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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瀋陽市民政局副局長陳連寬介紹，圍繞提標工
作，瀋陽市民政局聯手財政部門深入調查分析，對困
難居民基本生活需要和生活必需品價格等主要因素進
行測算，提出具體調整方案。

居民低保調整加快
目前，共有城鄉低保對象9.33萬戶、16.03萬人，

佔全市戶籍人口的2.21%，其中城市低保戶5.48萬
戶、8.95萬人，農村低保戶3.85萬戶、7.08萬人。對
於家庭收入、財產和人員等情況發生變化的低保家
庭，需要重新核算家庭收入，重新計算低保金。

陳連寬還特別指出，從2010年到今年，城市居民的
最低生活保障調整頻率明顯加快，5年時間裡4次提高
低保標準，低保標準從340元調整到540元，年均提高
40元。而從1998年最初的150元/月至今，已經歷了10
次調整，低保標準提高了3.6倍，年均提高24.4元。

五保提標列今年重點
下月起施行的新標準，將在原來享受低保人員的家

庭收入、財產和人員等情況沒有變化的情況下，瀋陽
市內9區的城市低保對象低保金每人每月增加50元，
農村低保對像低保金每人每月增加30元；4縣（市）

的城市對象低保金每人每月增加45元，農村低保對
象低保金每人每月增加25元。
今年，瀋陽市委市政府制定

出台了市政府1號文件即《瀋
陽市關於加強和改進最低生活
保障工作的意見》，進一步
加強了低保管理工作，提高
救助標準和增強保障能力，
特別是將城鄉低保提標、五
保提標列為今年社會救助
重點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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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

道）遼寧省瀋陽市政府今年1號文件將

提高社會救助標準和增強保障能力作為

重點工作。昨日舉行的瀋陽市首場例行

記者會上，公佈了將於7月1日起執行

的瀋陽城鄉低保和農村五保供養提標調

整標準。瀋陽市每月將發放保障金

3,724.66萬元（人民幣，下同），每月

人均救助額約232元，城鄉低保標準、

城鄉低保邊緣標準和農村五保供養標準

平均提高超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涵坤 貴州
報道）記者日前隨2014貴州省第二次
項目觀摩活動的代表驅車前往貴安新
區，利用3小時左右的時間重點觀摩貴
安新區以貴安大道、興安大道、金馬
大道、百馬大道為代表的「七橫四
縱」城市骨幹路網建設情況，深感貴

安新區「一年有框架」的目標已初步完成。
此外還觀摩貴安大道生態砂基透水系統和
雨水收集系統、興安互通、富士康（貴州）
第四代綠色產業園、斯特林綠色能源裝備製
造基地、貴安電子信息（大數據）產業孵化
園、百馬大道綠道系統6個項目；電子信息
（大數據）產業園生活配套區及三大運營商
數據中心，金馬立交3個項目等。

年內投資近400億元
一年多來，貴安新區總投資近400億元，
總里程330公里的新區骨幹路網、園區路網
項目已全面開工建設，其中骨幹路網260公
里，園區路網70餘公里，黔中大道、貴安大
道、和興安大道、百馬大道、金馬大道「兩
橫三縱」主骨架道路基本完成。其餘道路總
體進度完成41.4%，今年10月底將全部建成
通車，新區主骨架道路框架基本形成。
黔中大道是第一條連通貴安新區與貴陽市的
交通主幹道，對貴安新區的開發建設起到了重
要作用。依托黔中大道，以富士康、三大通信
運營商為代表的一大批引領性項目順利入駐貴
安新區電子信息產業園，黔中大道是貴安新區
直管區內的一條重要的產業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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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月斥3700萬增救助水平
農村五保提高超10% 十六萬低保人士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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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長春辦佛博會
珍貴大藏經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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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庫區治牛糞污染
養殖蚯蚓增收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地處
三峽庫區腹心地帶的重

慶豐都縣，為整治肉牛產業
環境，保護三峽庫區一江碧
水不受污染，今年起該縣計
劃投入6000萬元防污治污。
目前，全縣已完成高家、社
壇、龍河等鄉鎮5個規模養
殖場（萬餘頭存欄量）和1
個屠宰加工廠的場內改造和
周邊環境整治。

