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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馮芳慧 內蒙古報道）內蒙
古滿洲里市近日啟用「員工自助查驗系統」，這標誌着

內蒙古的邊檢站服務通關檢查模式邁入「全自動」時代，「員工
自助查驗系統」是內蒙古地區邊檢部門首次啟用的系統。
據悉，該系統預先建立人員信息庫，採集鐵路員工的人像、指
紋、證件等信息。待通關時，鐵路員工用證件在入口閘門的閱讀
器上刷一下，閘門便自動打開，整個過程不超過10秒鐘，通關便
順利完成。

滿洲里啟用邊檢員工自動通關
內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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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
道）內地首個國家級新區——重慶兩江
新區近日迎來四周年紀念日，當日中聯
重科、日本Hi-Lex集團、銀泰集團等來
自中國、德國、日本、香港等國家和地
區的企業，共計43個項目於兩江新區管
委會集中簽署了投資協議。這批項目涉
及高端裝備製造、高端醫療器械、總部
結算、商業綜合體、金融服務等產業，
總投資551億元人民幣。

現代服務業成熱點
現代服務業成為繼工業後的熱點領
域。服務業方面，有21個項目落戶兩江
新區。重點項目有投資110億元打造高
端城市綜合體的銀泰東方夢工廠，投資
50億元的恆大高端城市綜合體及東方荷
里活項目，投資50億元的樂視中國（重
慶）網絡視聽產業基地，投資5億元的
兩江聯誠醫院，以及格蘭富西部運營中
心、重慶國際礦業權投資交易中心等總
部運營項目等。
此外，投資20億元的神州數碼、投資
10億元打造遊戲平台媒體和手遊基地的
完美世界、投資1.3億元打造移動遊戲
娛樂平台的隆訊科技等3個項目也將落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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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借臨空經濟區拓海內外市場
總體規劃初步確定 打造「一核三板塊」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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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稅收保障法出台
加強稅務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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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新高鐵檢查庫主體完工
保障第二雙線年底開通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管瑩 江西報道），江西近日
出台《江西省稅收保障辦

法》（以下簡稱《辦法》），自7
月1日起正式施行。發佈會詳細解
讀《辦法》共27條，提出加強稅收
信息管理是強化稅源控管的關鍵，
提高稅收協助水平，是實現稅收保
障的有效途徑。加強稅收服務，有
利於提高納稅人的稅收遵從度，也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要求。

省政府法制辦主任張玉印主持發佈會並表示，《辦法》明確了政
府有關部門和單位及時、如實向稅務機關提供協稅信息，依法提供
稅收協助，使稅務機關能夠全面、及時、準確匯集各方信息，緩解
徵納雙方信息不對稱問題，有利於提高信息管稅能力，降低行政成
本，促進應收盡收，保障財政收入和稅收公平，也有利於促進徵納
和諧營造良好稅收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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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佔大運河名錄8河段
啟動歷史文化長廊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中國大
運河經世界遺產組織大會
投票通過，正式成為新的
世界文化遺產。山東佔據
大運河遺產區名錄27個河
段中的8個，山東省為推

動大運河「後遺產」時代的保護、
開發，已啟動了「大運河歷史文化
長廊」規劃建設。將通過遺址公園、博物館展陳、運河小道、展示平
台、提升旅遊景區等各種方式手段，打造出一條運河文化帶。

山東省文物局局長謝治秀昨日表示，在大運河申報遺產區的名錄
中，大運河山東段有南運河德州段、會通河臨清段（元運河、小運
河）等8個河段，佔全部27個河段的近三分之一，總長186公里；
共15處遺產點，超過全部58處遺產點的四分之一。其中運河沿線
的濟寧市是元、明、清三朝的京杭大運河最高管理機構「總河」所
在地；汶上縣南旺分水樞紐，是整個大運河海拔最高、科技含量最
高的一段。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唐琳廣西報道）作為中國
首批對外開放的旅遊城市之一，桂林申請外國遊客過境

72小時免簽日前已獲國務院批准，成為中國第9個實現72小時過
境免簽政策的城市。從廣西桂林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獲悉，免
簽政策有望八月實施，實施後，來自奧地利等51個國家受惠。目
前內地已開放72小時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廣州、大連、瀋陽、
成都、重慶、西安。

