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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卜艷娥 銀川報道）
寧夏銀川開發區近日與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簽

約，天通將投資10億元以上，在銀川開發區建設智能移動終端應
用大尺寸藍寶石晶片項目。這標誌着繼台灣佳晶科技人造藍寶石
晶體生產項目之後，又一大型藍寶石晶片項目落戶銀川開發區，
銀川開發區打造國內最大、國際前三的高品質工業藍寶石晶體生
產基地邁出實質步伐。項目建成後，銀川開發區將成為全國規模
最大、影響力最強的藍寶石晶棒生產基地。

銀川打造藍寶石生產基地
寧夏

近年吉林省發改委在旅遊產業發展規
劃和項目謀劃、扶持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建立完善的旅遊發展規劃體
系，積極謀劃旅遊產業發展，推動吉林
旅遊產業的發展。

引民資參與開發旅遊資源
吉林省為催旺旅遊產業，必須爭取到

2020年，該省高速公路網和普通鐵路網
覆蓋20萬以上人口城市，快速鐵路網覆
蓋50萬以上人口城市，形成「一主多
輔」的機場格局，方便遊客來往吉林著
名景點。
吉林省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圍繞將

旅遊產業培育成支柱產業這一發展目
標，吉林將在「六個着力」下工夫：首
先是繼續強化規劃對旅遊產業的引領作
用。其次是加快建設方便快捷的旅遊交
通網。另一方面，吉林亦支持旅遊服務
設施建設，吉林將扎實做好旅遊服務設
施項目的謀劃和包裝，鼓勵非財政投資
的旅遊設施建設項目，引導民營資本參
與旅遊資源的開發利用。

開發吉林元素旅遊商品
此外，吉林是推動旅遊與文化產業融

合發展，積極開發具有「吉林文化元

素」的旅遊商品，加快培育民俗和關東
風情為主的民俗文化旅遊產品、歷史文
化旅遊產品、鄉村文化旅遊產品、工業
與文化旅遊產品。除此以外，吉林亦支
持旅遊型城鎮加快發展。圍繞精品旅遊
線路，進一步發揮長春、吉林、延吉等
旅遊中心城市的地位、位置及作用，建
設國際知名及內地一流的旅遊中心城
市。
最後是創新旅遊業發展的體制機制。

吉省積極探索旅遊資源所有權和經營權
分離，選擇若干景區進行試點，將旅遊
資源從現行行政部門劃轉資產管理公
司，吸納社會資本，組建專業性的經營
公司。建立旅遊資源開發特許經營制
度，在保證旅遊資源所有權的前提下，
賦予外資和民營資本旅遊資源開發特許
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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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吉林報道）《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

民政府關於加快建設旅遊支柱產業的意見》近日出台，吉林省發改委

相關負責人表示，《意見》堅持以資源為依托、文化為內涵及項目為

載體，突出長白山旅遊資源開發，打造旅遊精品線路，大力開展旅遊

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增建高速公路及快速鐵路，連結覆蓋吉林省內

人口較多城市。此外促進旅遊業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將為推進旅遊

業又好又快發展作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駱國英貴陽報
道）為期 3天的 2014年第九屆中國
（貴州）國際裝備製造業博覽會暨首
屆中國貴陽雲計算、物聯網技術應用
博覽會，已於本月3日正式拉開帷幕，
來自中外300餘家企業將以本屆「製博
會」為平台，共同助推內地裝備製造

業和戰略新興產業發展。
本次博覽會以「市場引導、產業配套、交
流合作、互利共贏」為主題，設置成果展
示、項目洽談、供需配套對接和招商引資四
大活動版塊，設置現代裝備製造業和雲計
算、物聯網（智慧城市）產業兩大主題展示
內容。設有高端裝備、通訊網絡、智慧城市
建設技術與應用服務展示體驗等版塊。
現場台灣麗偉、台灣威特、浙江海德曼、
山東永華及廣東禾力等數十家高端裝備製造
企業帶來一流的數控機加工設備和製造技術
亮相本次製博會；內地軌道交通行業巨頭的
中國南車集團等企業也帶來城市軌道車輛、
城際動車組、現代有軌電車等高端軌道交通
裝備產品也參加了製博會；比亞迪汽車、奇
瑞萬達、等廠家也亮相展會。

LED產品遠銷歐美
此外，貴州劍河中和新科光電有限公司，
作為貴州省黔東南地區最大的一個的民營企
業，投資生產LED產品，僅生產半年來，就
帶來了他們生產的數種產品。公司李董事長
介紹說：產品已經遠銷德國、英國、西班
牙、荷蘭、瑞士、美國等西方國家。現已形
成LED節能照明為主導的系列產品，廣泛應
用在智能路燈照明，高數公路、高鐵隧道智
能照明，景觀照明等戶內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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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出台26新規
促縣域經濟發展

