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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建省內首條低碳高速路
貴州

引江濟漢工程是南水北調中線工
程建設中的重大項目，是內地

規劃的20條水運主通道之一，兼具水
利、交通運輸、防洪、灌溉、補水等
功能。全長67.23公里，總投資21.4
億元，於2010年3月26日開工。
江漢運河將長江之水從荊州引向漢

江，在潛江段與漢江連通，再流經天
門、漢川等地，到達武漢的兩江交匯
口，與荊州至武漢的長江江段並聯成
環。

兩江航距縮至60公里
運河通航後，長江和漢江之間的航

運距離將縮短至60多公里，只相當於
原來水路的六分之一。貨船從湖北沙
市到武漢將節省141公里的路程，從
湖南到漢江邊的湖北襄樊，可從江漢
運河直接行至漢江，不必繞行長江，
行船里程可縮短約680公里。
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龍洲垸船閘引

航道工程是整個江漢運河工程的「龍
頭」，目前船閘主體工程已經完工。
為保證枯水期運河仍有同行千噸級輪
船的能力，上游引航道要挖深5米
多。江漢運河項目部總工曹敏介紹，
力爭在8月底完成水下挖泥施工，9

月運河試通航。
據記者了解，在離龍洲垸船閘不到

2公里的地方，投資近20億元的李布
港綜合碼頭已完工。江漢運河通航
後，長江上游的大型船舶在此港中轉
分流，繞開九曲迴腸的長江荊江段，
經江漢運河進入漢江，上可到襄陽，
下可達武漢。荊州區港航處分析，江
漢運河一年分流的航運量可達700萬
噸左右，將有效緩解長江航道的壓
力。
除李布港綜合碼頭，在江漢運河

上，已架起55座橋樑，密度之高，堪
稱全國之最。運河沿線荊州、荊門、
潛江、天門4市11個鄉鎮串珠成鏈，
將迎來城鎮化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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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何芯 武漢報道）南水北調、引（長）江濟漢

（江），造就一條連接長江中游和漢江中游的江漢運河。隨着引江濟漢工程

今年完工，這條1949年以來內地開鑿的第一條運河，將圍繞江漢平原，形

成一個810公里的千噸級黃金航道圈，預計江漢運河將在9月試水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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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運河9月試航鑄黃金水道
具水利生態功能 紓長江航道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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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延伸「北美空中走廊」
互通中美旅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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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百萬年薪攬才
環保生態業最吃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傅龍金福州報道）福建日前啟動年度高層

次人才和技術項目需求徵集，以期吸引海內外高層次人才到閩創
業創新，推動節能環保、生態農業、遠洋漁業以及現代服務業等

發展，其中不乏100萬（人民幣，下同）年薪崗位。
據記者了解，福建此次崗位需求1679個，需求人數3363人。其中，

對海外需求多達1423人，佔總需求數的42.3%。據福建省委組織部有
關人員介紹，此次發佈招聘信息的多為創新型、高新技術企業及中國
科學院海西研究院、福州大學等科研機構和重點高校，涵蓋電子信
息、裝備製造、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現代服務業等領域的技
術、管理人才。其中年薪50萬以上崗位41個，年薪100萬崗位4個。

除薪資外，福建還將對高層次人才給予資金、股權等方面的資助和
獎勵，並在住房、醫療、配偶子女就業等方面保障，對海外引進並入
選福建省「百人計劃」的高層次人才，還可獲200萬元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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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推遠程醫療
列西部試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玲傑、實習記者費凡合肥報
道）安徽省第七批「115」產業創新團隊申報工作日前

啟動，圍繞主導產業和經濟社會發展重點領域設置28個產業創新
團隊。截至目前，該省共設立178支產業創新團隊，集聚近萬名
優秀人才，360多項創新成果達到國內、國際領先水平。

「115」產業創新團隊申報啟動
安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卜艷娥 固原報道）
考古人員近日在固原市南隋唐墓葬墓道發現壁畫，同時

對墓頂部進行開挖工作。據現場相關負責人介紹，由於塌方，為
了確保安全，在對墓室頂部開挖過程中，採用階梯方式進行發
掘。為了更好地保持壁畫完整性，壁畫的揭取和保護將請文物保
護機構的專業人員完成。在墓室位置，考古工作人員目前正進行
開挖取土工作。

隋唐墓葬墓道發現壁畫
寧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河南全省設
立醫院警務室，引導醫患糾紛走上法制軌道。據悉，河

南全省506家二級以上醫院已建立警務室457個，建成率90.3%。
法律界人士對此十分看好，認為民警在醫患雙方矛盾面前，是代
表法律的公正的第三方，在堅守法律底線的同時，引導醫患糾紛
走上正常處理渠道。
醫院警務室的標準嚴格按照標準警務室建設要求，確定1至2名

