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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天津市近日出
台《關於促進中醫藥健康服務業發展的意見》，鼓勵中醫

資源通過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促進中醫藥服務貿易發展，服務境
外人群。這些措施包括，鼓勵和扶持優秀的中醫機構到境外開辦中
醫醫院、連鎖診所及辦學、講座，吸引海外留學生來津接受中醫藥
學歷教育或短期培訓；發揮中醫藥特色優勢，為境外消費者提供高
端中醫醫療保健服務等。

鼓勵中醫境外開診所辦學
天津

羅馬尼亞阿爾巴縣議長伊恩
．杜米特爾說，阿爾巴縣

位於羅馬尼亞中西部，黃金採
礦、木材加工及機械製造等都是
支柱產業，兩地可進一步擴大學
術和經貿交流，尤其在礦產資源
開發和裝備製造業方面，可進行
務實合作。

開發吉爾吉斯金礦
吉爾吉斯斯坦楚河州第一副州

長沙姆卡諾夫表示，該州計劃與
內地共同開發左岸金礦，其儲量
預測達到78噸，希望甘肅乃至中
國的企業可以加入到開發過程
中。此外楚河州的鐵路、公路建
設等領域也在開放之中，希望可
以和甘肅乃至中國在各個領域
開展合作。

推進絲路商貿合作
甘肅省副省長李榮燦說，甘

肅省正抓住當前經貿合作不斷
擴大的機遇，組織優勢企業和
中小企業開闢中亞西亞市場，
並支持外貿企業代理，把擴大

向西開放與承接華東中部產業轉
移結合起來，支持農牧業與哈薩
克斯坦、俄羅斯等國家合作，鼓
勵甘肅裝備製造優勢企業與中亞
西亞國家開展產品合作。
此次「中國—中亞合作對話

會」由中國對外友協和甘肅省政
府共同主辦，來自哈薩克斯坦、
伊朗及烏茲別克斯坦等中西亞多
國的政府高官和駐華使節、上海
合作組織負責人、絲綢之路經濟
帶甘肅友好省州的省州長及中央
有關部委、港澳特區政府代表，
重點圍繞推進絲路沿線國家互聯
互通、能源礦產、商貿旅遊、文
化教育及醫療衛生等領域的務實
合作展開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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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崔國清 蘭州報道）中國—中亞合作對話會日前在甘肅

蘭州舉行。「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間的經貿合作與人文交流」主題研討

中，來自伊朗、羅馬尼亞、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多個中西亞國家的政

府官員、駐華使節以及企業高管，都盼與資源豐富的甘肅省，在煤炭、石油、

天然氣等傳統能源以及水電、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方面展開深入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符曉寧遼寧報道）
遼寧南台國際箱包城（箱包是指行李箱及
休閑袋）項目招商說明會前日（8日）在海
城舉行。該項目規劃佔地40公頃，建築面
積55萬平方米，總投資32億元。海城市副
市長張政民在會上說，海城政府盼白溝客
商和南台籍商人能來南台投資興業。

鞍山市副市長趙紅巍表示，南台箱包市場作為
海城專業市場集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發展支
撐，有優勢的區位交通，有堅實的產業基礎，更
有南台國際箱包城、富商工業園等大項目支撐，
具有巨大的投資商機和發展潛力。

主體工程 年內建成
南台箱包市場產業，是海城專業市場集群壯大和
鞍山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支撐，目前正處在投資
建設的戰略機遇期和加速發展的重要轉折點。
南台國際箱包城工程分兩期建設，其中一期工
程佔地22萬平方米，投資額為20億元。建設內容
包括：箱包交易市場、箱包輔料市場等和配套功
能設施。目前箱包交易市場主體工程即將封頂，
年內建成並組市運營。
南台國際箱包城是海城開發區目前正在實施建
設的七大專業市場之一，將與西柳中國商貿城、
西柳國貿皮革城、海城義烏中國小商品城、中國
體育用品城、中國北方水暖城、西柳面料輔料市
場組成集群，共同打造開發區40平方公里的專業
市場集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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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聯手中西亞互聯互通
絲路商賈雲集蘭州 盼增能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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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連接東方之珠
呼和浩特明與香港直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玲
傑 合肥報道）規劃建設用地
6,000畝，產業規模1,000億元

的中國（合肥）國際智能語音產業
園正式開工建設。該語音產業園依
托安徽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先進
的語音技術研發基礎，逐漸形成政
府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多
元化投融資格局，完成產業化項目
向語音產業園的聚集，完善語音產
業鏈。這是安徽省又一個千億規模
的高新技術產業集群項目。

