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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逾5億保護草原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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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王辛鵬 喀什報道）新疆首個5A

級開放式歷史人文景區「喀什噶爾古城」日前宣佈了創建國家5A

級景區的最新進展，並展示了在老城區改造和景區創建過程中對

當地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弘揚和當地民眾民生改善方面的最新成

果。至今年5月底，喀什已累計投資31.5億元，當局在28個集中

連片重點區域中，已完成危舊房改造25,976戶、229.81萬平方

米，佔總任務量近六成。一個「修舊如舊」，保留了千百年來歷

史風貌、維吾爾族民俗風情和伊斯蘭建築文化的「中亞坐標上活

的古城」已呈現在世人和遊客面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巧 重慶報
道）自7月1日起，重慶至上海往返動
車將正式運行，重慶至上海全程僅需
13小時，將極大縮短長三角地區至成
渝地區的時空距離。由重慶市政府組
織的「重慶非去不可」的「旅遊專
列」也將在6月21日駛入上海，全方

位展示重慶旅遊整體形象，讓上海長江龍頭
與重慶長江龍尾遙相呼應，攜手打造長江三
峽旅遊經濟帶。
重慶市旅遊局副局長秦定波介紹，渝滬動

車的開通將帶動三峽庫區深度遊，只要旅遊
產品設計得好，配套設施跟上，有望逐步激
活大量藏在「深閨」中的三峽腹地旅遊資
源。重慶也將與湖北聯手擴大合作，爭取國
家相關部門對三峽庫區旅遊的支持政策，力
爭把三峽庫區旅遊作為國際旅遊發展試驗
區。

手機展示三維實景
據了解，重慶正在寸灘規劃建設重慶遊輪
母港，建成後，多個碼頭遊客登船的條件將
得到極大改善。此外，重慶與騰訊開展合
作，將重慶的153個A級景區、三峽旅遊的
三維實景地圖，通過手機展示出來，讓沒有
去過的遊客在手機上非常方便地體驗，足不
出戶就可身臨其境地體驗重慶的旅遊景區。
目前重慶還與上海、武漢、南京、山東、哈
爾濱等60多個城市建立了智慧旅遊城市聯
盟，並定期舉辦智慧旅遊三峽論壇，以推動
三峽旅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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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喀什古城打造5A旅遊景區
「修舊如舊」保留風貌 呈現伊斯蘭建築風格

青島將與德國曼海姆簽協定
促進文化工業教育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許桂麗、李皓、

王宇軒青島報道）前德國曼海姆第一副
市長諾伯特．艾格於18日造訪2014青島

世園會。據諾伯特．艾格透露，今年8月，德
國曼海姆市將在青島世園會舉行曼海姆活動
周。據了解，青島將與德國曼海姆市簽署深入
友好交流協定。諾伯特．艾格表示，中國青島
與德國曼海姆在文化、工業、教育等多個領域
都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間。

諾伯特．艾格告訴記者，曼海姆活動周期
間，德國著名曼海姆國家劇院交響樂團將在青
島世園會的舞台上演莫扎特等著名音樂家的作
品。諾伯特．艾格還表示，促進文化交流的同時，曼海姆也將尋求
商業合作機會。包括巴斯夫公司在內的德資公司將在展園內舉行客
戶見面會，邀請該公司在中國各地的知名客戶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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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玲傑 合肥報道）為進一步刺激購房

需求，近日安徽省蕪湖市對外公佈，對去年8月發佈的《蕪湖
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促進高校畢業生創新創業和穩定就業的

實施意見》中關於符合條件的高校畢業生購房安家補助政策進行調
整。將取消之前「就業滿3年」才可獲得購房補助的時間限制，即剛
畢業的大學生在蕪湖購房就可獲得補助。

據了解，進入2014年以來，蕪湖樓市銷售一直低迷。與此同時，
蕪湖樓市的供應量卻逐年增加。截至3月3日，蕪湖樓市住宅可售面
積423.03萬平方米。按照去年全年，蕪湖市區庫存消化需20個月。

專家指出，去年出台的新政只對就業滿3年的大學畢業生進行購
房補助，這個群體相對較少，此次取消就業年限限制，意味着剛畢
業的高校生購房就可獲得補助，並且政策修改後包括二手住房，購
房者選擇面進一步擴大，無疑將刺激購房者購房，消化庫存，救市
政策進一步完善。

安徽蕪湖撤就業購房補助限制
擴購房選擇消化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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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9月辦絲路經濟論壇
探索區域經濟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由中華世界李
氏宗親聯合會、咸陽市歸國華僑聯合會等單位聯辦的2014
大唐貞觀文化暨絲綢之路經濟帶國際論壇，定於9月在中
國原點新城舉行，同期將舉辦系列文化朝聖和「絲綢之路
經濟帶」中亞五國商貿考察活動。