桂林72小時免簽獲批 料8月實施
廣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殿晶、通訊員蔡微 珠海報
道）珠海夢幻水城歡樂夜場在火熱的桑巴舞陪伴下近日

拉開整個夏季的序幕，為珠海及周邊的港澳和珠三角遊客帶來新
的消暑遊玩場所。
據悉，夢幻水城是一座以古埃及風情為主題的水上樂園，經營
十五年之際巨資從歐洲原裝引進大型驚險滑道——眼鏡王蛇，這
也是內地首條通過國檢的同類滑道。園區遊樂項目近30種，每晚
7時30分開始精彩水城夜場演藝活動。

珠海夢幻水城夜場狂歡開幕
廣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吉林報道）安華農業
保險公司用於林業保險防災預警的無人機於日前在吉林

敦化成功首飛。此次首飛的飛機包括安華農業保險一架搭載熱成
像儀的無人飛機。該飛機在巡航高度飛行，可即時監測地面的溫
度情況，一旦發現某一區域存在高溫，可即時報警。

林業防災預警無人機首飛
吉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首屆「長
安銀行杯」陝西省科技創新創業大賽暨第三屆中國創新

創業大賽（陝西賽區）新聞發佈會昨日在陝西省科技資源統籌中
心舉行。中國創新創業大賽是目前中國規格最高、影響力最大的
創業類大賽。第二屆創新創業大賽，共有10383家企業和2928支
團隊報名參賽，最終406家優秀企業、150個團隊進入全國總決
賽，獲得創業投資支持規模超過10億元，獲得銀行授信貸款總額
超過48億元，貸款餘額超過33億元。

辦首屆科技創新創業大賽
陝西

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攀鄭州報道）
河南湯陰縣近日被授
予「中國食品工業名
縣」榮譽稱號。這也
是中國食品工業協會
在內地授予的第一個
食品工業名縣。據
悉，目前世界500強
企業中佔3家。
據悉，近年來，湯

陰縣將食品工業作為
縣域工業的重要支柱和主導產業加快發展，目前有世界500強企業3家，國家
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4家、省級9家、市級36家，產品涵蓋小麥及麵製品
加工、油脂類加工、綠色有機食品等590多個系列。全縣已建成55萬畝強筋
小麥和50萬畝優質玉米生產基地，2萬畝有機食品生態園，以及80個高效農
業示範園，直接轉移富餘勞動力6.4萬人，將本縣及周邊地區10萬戶農戶組
織到農業產業化生產中，有力帶動了農業規模化、專業化、標準化經營，加
快了新型農業現代化步伐。

湯陰膺「食品工業名縣」
3企業列世界500強

天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
天嬰 天津報道）一款零排
放小型電動車在中新天津生
態城投入使用。該車（雪佛
蘭EN-V 2.0）體積小巧，
單次充電後可行駛 40 公
里，由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開
發，並與生態城合資公司、
生態城管委會三方合作，旨
在探索城市日常通勤中低
速、綠色交通工具的解決方
案。

迷你電動車亮相
充電後可行40公里

四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銳四
川報道）由兩百名老人自發籌
建、位於四川綿竹市北門花園街
的「助老之家服務部」近日開張
營業，集超市、棋牌、食堂等功
能於一體。一樓超市擺滿生活用
品供市民選購，二樓、三樓是老
年活動中心，提供茶水與棋牌供
老年人娛樂休閒，更像是「社區
綜合體」。持老年證者還可享受
一定的優惠折扣。
據了解，「助老之家服務部」
由當地兩百名老人自發籌資建
立，每人出資200元至1,000元
不等，並且賬目「陽光化」每日
公開，月底「分紅」；每層樓設
2至3名管理員，每天輪流值班
讓老人們參與管理。「老有所
樂，不能啥都靠兒女，現在超市辦開了，我們也有事情做了。在這裡說話聊
天的人多，心情也愉快些。雖然錢不多，但是覺得挺有意義。」

兩百長者籌建「助老之家」
超市娛樂共冶一爐

■四川綿竹「助老之家服務部」開張。
本報四川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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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兩江新區昨午舉行簽約活動。
網上圖片