民警負責醫院警務室工作，醫院則按不低於1︰2的比例配備專職
保衛幹部與民警聯合開展工作。在後勤保障方面，民警警用裝
備、警用設施由公安機關負責配備，辦公用房及相關防護裝備，
由醫院負責落實。

醫院警務室嚴防「醫鬧」
河南

撥逾5億調高邊民補助
廣西

天津 最大主題公園開業
科幻互動體驗作噱頭

甘肅 蘭州推生態保護
鑄黃河上游屏障

吉林 中俄旅客日增
延吉至海參崴今復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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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安地震重災區蘆山龍門鄉。 網上圖片

■內蒙古遠程醫療中心。
本報內蒙古傳真

■黑龍江中美直航包機大型推介會現
場。 王心者攝

■蘭州是黃河上游最大的中心城市，亦是黃河唯一
穿城而過的省會城市。 許亞飛攝

■天津方特歡樂世界。 吳天嬰攝

■延吉市被譽為北國明珠。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實
習記者 白明珠 內蒙
古報道）內蒙古近日
被列入西部9省區開
展遠程醫療政策試
點。西部9省區除內
蒙古外，還有新疆、
西藏、廣西、寧夏、

貴州、雲南、甘肅、青海等試
行醫療政策。遠程醫療服務是指醫療機構之間通過互聯網技術開展
異地交互式的指導檢查、協助診斷、指導治療等醫療服務活動。
發展遠程醫療對於擴大優質醫療資源輻射能力，幫助邊遠地區提
高醫療救治能力和服務管理質量，推動自主數字醫療裝備、醫療信
息服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據悉，試點省區在遠程醫療的操作規範、責任認定、激勵機制、醫
保結算、收費和醫療費用報銷等方面，研究建立遠程醫療政策體系和服
務體系。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北京協和醫院、北京大學人民醫
院、中日友好醫院等向試點省區所有省級醫院和部分地市級醫院提供優
質醫療資源，幫助試點省區提高醫療救治能力和服務管理質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銳 綜合報
道）四川近年來多發自然災害並給當地
民眾的生產生活造成巨大財產損失，成
都率先試點「農村居民房屋保險」，保
險責任範圍涵蓋地震巨災風險及暴雨、
洪水、火災等15種一般風險。

「7:1:2」比例分攤
這種又被稱為農房地震保險，承保時，保險公
司根據山區、丘陵和平原三類地質條件，散居、
統規統建與統規自建三類住房形式以及純木、磚
混、鋼混等七種建築材質，分門別類設計保費，
並按7:1:2比例分攤到市級財政、縣級財政與農戶；
對應保費為每平方米保險金額最低70元，最高600
元，戶均保額3萬至5萬元。理賠時，保險公司則
根據房屋損失部位、類型及程度通過面積進行量
化，設計出8大類16小類損失標準；依照政府與
保險公司達成的共識，按照「政府+市場」多層
次分擔風險，具體的做法是，當年賠付率≤150%
部分的賠付，也就是賠付小於或等於保費的1.5倍
時，由保險公司承擔；150%＜賠付率≤250%部
分的賠付，由保險公司和成都市財政各承擔50%；
最高賠付率為250%，也就是當年所收保費的2.5
倍。
據悉，成都崇州市村民余秀茹去年投保該房
屋保險，自繳保費12元，成都市財政補貼42
元，崇州市財政補貼6元；去年「7．9」暴雨
沖毀房子後，余秀茹獲得賠款4.6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世強 蘭州報道）甘
肅蘭州日前通過了《甘
肅省建設國家生態安全
屏障綜合試驗區蘭州市
實施方案》。該《方
案》指出，蘭州市將按
照「三圈六通廊、一線
兩系統」佈局，全面推
進生態保護和修復，力
爭至2015年建成市區沿黃河百里生態綠色走廊和國家級園林城市，至2020年建
成生態環境恢復、生產環境良好、人居環境優化的黃河上游生態安全屏障。
據悉，「三圈」為投建外圍生態屏障圈、構建城市生態保障圈和蘭州新區