中華世界李氏宗親聯合會主席、明珠國際集團董事長兼
總裁李繼和表示，李氏宗親會提出「天下李姓，根在鹿
邑，望在隴西，輝煌在西安」的文化宣言，目的就在於強
化世界李氏宗親的根祖意識。

據介紹，探討「大唐貞觀文化」與「絲綢之路經濟帶」
的歷史淵源和發展關係，其核心理念是匯集世界華人力
量，實現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各國各區域的廣泛聯繫與合
作，再創絲
綢之路的輝
煌時代。走
出一條從尋
根祭祖到文
化朝聖，從
區域合作到
經濟發展的
實業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志堅長春報道）吉林省政府
新聞辦新聞發佈會公布消息，為全力支持吉林省外貿穩

定增長，吉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已於本月1日起，全省範圍內全面
推行檢驗檢疫無紙化通關，不分地域轄區，通過試行「四通」，
降低企業成本，提高通關效率。吉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副局長劉
志研表示，通過實現口岸與內地跨區域檢驗檢疫無紙化通關和
「四通」，即通報（受理報檢）、通檢（檢驗檢疫）、通簽（簽
發證單）、通放（准予放行），方便商品進出。

全省範圍推無紙化通關
吉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欣天津報道）為貫徹落實京
津冀協同發展國家戰略，北京、天津、河北衛生部門日

前共同簽署協議，聯合開展突發事件緊急醫療衛生救援。根據協
議，三地將互通公共衛生安全形勢，信息共享。任何一方接到涉
及或有可能影響其他方的突發事件信息，都要在第一時間將信息
通報，合作方根據事發方需求，在應急藥械、相關設備、應急隊
伍、專業技術、專家資源等方面給予支援。對於涉及跨區域重特
大突發事件，三方將會配合排查，同時共享臨床、流行病學及實
驗室等資料。

聯京冀協議開展突發醫療救援
天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易新、李青霞，通訊員劉天勝
湖南報道）前日南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簽定埃塞俄

比亞32台貨運電力機車及3台客運電力機車共35台交流傳動電力
機車合同。這些電力機車將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和吉
布提的跨國鐵路線上運行。按計劃首台車將在2015年10月交付。
南車公司技術專家康明明介紹，設計人員借鑒大功率電力機車成
熟技術，吸取內地高原電力機車和出口南非電力機車等多方優
點，作全面技術升級，機車適合在高溫、高原和沙漠地區運行，
堪稱「耐熱型」機車。

南車株洲向埃塞出口35電力機車
湖南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管瑩江西報道）記者從江
西省商務廳獲悉，為推動江西省與俄羅斯伏爾加河沿岸

聯邦區的經貿往來，將於本月底在俄羅斯彼爾姆邊疆區國際會議
中心舉辦江西特色商品展。據了解，此次俄羅斯江西特色商品展
是江西省首次以政府名義舉辦的境外展銷會。政府將充分利用此
次展會的組織和舉辦，積極引導省內企業搶抓中東歐貿易市場，
擴大江西省與相關地區的貿易份額；支持鼓勵企業赴中東歐國家
開展對外投資合作，進一步密切雙方的經貿往來。

辦境外展銷會拓中東歐市場
江西

四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楚成都報道）全球性「創業周末」活動成都站於昨
日在成都高新區天府新谷啟動。這是「創業周末」活動，首次在中國中西部
城市舉行。
今年的「創業周末」活動共有11場，昨日(20日)至明日(22日)在全球同步舉

行，包括印度的班加羅爾、日本的真鶴、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美國的芝加
哥、法國的巴黎及德國柏林等地。活動參與者將在54小時內提出想法、組成
團隊、開發產品，最後呈現產品並由導師打分評選出優勝者。
有5年媒體創業

經歷的曹俊說：
「我很好奇『創業
周末』活動怎樣在
54 小時內將一個
點子變成產品，整
個過程充滿吸引
力，希望能通過活
動體驗創意和創業
的過程，豐富自己
的創業理解並結交
到新的朋友。」

「創業周末」成都站啟動
通過活動體驗創意

貴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悅、駱國英貴陽報道）前日（19日）及昨日（20
日），大型公益活動「同心圓夢．美麗中國行」首站——2014中國鎮遠國際
旅遊論壇已在鎮遠舉辦。有聯合國駐華官員、部分國家政要、駐華外交官、
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等350餘人參加此次活動。
據了解，此次活動將舉辦「鎮遠世界旅遊大使村選址揭幕」及「世界旅遊
線路交易平台啟動式」等活動。鎮遠縣縣長羅傑介紹，此次活動將提升鎮遠
文化旅遊產業發展理念，為鎮遠走向國際化市場打下基礎，讓「貴州的鎮
遠」最終成為「世界的鎮遠」。
「同心圓夢．美麗中國行」是內地民族地區綜合援助計劃公益活動，由中
央統戰部、國家民委、國務院國資委和全國政協民族與宗教事務委員會共同
支持。