與俄結成9對友好城市
內蒙古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圖們 內蒙古報道）內蒙

古5年期間，與俄羅斯已建立9對姐妹城市，其中，內
蒙古5所高校分別與俄羅斯10多所高校建立科研合作項目，交通
運輸、經貿、旅遊等領域的合作交流得到顯著提高。2009年以
來，內蒙古在俄境內新設立企業已達44家，累計協議投資額達
4.65億美元。內蒙古與俄羅斯後貝加爾邊疆區建立了邊境旅遊協
調會議制度，每年召開一次協調會議。在圖瓦共和國首都克孜勒
舉辦了2012俄羅斯「中國文化節．內蒙古文化周」。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靳中興 鄭州報道）河南
省交通運輸廳近日印發《河南省交通運輸推進物流業健

康發展實施意見》，稱河南計劃利用5年的時間完成10至12個省
級重點公路貨運樞紐（物流園區）、15至20個區域性重點物流中
心建設，配套推進農村物流站點建設，初步形成「佈局合理、功
能互補」的三層次物流節點體系。三層次物流節點體系的建設對
落實「糧食生產核心區、中原經濟區、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
區」三個國家規劃，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新高地。

將建逾十個省級物流園
河南

乳企倡誠信經營
河北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管瑩 南昌報道）江西省
近日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加快推進大病保險試點工作，

鞏固完善大病保險招投標委託承辦機制，健全大病保險監督管理
制度。建立大病保險結算信息系統，與城鎮居民醫保等信息系統
之間實時互聯互通，實行大病報銷即時結算。規定不少於50%的
縣（市、區）7月底之前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有條件的縣
（市、區）要實現全覆蓋，力爭到明年，基本建立覆蓋全省所有
城鄉居民的大病保險制度。

加快推進大病保險試點
江西

蘭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崔國清蘭州報道）甘肅蘭州市政府日前出台的《關於
加快推進全市綜合電子監察系統建設的實施意見》指出，蘭州將在年內建成
綜合電子監察系統，橫向覆蓋全市行政權力運行部門，縱向聯通省、市、縣
（區）三級電子監察平台，將行政權力運行納入電子監察的範圍。
蘭州市建立綜合電子監察平台主要對各類行政權力運行、公共資源交易、

公共資金管理以及監管職責履行等實施監察，並對市縣（區）電子監察平台
實施監督。同時，建設各縣區電子政務系統和具有統一數據接口的電子監察
平台，年底前實現省、市、縣三級電子監察平台的互聯互通。
據介紹，運用電子監察手段，將有利於蘭州充分發揮電子監察系統監督作
用，及時發現問題和糾正問題，重點進行實時監控和預警糾錯，加大對違規
問題的責任追究和問責力度。

建電子監察系統
實現省市縣互聯互通

福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麗寬 龍巖報道）「天下客家第一漂」首漂儀式
近日在福建長汀縣庵傑鄉舉行。來自各地的800多名遊客坐上橡皮艇，體驗
了汀江漂流的樂趣。
據長汀縣汀江源旅遊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梅海介紹，「天下客家第一

漂」位於汀江的源頭、國家級生態鄉、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庵傑
鄉，該項目由長汀縣政府和龍巖工發集團合資建設，圍繞汀江源國家級自然
保護區和庵傑鄉「一山一水一村一洞」的旅遊發展戰略，緊扣「一江兩岸」
百里生態經濟走廊總體規劃，以生態為基礎，以「鯉躍龍門」為主題，以休
閒度假為形式，
深度開發綠色生
態休閒旅遊。該
漂流線路全程約
5公里，歷經十
五個溪潭、六段
險灘、四段摩崖
雕刻群、三段古
樹從樹群、一個
溶洞，全程需2
小時左右。

長汀啟動漂流活動
開發生態休閒遊

安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實習記者吳海燕合肥報道）安徽省日前出台
《農產品電子商務示範行動實施意見》，計劃今明兩年培育一批農產品示範
電商平台和電商示範縣、示範企業，爭取到明年底，使農產品電商營銷額在
2013年基礎上增長2倍以上。
目前，安徽省開展農產品電子商務的企業有248家，交易額133.38億元。

