人
員的誠信信息記錄在案，以實行自我監督，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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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衛星運營服務信息平台
落戶瀋陽市新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
琳 瀋陽報道）內地重要戰略
性資源、自主建立的太空信
息基礎設施「北斗」、「天
繪」雙星應用項目日前落戶
遼寧省瀋陽市瀋北新區。其
中，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是內
地自主研發、獨立運行的全
球衛星導航系統，位列全球
四大衛星導航系統之頭三位。
藉此打造的國家北斗導航與位
置服務產業園區已成為目前內地最大，將建成北斗（遼寧）
衛星運營信息服務平台和東北北斗產品檢測認證中心。

已於本月14日舉行的瀋北北斗位置產業高峰論壇暨北斗
．天繪雙星應用項目落地遼寧啟動儀式上，遼寧省經信委副
主任孟繼民、瀋北新區區長金志生及總參謀部測繪導航局副
局長楊寶峰分別致辭，並與出席嘉賓共同為項目落地按下啟
動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本月
15日至26日，新疆黨委組織部、新疆民委（宗教局）

聯合開展遠程教育集中培訓伊斯蘭教各界人士和基層統戰民宗幹
部工作。培訓採用目前覆蓋全疆所有鄉鎮（街道）、村（社區）
的遠程教育系統，集中開展。參加培訓的學員包括新疆各界伊斯
蘭教人士及基層反暴恐民宗幹部，該培訓分兩期，以「遏制極
端」和「反暴力、講法治、講秩序」為主題。

基層民宗官員反恐培訓
新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吉林報道）日前長吉
圖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啟動儀式在吉林長春舉行。該交易

平台是一個以現貨交易為主的電子商務平台，交易商品包括農產
品、化工品、貴金屬、工業金屬、能源、畜牧等吉林省的傳統優
勢產業產品和生產建設急需的大宗商品。平台運營後將以滿足長
吉圖開發開放戰略實施中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為主。據了解，交
易平台的主辦單位主要面向長吉圖區域各市縣，開展文化基礎設
施投資運營和文化產業資源開發利用。

長吉圖商品交易平台運營
吉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通訊員 彭小雲 湖南
報道）前日記者從湖南省國土資源廳獲悉，根據最近公

佈去年度開發園區節約集約用地先進單位評選結果，望城經濟技
術開發區、長沙經濟技術開發區、寧鄉經濟技術開發區等19個開
發區分別獲得10公頃到40公頃不等的土地利用計劃指標獎勵。19
個節約集約用地成效顯著的開發區中，望城經開區獲特等獎，給
予40公頃用地計劃指標獎勵；長沙經開區等8個園區分獲20公頃
用地計劃指標獎勵。

19個集約用地單位獲獎勵
湖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山東省濟
南市政府近期將正式出台《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

實施意見》，對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進行規範。該意見將原
有購買服務增加到321項目，其中增加了「城鎮社區就業輔導性
工作」、「居家養老服務項目」和「地名文化建設和保護」等內
容。該意見強調，政府購買服務是要在既有預算中統籌安排。據
悉，2013年濟南市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金額9.74億元，
涉及5大類49款262項。

濟南政府購買服務增至321項
山東

河南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金月展，通
訊員 劉小江 洛陽
報道）作為絲綢之
路申遺的重點項目
之一，河南新安縣
漢函谷關遺址關城
東牆保護展示工
程，日前獲得國家
文物局批覆。
新安漢函谷關文

化產業園將遵循保
護遺址本體的真實
和完整，結合新安縣實際情況，依托漢關文化，打造「漢關話劇影院」、
「漢關主題公園」、「漢關文化演藝廣場」及「漢關藝術創作基地」等內
容，將漢函谷關打造成遺址考古展示、人文旅遊及娛樂休閒為一體的「漢函
谷關文化產業園」，並依托特有的地理位置、人文條件及產業特色，對新安
縣文物資源進行整合。
同時，新安縣城把函谷關遺址周邊4,000多畝土地劃定為文物古跡用地，

建設漢唐文化突出的「漢關古城」，打造新安漢函谷關文化產業園。

新安擬建「漢關故城」
重現千年漢唐文化

■新安漢函谷關關樓西側。 本報河南傳真

四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銳 成
都報道）國家文
化部日前發佈
《2014中國文化
產業重點項目手
冊》，四川共59
個項目入選，總
數居內地第五
位；其中，安仁
．中國博物館小
鎮、東坡宋城等
49個項目被列為
一般重點文化產業項目；茂縣羌族民俗文化演藝街區、彝族服飾產業創意園
區等8個項目被列為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重點文化項目；中國（綿竹）木版
年畫產業發展基地、御樓蘭地毯產業基地兩個項目被列為特色文化產業重點
項目。
自2006年起文化部文化產業司每年都會組織力量收集、編印年度文化產

業重點項目手冊，收集了內地各省市1,100多個文化產業項目，內容涵蓋了
文化產業的11個重點產業門類，入冊項目在推廣和融資方面擁有更好的品牌
和平台，申請國家級和省級文化產業發展基金也具有更大優勢。

59項目入選文化手冊
含彝服羌民俗演藝

■綿竹年畫：連年有餘。 本報四川傳真

陝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陝西省政府日前出台《深化縣級
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的實施意見》，未來，陝西將從管理體制、人事編制、醫
保制度及監管機制等方面全面推進縣級公立醫院的改革，建立起維護公益
性、調動積極性、保障可持續的運行新機制，不斷提高縣級公立醫院醫療衛
生服務水平，使九成左右的患者在縣域內就診。
《意見》提出，每個縣政府要重點辦好1至3所縣級公立醫院，每個縣

（區）至少有一所醫院達到二級甲等水平。並重點完善縣域急救服務體系，
及發熱門診、產科、兒科、精神衛生科、重病監護、血液透析、新生兒和康
復等專科建設。
《意見》大力推進縣級公立醫院去行政化，院長由理事會公開選拔聘任，

全面負責醫院運行管理。此外要優化人員結構，醫師、護士、藥師和技術人
員等專業技術人員不低於編制總量的85%。合理確定醫院績效工資總量，並
進行動態調整，醫務人員收入差距控制在3至5倍。醫院收支結餘的30%可
用於提高醫務人員待遇，確保醫務人員收入逐年有所增加。

深化公立醫院改革
助九成患者縣內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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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陽北站的鳥瞰圖。 網上圖片

■西南最大火車站貴陽北站工程進展順利，這是建設
中的貴陽北站工地。 網上圖片

■合肥綜合保稅區正式啟動建設，圖為啟動
建設工地現場。 徐亮 攝

■大賽組委會向最佳必購商品獲得
者頒獎。 本報通訊員楊曉田 攝

■總參謀部測繪導航局副局
長楊寶峰（左）為平台成立
揭牌。 本報遼寧傳真

■重慶周君記董事長周英明
（持證書者）。 楊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