生態防護圈。「六通廊」即結合省門第一道和其他城市出入口通過綜合生態
治理，建設六條綠色生態通廊並與「三圈」連接。「一線」是沿152公路蘭
州黃河沿線，打造集綠色景觀、都市風情、特色古鎮、文化景點、觀光農業
為一體的黃河生態文化旅遊風情線。「兩系統」為南部天然林向北拓展，南
北兩山綠化向南延伸，打造南部區域森林生態系統；蘭州新區生態建設南
擴，南北兩山綠化北展，形成北部區域森林草原生態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艷利 吉林報道）隨着中俄
關係的日益加強，吉林延吉
市已成為俄羅斯遠東地區遊
客的主要旅遊集散地，為滿
足遊客需求，延吉——俄羅
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
崴）國際客運班車將於7月
17日正式恢復通車。
據悉，中國長春——延
吉——琿春——俄羅斯符拉
迪沃斯托克國際班線於2010年11月28日開通，中俄四家企業由於市場原
因，在運營中長期虧損，在運營半年後停運。目前俄羅斯到延吉旅遊人員越
來越多，雙方企業認為條件已經成熟，中俄決定7月17日9時從中國延
吉——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間恢復通車。
雙方在協議中規定，這條國際班線恢復通車後，雙方運輸企業必須按指定
班次、時間發車，即使是在只有一位客人的情況下，雙方車輛也必須發車，
保證旅客及時出行。該班線團隊票價為每人220元，散客票價為每人390元。
如有旅遊團提前預訂，客運公司還將隨時增加車輛。來自湖北、

受助於「沒有院牆的孤兒院」慈愛助孤項目的10名優秀代表與4
名在安利北京青年見習基地實習的人民大學學生，昨日一同前往
五四運動發源地——北京五四大街，參加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安
童基金為他們舉辦的成人禮。此次「共享陽光，攜手成長」暑期
訓練營為期4天，同學們在鐫刻着蔡元培等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形
象的雕塑前莊嚴宣誓。「沒有院牆的孤兒院」是湖北慈愛助孤項
目，旨在幫助未成年孤童健康成長、感受社會關愛、幫助他們樹
立孤兒不孤、自信自強的信心。 中新社

湖北孤兒訪「五四」發源地

■■第第4141屆中國武漢國際渡江節昨日屆中國武漢國際渡江節昨日
在長江武漢段水面舉行在長江武漢段水面舉行。。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悅貴陽報道）貴州將把道真
至甕安高速公路打造成為全省第一條低碳公路。該條高

速公路通過施工期集中供電、材料循環利用、耐久性路面的應
用、施工機械的油改汽、節能照明的推廣等，提高公路的能源利
用效率，降低有害氣體的排放。貴州希望通過該條高速公路的建
設，促進全省高速公路的建設和營運向低碳、綠色、循環方向發
展，提升公路的品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天
嬰 天津報道）坐落於中新天
津生態城內的3D影視主題公
園——天津方特歡樂世界近日
開業。該公園是目前天津單體
投資最大的文化旅遊項目，一
期投資25億元人民幣。該項
目是京津冀地區首家第四代高
科技主題公園，以科幻和互動
體驗為最大特色，包括了環幕
4D電影、360°裸眼3D、科幻互動表演等文化科技融合的大型展示項目。
此外，由超人氣動畫改編的動感射擊類遊戲《熊出沒歷險》落戶這裡，其
舞台表演充分還原了動畫中的經典場景。華強文化科技集團自2006年起設計
運營主題公園，目前已在(遼寧)瀋陽、(山東)青島、(河南)鄭州、(福建)廈門等地
運營了11個，並將文化科技主題公園輸出到伊朗、南非、烏克蘭等國家。
天津方特歡樂世界總經理劉永生介紹，天津方特公園不再以簡單的機械項
目為主，而是融合了影視、科幻等元素，給遊客更加新奇刺激的感受。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唐琳廣西報道）廣西財政
今年特撥5.33億元專項資金，給邊民生活補助提高至

每人每月130元，截至6月底，資金已全部下達。正式實施後，補
貼金額與2009年剛開始實施補助發放政策相比，五年內每人每月
增加80元。據悉，目前廣西邊民生活補助對象約34萬人，涉及東
興、防城、靖西、那坡、大新、寧明、龍州、憑祥等8個縣（市、
區）31個鄉鎮192個行政村1394個自然屯。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王心者 哈爾濱報
道）黑龍江省近日確
定，從9月10日起與美

國的「空中走廊」由哈爾濱
市至阿拉斯加州安格雷奇
市，延伸至美國華盛頓、舊
金山、洛杉磯的航線常態飛
行。黑龍江省旅遊局負責人
表示：「這必將給中國東北
地區，乃至東南亞地區與美國的經貿往來提供新思路和更大機遇」。
哈爾濱是中國乃至東南亞地區與北美航空運輸距離最短的大城市，
是中國至北美經濟區的航線必經之路，此次航線開通不僅有助於開發
兩地的旅遊資源，更助兩國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友好往來。
自2013年9月18日黑龍江直航北美包機開通之日起，嘗試8個半小
時哈爾濱直飛夏威夷往返包機2個班次、9個半小時哈爾濱直飛舊金山
往返包機4個架次，均獲得成功。
據悉，哈爾濱有旅行社還將舉辦直飛美國西海岸美麗石島的健康文
化考察之旅。該項目歷時三個月，屆時將有10架次班機赴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