該縣出台新的治理方案，其中糞污的綜合循環利用成為亮點。豐
都縣畜牧獸醫局負責人介紹，目前豐都全縣養殖30—50頭肉牛的小
型養殖場共580多個，牛場產生的糞便，通過養殖蚯蚓、種植蘑菇
等，基本能夠自行處理，處理率達90%左右，不僅解決了污染問
題，還為農戶帶來了效益。據了解蚯蚓是許多水產養殖場都需要的
蛋白質飼料，目前市場上蚯蚓的價格為每噸1.6萬元，養殖1畝蚯蚓
年產量可達3噸，產值4.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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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安裝600套「全球眼」
加強監控隧道路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江西省日前
正式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的意見》。根

據《意見》，經5年時間，江西基本完成國企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70%左右的國企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80%左右國有資本集
中在關鍵領域和優勢產業，實現省屬國有資產總量、營業收入雙
超「萬億」。江西省國資委黨委書記陳永華在前日（24日）舉行
的新聞發佈會現場表示，起草出台《意見》，用好盤活國資存
量，充分發揮國有資本放大功能，是促進江西經濟發展升級的必
由之路。

國有資產料5年收入超萬億
江西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永傑，通訊員 陳悅、孫春明
山東報道）山東煙台市在長島縣喉磯島附近海域於前日

（24日）舉行「2014年旅遊客船火災棄船海上搜救演練」，15艘
船舶、一輛救護車和230名工作人員參與。此次專門針對旅遊船
舶的演練在煙台尚屬首次，其演練規模在北方旅遊客船專項演練
中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旨在通過「無腳本」高仿真演練鍛煉各
方面海上搜救反應隊伍。

煙台客船火災棄船搜救演練
山東

內蒙古 包頭封停200水眼
保護地下水資源

湖南 長沙海關推18新措
助對接粵港保增長

寧夏 枸杞博覽會開幕
助推特色農副產品

昨日在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舉辦的高招諮詢會現場，幾名家長在諮詢一所高校的招生政策。
諮詢會現場，不少家長和考生冒雨前來諮詢各類高考志願填報以
及各校招生政策。 新華社

安徽雨中高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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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市民政局副局長陳連寬在昨日舉行的瀋陽市首場例行記者會上的
情形。 本報遼寧傳真

■貴州省官員參加觀摩活動。 本報貴州傳真

■全新的「全球眼」高清球形攝像
機。 網上圖片

■豐都縣包鸞鎮村民李新林（端盆
者），從牛糞裡抓出蚯蚓，準備上市
銷售。 本報重慶傳真

■中寧縣縣長趙建新先生致開幕詞。 本報寧夏傳真

■湖南7月啟動長株潭通關一體化改革試點。
黃勇華 攝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董曉楠，通
訊員黃勇華 湖南報
道）湖南省長沙海
關已於本月17日對
外發佈《長沙海關
支持湖南外貿穩定
增 長 的 若 干 措
施》，內容涵蓋監
管通關服務、海關
區域通關一體化改
革、創新加工貿易
發展和保稅監管模
式、海關特殊監管
區整合優化等方面，共18項措施。長沙海關副關長姚光前表示，《措施》將
助推湖南積極對接粵港澳、融入長江經濟帶，為承接產業轉移，保持湖南外
貿穩定增長助力。
從下月1日起，湖南將啟動長株潭通關一體化改革試點，打破隸屬海關轄
區界限，三市企業可自主選擇申報、納稅、驗放地點。在試點取得經驗基礎
上，年內實現全省通關一體化。姚光前表示，將充分利用湖南「一帶一部」
區位特點，積極對接長三角海關，探索長江流域通關一體化作業、無障礙通
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本月18日
「支付寶錢包」聯手住建部啟動「未來公交」計劃，將

於下月起投用35個「互聯互通」城市。該產品能讓手機變成一張
通行內地城市的公交卡。用戶只需使用手機登錄「支付寶錢
包」，申請一張虛擬卡後進行充值，即可使用該功能。今後，公
交公司可在「支付寶錢包」中發卡，同時借助其移動支付能力進
行空中充值，讓用戶出門不用帶卡，充值也不用再排隊，解決了
以往辦卡不方便、異地無法充值等問題。目前內地已有天津等35
個城市實現「互聯互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燕 內蒙古報道）內蒙古包頭市部署城市規劃區工
業用地下水源井封停工作，已從今年2月1日起，直至明年12月31日，城市
規劃區將封停關閉地下水源井200眼，旨在保護地下水資源。
據了解，今年水資源置換工作要把握五個方面原則，把維護人民群眾的根
本利益作為工作的主要目標、把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作為工作的核心利
益、把地下水資源的節約保護和科學配置作為工作佈局、把統籌兼顧作為工
作的根本方法、把因地制宜分類指導作為工作的重要措施。
包頭市希望通過有效的指導工作實現在管理理念上從供水管理到需水管理