鎮遠舉行國際旅遊論壇
聯國政要專家學者雲集

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駱佳鄭州報道）記者從相關部門獲悉，鄭州將擴建
海洋館，預計明年下半年與遊人見面，屆時有望成為內陸最大的海洋館。
2013年10月1日開放的鄭州海洋館，當時總投資2億元人民幣，配置水生

生物800餘種，是世界上最新一代的大型現代化水族館，也是河南省內唯一
一座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海洋博覽館。
據鄭州海洋館副總經理周毅介紹，擴建後的鄭州海洋館將呈現展翅飛翔的
海鷗造型，並於2015年下半年對外開放，總投資約2.35億元人民幣，屆時將
可以容納、展示近千種極地和海洋生物。鄭州海洋館的二期項目包含極地動
物館、鯨豚劇場、小丑魚世界、海底餐廳。極地動物館主要展示來自極地的
珍稀動物的風貌，有白鯨、海豚、海象及企鵝等多種海洋和極地動物。

鄭州建最大內陸海洋館
展近千種極地海洋生物

國網江蘇吳江供電公司在吳江現代
工廠化育秧中心向工作人員了解秧苗培育情況。吳江供電公司主
動承擔為育秧中心提供充足電力保障的重任，確保水稻育秧期間
正常供電。 ■新華社

星期二、四、六刊出 ■責任編輯：黃建文 2014年6月21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郭燕內蒙古報道）草原生
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是國家為保護草原、增加牧民收入

而實施的一項惠牧工程。近日，內蒙古財政廳又下達阿拉善盟草
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資金5.14億。此次生態保護補助獎勵資金
中，禁牧保護補助資金4.45億元，草畜平衡保護補助資金0.54億
元，其餘資金為生產資料補貼資金。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是國
家為保護草原、增加牧民收入而實施的一項惠牧工程。

喀什市委常委賀濤在「喀什老城5A級景區創建工
作推進會」上表示，「力爭到2015年全面完成

核心區改造，到2017年全面完成外圍片區改造。」

以人為本 抗震安居
據喀什市政府副市長孔德健介紹，建立在距今約

1,000年前喀喇汗王朝都城基礎上的老城區是喀什噶
爾的靈魂，是「西域絲路的活體記憶」，這裡街巷
縱橫交錯，風格獨特，是目前內地唯一保存完整的
迷宮式城市街區。其核心區的民居群體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生土建築群之一，融合了漢
唐、古羅馬遺風和維吾爾民族現代生活的特點，極具歷史意義與人文價值。
2010年正式開始「一對一設計」的老城區改造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為達到抗震安居
和有效保護傳承古城民居建築風貌的效果，「最多的一家前後修改六十多次，歷時一年
半！最少的也修改五六次……」

帶旺消費 增收致富
走在改建後的老城區中恍如穿越回千百年前，原生態的帽子巴扎、花盆巴扎、手工藝品
一條街、囊文化一條街……駱家輝（前美國駐華大使）和李顯龍（新加坡現任總理）駐足
流連過的百年茶館、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吃過的「古
老烤包子店」……琳琅滿目令人眼花繚亂。這裡的每
一戶人家不僅保留原有的世代久居房屋的風貌，且幾
乎都有一個臨街的店舖。
喀什市旅遊局局長李霞告訴記者：「老城區很多居

民沒有職業沒有土地，在改造中引導居民開設門面，
既可以租出去，也可以憑借傳統手藝，依托老城區改
造帶旺的旅遊消費群實現增收致富。」

內蒙古

■長江三峽旅遊風光。 本報重慶傳真

■喀什老城街角一景。 記者王辛鵬攝

■■20142014大唐貞觀文化暨絲綢之路經濟帶國際大唐貞觀文化暨絲綢之路經濟帶國際
論壇舉行新聞發佈會現場論壇舉行新聞發佈會現場。。 熊曉芳熊曉芳 攝影攝影

■前德國曼海姆第
一副市長諾伯特．
艾格。 李皓 攝

■■鄭州海洋館建成後將呈現鄭州海洋館建成後將呈現「「海鷗海鷗」」造型造型。。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組織者預熱活動。 本報四川傳真

江蘇電力助育秧

■喀什噶爾古城5A級景區創建工
作推進會現場。 記者王辛鵬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