《意見》要求各地加大扶持力度，引導社會資本投入農產品電子商務。計劃
今明兩年依托農業物聯網示範工程，重點打造一個省級農產品電商平台（中
郵「郵樂農品」電子商城），建設10個在全省乃至內地有影響的特色農產品
電子商務示範縣，培育100家農業物聯網應用與農產品電子商務緊密結合、
特色農產品銷售效益突出的示
範企業；今年起，農產品電子
商務人才培訓還將納入省新型
職業農民培育，計劃年內培訓
2,000 名農產品電子商務人
員。力爭2015年底，農產品
電商營銷數量比去年增加2倍
以上，農產品電商營銷額增長
200%以上，帶動全省農產品
電子商務快速健康發展，為安
徽省農產品開闢更廣闊的網上
市場。

將建電商示範縣
拓農產品網上市場

南京一處訓練基地，青奧會禮儀志
願者在進行迎賓訓練。當日，293名青奧會禮儀志願者在南京接受
封閉培訓。據介紹，這是青奧會禮儀志願者首次在媒體面前亮
相，訓練內容包括體能、站姿、坐姿、微笑等內容。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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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重要的旅遊資源：長白山天池。 本報吉林傳真

■第九屆貴
州國際裝備
製造業博覽
會開幕。

網上圖片

■杭州地鐵5號線一期工程餘杭段起點
站（新）科技島站，在羊鍋村東面的河
對面。 網上圖片

■南山西白楊溝是烏魯木齊著名的景點。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銳 成都報道）四川省工商局近
日出台了《關於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
《意見》），共4部分，26條。把發展縣域民營經濟作為發
展經濟的切入點和富民強縣的重要途徑；明確將下放企業
登記管理權限；放寬縣域企業名稱限制；實行主體資格與
經營資格相分離的登記制度；放寬縣域企業住所登記限
制；放開縣域企業經營範圍限制；放寬組建集團公司條

件；支持各類金融機構設立縣域分支機構等；允許「一址多照」和
「一照多址」；支持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和生物技術、新醫藥、
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新興行業產業發
展；並由「管理型工商」向「服務型工商」轉變；商標戰略實施示
範工作向產業、縣域、鄉鎮延伸等。
另一方面政府亦加強監管執法，打造健康有序的縣域經濟發展環
境。此外，《意見》特別支持地震災區實施品牌戰略；推薦並保護
蘆山地震災區市場知名度高、品牌影響力大、消費者熟知的商標，
支持和培育對災後重建具有推動和帶動作用的商標認定為四川省著
名商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俞晝 杭州報道）
浙江省杭州地鐵集團

日前在其官方網站上刊登了
招標公告，擬通過公開比選
方式產生一家項目諮詢服務
單位，杭州地鐵 5號線一
期、6號線一期工程PPP諮
詢服務。
公告顯示，地鐵5號線一
期工程線路總長約為48.56
公里，項目估算投資350億元。規劃的建設期限為今年至2019年。
地鐵6號線一期工程線路全長約27公里，工程估算投資180億元。
杭州地鐵經營管理部負責人告訴記者，此次需求的PPP諮詢服務
主要涵蓋兩塊內容，一塊是基礎運營諮詢，一塊是財務諮詢。「之
前與港鐵在地鐵1號線工程也有過這方面的合作，引入社會資本有助
於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路 石家莊報道）河北近
日召開「善行河北誠信企業」主題實踐活動新聞發佈

會，會上河北知名品牌君樂寶乳業有限公司執行總裁仲巖代表河
北省企業促進會向全省廣大企業發出了倡議書，倡導企業加強環
保、安全生產、產品質量、價格等十個方面的信用建設，努力實
行信用管理，建立並完善相應長效機制，向社會公開承諾，自覺
接受社會監督，自覺履行企業應承擔的各項社會義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為加強與絲綢之路沿
線國家合作，加快客源互送，並共同開發旅遊產品，新疆烏魯
木齊市將於本月18日首次啟動大規模境外旅遊推介，分三組前

往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同時，今年新疆將舉辦多個旅遊節慶活動，
如國際旅遊節、胡楊節暨攝影節、特種旅遊節、冰雪節暨冬博會
等，烘托熱烈的旅遊氛圍，提高新疆旅遊的品牌影響力。
此次推介會由烏魯木齊市旅遊局牽頭，經貿、旅遊、招商、外事
等部門聯合組團進行的
招商引資和旅遊推介，
同時也有烏魯木齊多家
旅遊企業共同參加。本
次推介國家主要集中在
中亞和東南亞，線路分
別為土耳其—阿聯酋
線、哈薩克斯坦—吉爾
吉斯斯坦線、新加坡—
馬來西亞線。

南京禮儀志願者

■體驗「天下客家第一漂」的遊客。 盧麗寬 攝

■電商平台將為農產品營銷額帶來增長。圖
為農民收成農作物。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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