■大運河山東台兒莊段現狀。
本報山東傳真

■弘揚紅色基因系列活動發佈會
現場。 本報實習記者管瑩 攝

■鋼軌探傷人員檢查鐵路以
確保質量。

本報通訊員牟健 攝

貴州雙龍臨空經濟區位於貴陽市市域東南與黔南州交界區域，距離貴陽
市老城區8公里，用地所在行政區劃為貴陽市南明區和黔南州龍里

縣。規劃範圍內建設用地面積75平方公里(總用地面積92平方公里)，其中
貴陽39.2平方公里，龍里20.2平方公里，機場15.6平方公里。涉及用地包
括貴陽市南明區龍洞堡、小碧鄉、永樂鄉、黔南州龍里谷腳鎮、醒獅鎮的
部分區域。

與貴陽保稅區合為開放「雙引擎」
從交通區位優勢來看，貴州雙龍臨空經濟區緊鄰貴陽老城區和國家級經

濟技術開發區(經開區)，西接改貌「兩港一中心」(公路港、無水港、商貿服
務中心)，北接貴陽綜合保稅區、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距貴安新
區12公里，距貴陽綜合保稅區13公里，將與貴陽綜合保稅區共同打
造內地開放的「雙引擎」。全省唯一的4E級貴陽龍洞堡國際機場及
西部出海大通道(廈蓉高速、貴新高速)奠定了貴州雙龍臨空經濟區對
外開放的橋頭堡地位。
據悉，貴州雙龍臨空經濟區在產業上將形成「一核三板塊」的佈局。

「一核」是指「空港運營服務核」，主要發展以航空運輸、飛機維修、
燃油輸配等為主的航空服務業。「三板塊」即：「臨空製造及高新技術
板塊」、「臨空物流板塊」、「臨空總部及綜合服務板塊」。
三個產業板塊分別主要發展以電

子信息產品研發製造、現代裝備製造
等為主的高新技術產業；以航空快遞、
保稅物流、電商物流為主的航空物流產
業；以總部經濟、商務商貿、高端商
業、諮詢中介為主的臨空商務服務業和
以旅遊集散、文化休閒、會議度假為主
的特色優勢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崔國清蘭州
報道）蘭新鐵路第二雙線歷時5年建
設將於今年底開通，為保障蘭新高

鐵第二雙線準時開通，負責動車維護的
「保姆站」——蘭州樞紐動車檢查庫近
日完成主體建設，7月1日將進行靜態驗
收，8月1日實現聯調聯試。
蘭州作為蘭新高鐵的重要編組車站，
動車維護及保養首要任務就是動車檢查
庫的投入使用。作為蘭州西客站動車組
存放、維護、檢修、保養、編組的配套工程，蘭州樞紐動車檢查庫這
一工程主跨採用鋼柱加鋼屋架結構，建築面積17420平方米，橫向跨
度達33米，建成後可同時為4列動車提供檢修和保養服務，是蘭州西
客站整體配套建築體量最大、功能最強的核心建築。
據悉，蘭新鐵路第二雙線作為國家重點鐵路建設項目，全長1776

公里，橫貫中國西北的甘肅、青海、新疆三省區，是中國首條在高
海拔地區修建的高速鐵路，設計時速250公里/小時。

■迷你電動車在天津生態城科技園演示運行。
本報通訊員魏剛 攝

■河南湯陰縣農民在田間收獲小麥。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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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徐悅 貴陽

報道）日前，貴州雙龍臨空經濟區總體規劃

初步確定。經濟區將打造「一核三板塊」佈

局，重點以臨空核心產業（如航空運輸）、

臨空關聯產業（如商務商貿）和特色優勢產

業（如會議度假）為發展方向。貴州省副省

長蒙啟良日前稱，貴州要開拓國內外市場，

借助臨空經濟發展模式是最好選擇。

■■今年一月今年一月，，雙龍臨空經濟區項目集中開雙龍臨空經濟區項目集中開
工儀式工儀式。。 本報貴州傳真本報貴州傳真

■貴陽龍洞堡國際機場。 本報貴州傳真

瀋陽首家無障礙超市昨日開業。
據瀋陽市殘聯介紹，該超市是針對殘障人士的全程無障礙超市，
不但具有盲道、輪椅道、無障礙衛生間，還配備了盲文價籤、手
語講解顯示屏、免費輪椅、輪椅爬樓機等，超市員工均為殘疾
人。圖為工作人員在超市內收款的情況。 新華社

瀋陽無障礙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