科大訊飛是專業從事智能語音及
語言技術研究、軟件及芯片產品開
發、語音信息服務及電子政務系統
集成的國家級軟件企業，是內地最
大的智能語音技術提供商。此次產業園計劃五年內基本完成產業佈
局，孵化企業500家以上，擁有一批語音研發、應用大型企業，完成
千億產業的第一次集聚。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付
厚 內蒙古報道）香港航空公司
將於明日（11日）首開呼和浩

特—香港直航航班。此航線直航
後，將有力推動內蒙古與香港的經
貿往來和旅遊文化交流，並進一步
完善內蒙古的航空交通網絡，為大
草原通向世界架設了空中橋樑。

呼和浩特—香港直航航班將由空
客A320機型執飛，每周周一、五
均有航班，每班容納174名乘客，航班號為HX327HX326。呼和浩特
直達香港僅需3小時20分鐘，比從北京、上海等地轉機節省至少4小
時。將減少飛機經停或中轉環節，大大縮短兩地來往時間。

內蒙古旅客可以借助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搭建與世界更多國
家、地區經貿合作與交流的平台，對內蒙古的招商引資和對外開放都
是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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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頂鶴飛進文藝節
齊齊哈爾揚鶴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心者齊齊哈爾報道）黑龍
江省齊齊哈爾市是世界珍
禽—丹頂鶴之鄉，本月6日
中國（齊齊哈爾）第二屆
國際鶴文化藝術節拉開序
幕，以「健康成就夢想、

生態促進和諧」為主題，以關愛生
命健康，加快生態建設，提升群眾文化生活質量，打造特色文化品
牌為目標，充分挖掘人們喜愛丹頂鶴、頌揚丹頂鶴、保護丹頂鶴的
積極性，全面加大鶴文化研究開發的力度。

藝術節活動分開（閉）幕式、學術論壇、文化創作、經貿旅遊和
群文活動五大板塊，中外遊人可盡享鶴城盛夏文化藝術大餐。藝術
節活動包括啤酒文化節、中俄交響音樂會、國際婚禮文化節等30餘
項貼近實際、貼近百姓的主題活動將持續一個月，預計市民、遊人
參與人次將達到35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實習記者 劉博超 山東
報道）記者從山東濟南市工商局獲悉，濟南將改革工商登

記制度，以優化營商環境。濟南工商局註冊局局長王聖水介紹，在方
便准入的基礎上，建立寬進嚴出的監管體系，改企業年檢驗照制度為
年度報告公示制度。對於公眾關心的降低註冊門檻會導致「一元錢公
司」湧現的問題，王局長表示，這種情況在濟南還未出現，即便出現
「一元錢公司」也會因為信譽過低難以成為有效的市場實體。

濟南改革登記制利營商
山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許娣聞 南京報道）《關於推進交
通運輸現代化建設的實施意見》6月16日公佈。《意見》

明確新一輪鐵路建設重點放在蘇北，到2020年江蘇交通運輸發展總
體上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蘇南基本實現交通運輸現代化。
全省縣縣通高速、八成通動車，九成鄉鎮通國（省）道公路，9成城
市居民出門500米能坐上公交地鐵。《意見》還提出，到2020年全
省城市公交出行分擔率將從目前的20.1%提高到26%。這意味屆時
絕大部分城市居民出家門只需走幾分鐘就能乘坐到巴士及地鐵。

6年內八成縣市通動車
江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陶前根 興義報道）日前貴州
省民辦教育改革發展現場推進會在黔西南州興義市召開。

記者從會上獲悉，為扶持民辦教育發展，2011年起貴州省設立省級民
辦教育發展專項資金，每年安排2,000萬元用於支持民辦教育發展，
該省民辦學校（幼兒園）已達3161所。據不完全統計，2011年以
來，全省累計投入民間資金35億元改善辦學條件，同時不少民辦學校
通過引進優秀師資力量、強化教學管理等，不斷提升辦學水平。

每年兩千萬發展民辦教育
貴州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管瑩江西報道）江西省人社
廳近日透露消息，為做好今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

江西省在貫徹落實國家政策的同時，出台七條新政，助高校畢業生
就業創業。在電子商務網絡平台開辦「網店」的高校畢業生，可按
江西省現行小額擔保貸款和財政貼息規定享受政策。高校畢業生從
事個體經營，以每戶每年9,600元為限額，按有關規定享受依次扣減
稅收優惠政策。