轉變、在決策思路上從開發利用優先向節約保護優先轉變、在保護舉措上從
事後治理向事前預防轉變、在開發方式上從無序開發向合理開發轉變、在用
水模式上從粗放利用向高效利用轉變，努力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開發利用，
改善水生態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雲南報道）雲南紅河
哈尼梯田於本月22日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一周年之

際，由CCTV與雲南紅河州委宣傳部聯合拍攝的全方位反映紅河
哈尼梯田的大型紀錄片，在哈尼梯田核心區元陽縣新街鎮箐口村
開拍。據悉當天開機拍攝的紀錄計劃分3集，每集50分鐘，預計
拍攝時間一年，將從自然、歷史、人文三個層面多角度解讀哈尼
梯田的風光、歷史和人文習俗，探尋其中鮮為人知的奧秘。

哈尼梯田大型紀錄片開拍
雲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濮沁 綜合報道）四川省成都市區
的136個隧道及路口路段，新安裝的600套被稱為「全球
眼」的高清球形攝像機本月18日全部啟用。這些電子眼能
把包括變道穿插等隱蔽性高的違法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而
從拍攝下違法數據到車主收到違法記錄的短信，只需18分
鐘。
全球眼的高清視頻交通違法證據採集工作，是由中心後

台人工手動實時操作完
成，所有違法數據記入電
子警察處理系統，並對違
法駕駛人實施處罰。
據民警介紹，能夠進行360

度的旋轉視頻拍攝，抓拍半
徑超過50米。全球眼通過後
台進行實時操控，具有覆蓋
範圍廣、鏡頭操作靈活的特
點，可對路口、路段進行全
方位的實時監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由長春市會展業協
會、長春歐亞賣場共同舉辦，長春市海州展覽服務有限公司承
辦的「2014中國（長春）國際佛事文化用品博覽會」已於6月

18日至23日在長春歐亞賣場會展中心（9號門）舉辦。
本屆展會主題為「弘揚傳統文化助推區域發展」，室內展覽面積
5,600平方米，室外展棚面積11,000平方米，總計16,600平方米。共
設十個展區，展出十二類展品。國家級藝術大師吳孔德攜根雕作品
《烏木十八羅漢》參加展會，這組作品是由吳孔德及其工作團隊經
過3年時間雕刻而成，市場標價980萬。
此外市民還在本屆展會看到價值600萬的精品大藏經，長春小李

飛刀的剪紙作品《水滸人物壹百零八圖》、《紅樓人物》等。另
外，中國微刻佛經第一人古道先生的作品《心經》、《金剛經》也
有亮相。古道先生所雕刻的文字大小不足0.3毫米，至少要用20倍
的放大鏡才可看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尚勇、
蔣金鵬 寧夏報
道）淘寶特色中
國．寧夏館中寧
專區開通暨首屆
中寧枸杞網上博
覽會，本月19日
已在中寧國際枸
杞交易中心盛大
開幕，自治區政
協副主席張樂琴
出席開幕儀式。
大會還特邀國家
農業部和寧夏、青海及甘肅等枸杞主產區的領導，中國科學院等科研院所，
阿里巴巴集團、區內外主要枸杞加工企業負責人等800餘人參加。
淘寶特色中國．寧夏館中寧專區自4月份試運行1個月以來，網頁訪問量達

230萬人次，銷售總額達270萬元，上線品牌6個，上線產品數量35個。辦此
次博覽會主要目的，是借助網絡電商的廣闊平台和網民群體，構建中寧枸杞
網上銷售商圈，通過組織召開一場「永不落幕的網購盛會」，帶動中寧枸杞
及特色農副產品進入電子商務時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福州市
茉莉花茶保護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在福建省十

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上獲得批准，該《規定》今年8月1日
起施行。《規定》加大對茉莉花種植基地的保護力度。規定使用
劇毒及高殘留農藥在茉莉花種植中的，將處三千以上三萬以下人
民幣的罰款。同時，《規定》對茉莉花茶製作技藝給予保護，對
傳承人給予獎勵和資助，支持傳承人通過帶徒授藝等方式傳承優
秀的茉莉花茶製作技藝。

福州保護茉莉花新規8月施行
福建

■內地各省市均逐漸提高低保金，保障低保戶
的生活。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