大學生開網店可申小額貸款
江西

蘭州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朱
世強 蘭州報
道）為迎接新
一輪敦煌旅遊
熱潮，甘肅蘭
州鐵路局將於
今日（10日）
開行傾力打造
的 Y667/8 次
「敦煌號」品
牌旅遊列車，
此趟列車最大
特色是充分展
現敦煌文化的
魅力和河西走廊沿線的多彩風情。
蘭州鐵路局相關負責人介紹，此

趟列車每節車廂展示一個城市景
點，大到車廂內的每幅裝飾畫，小
到窗簾紋飾，都經過精心挑選，做
到「一車一景、一車一館」。此外
旅客還能欣賞到列車員自編自演的
敦煌舞蹈以及「絲路仙子」真人互

動表演。
「敦煌號」列車採用內地最新的

25T型車體編組，整列車均為臥
鋪，高級軟臥2節、軟臥6節、硬臥
7節。車內不僅實現了無線網絡全覆
蓋，還配備了1節24小時酒吧、2節
餐車，旅客既可品嚐現場調製的雞
尾酒和咖啡，亦可自助點餐。

品牌列車開行
迎敦煌旅遊熱

■遊客在著名的敦煌鳴沙山月牙泉景區感受絲路風情。
本報蘭州傳真

陝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曉燕 西安報道）2014
陝西電子商務（跨境）
交流合作促進大會前日
（8日）已在西安召開。
根據陝西省商務廳提出
的陝西省電子商務突破
發展規劃顯示，到2017
年，陝西省電子商務交
易額料將達到4,000億
元。
陝西省商務廳結合全省

電子商務發展現狀及面臨
的形勢，在會上提出了陝
西省電子商務突破發展規劃。到2017
年，電子商務在陝西省社會經濟各領
域深入應用，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
4,000億元，年均增長20%以上。電子
商務示範效果明顯，物流、支付和認

證等支撐體系進一步完善，電子商務
制度體系和信用環境基本形成，西部
電子商務強省地位基本確立。大會還
邀請了阿里巴巴、京東及蘇寧等電商
巨擘，共商陝西電子商務的發展之路。

電商交易額年增20%
三年後料達四千億

■陝西電子商務（跨境）交流合作促進大會簽約
現場。 李曉燕攝

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駱佳 鄭州
報道）河南省電力公司近日發佈消
息稱，8月10日京港澳高速河南境
內，26座城際快速充電站將正式
「上崗」。這意味着河南電力在國
家電網「高速公路沿線建設充電設
施計劃」時間表大幅提前的情況
下，全部按時完成境內任務。
京港澳高速河南段的這26個充電

站分別位於豫冀界、鄭州東及靈山13
對服務區（上下行），平均每38公
里有一對電動汽車智能充電服務區。
每個快充站將部署4台120千瓦分體

式充電機，可同時供8台電動汽車充
電，一般只需 20 分鐘即可充電
80%，可提供150公里至200公里續
航里程。
據悉，國家電網公司除在京港澳

高速北京至湖南段全長1,500公里
內，平均每38公里建設一對電動汽
車智能充電服務區外，還將聯合南
方電網公司和社會資本在明年實現
京港澳高速公路全線覆蓋。到明
年，京港澳高速公路全線將建成智
能充電服務區，屆時電動汽車可從
北京開到香港。

城際快速充電站將投用
明年電動車通京港

星期二、四、六刊出 ■責任編輯：黃建文 2014年7月10日（星期四）

■■海城市政府黨組副海城市政府黨組副
書記書記、、海城開發區管海城開發區管
委會主任范靜國主持委會主任范靜國主持
會議會議。。 本報遼寧傳真本報遼寧傳真

■中國—中亞合作對話會開幕式現場。 肖剛攝

■第二屆國際鶴文化藝術節開
幕式現場。 王心者攝

■科大訊飛國家智能語音高新
技術產業化基地。

本報安徽傳真

■香港航空首開直飛呼和浩特的
班機。 本報內蒙古傳真

市民在鄭州火車站北出站口的人防
納涼點內看書。近日針對持續高溫，河南省鄭州市區開放了23處人
防納涼避暑點供市民納涼，其中納涼點11個、避暑處12個，每個納
涼點都配備了避暑用品、飲水機、桌椅、棋牌等，吸引不少市民前
來納涼避暑。 新華社

鄭州開放避暑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