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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管瑩江西報道）江西省新
余市人民政府近日召開《城市建設與管理工作情況》新

聞發佈會。提出注重全局規劃，推動全面覆蓋計劃。把全市3,178
平方公里的市域作為一個整體來規劃建設，邀請中國城市規劃設
計院在江西省率先編制了2008—2030年市域一體的《新余城市總
體規劃》，確定了「一帶、一廊、雙核、五區」的城鄉一體化發
展規劃。並以市域規劃為綱，全面完成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主
城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等規劃編制工作。

新余率先編制城市總體規劃
江西

中國國際啤酒節由中國輕工業聯合會和大連市政府主辦，中國貿促
會輕工行業分會，中國食品工業（集團）公司，大連市活動協調

指導辦公室，大連市旅游局及大連市星海灣開發建設管理中心共同承
辦。

共設十項主題活動
本屆啤酒節以「激情啤酒節，浪漫在大連」為主題，共設立開幕

式、巡遊活動、啤酒文化展、啤酒節攝影大賽、啤酒競飲大賽、啤酒
寶貝評選活動等十項活動。在亞洲最大的城市廣場——大連星海廣場
上，規劃有5個活動區，包括啤酒暢飲狂歡區、啤酒花園休閒區、企
業產品展示區、特色美食區和紀念品展售區。

媲美慕尼黑啤酒節
全城狂歡盛會影響力比肩慕尼黑。多年來，中國國際啤酒節立足行

業發展，依托城市優勢，國際性越來越強，文化氣息越來越濃，每年
從七月底持續到八月初，大連全城總動員，迎接啤酒節盛世狂歡，10
餘台造型各異的花車每天從星海廣場出發，沿市區主要路街進行巡游
表演，市民圍繞花車盡情歌唱、舞蹈。由參節酒商、各界社團等4000
餘人組成的80餘支巡遊隊伍，也
將以其獨特的酒商文化與民間表
演藝術魅力，詮釋啤酒節的激情
與特色。無論從展商規模以及群
眾參與度和國際知名度來講，中
國國際啤酒節都已成為與德國慕
尼黑啤酒節比肩的具有世界影響
力的啤酒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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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本報記者 毛絮薇 大連報道）第16屆中國國際啤酒節將於今

天在遼寧省大連星海廣場隆重開幕，屆時，來自中國及德國、美國、捷克、荷

蘭、英國、澳洲等國家的30餘家啤酒企業參節，現場展示的啤酒品牌達400餘

種。目前，在亞洲最大的城市廣場幾十座啤酒大篷已經搭建就緒，德國慕尼黑大

篷仍然保持現場最大規模，可同時容納近萬人暢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尚勇、付亞明銀
川報道）為切實解決寧夏地區水資源的安全
問題，寧夏採取包括「蓄洩兼籌」在內等多
項措施，多管齊下，全力保護現有水資源。
寧夏採取完善水安全規劃、加快節水型社
會建設及加強地下水資源調查等多種措施解
決水安全問題。

提高用水效率
據寧夏水利廳相關負責人介紹，寧夏將通
過實施中南部城鄉飲水安全工程等民生水利
建設，賀蘭山東麓葡萄長廊供水工程、銀北
百萬畝鹽鹼地綜合治理等大型農田水利建
設，盡快實施黃河寧夏段防洪二期項目和進
一步完善賀蘭山東麓防洪體系，打造防控結
合、蓄洩兼籌的防洪工程體系等一系列措
施，完善水安全規劃。
此外，寧夏還將加快節水型社會建設的步
伐，按照「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因水制
宜」原則，通過加強計劃用水和定額管理，
水功能區限制納污管理，建立健全節水激勵
機制和市場准入制度等措施，提高用水效率
和效益，推進節水型社會示範區建設。有關
部門還將組織專家和學者進行綜合研判，加
強與科研院所的合作，查明全區水資源賦存
條件和重點區域地下水環境條件，併合理調
配資源，逐步建立水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的新
模式，強化污染物排放監管，推進《自治區
污染物排放管理條例立法》，以加強地下水
資源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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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國際啤酒節今開幕萬人暢飲
德美英多國30企參加 展逾400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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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檢察院設舉報熱線
便民申訴諮詢法律

社
區
公
益

長春迷你馬拉松籌5萬
助村校更新教學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馮芳慧 內蒙古報道）內蒙古檢察
院12309職務犯罪舉報電話平台暨「內蒙古檢察」微博及微信
近日開通，不僅接受群眾的舉報、控告、申訴及報案，還解答

法律諮詢及提供法律服務。檢察院工作人員稱12309即通過一條熱
線，實現檢察機關與市民通過三級檢察機關聯動的目標。

內蒙古檢察院承諾「12309」平台將對群眾來電直接接聽應答，對
檢察機關管轄的事項及時
受理，對法律諮詢及時解
答，對不屬檢察機關管轄
的事項及時提出建議和解
決問題的途徑。目前，內
蒙古三級檢察機關全部開
通了該舉報電話，群眾隨
時可便捷地與檢察機關溝
通交流，反映問題，獲得
法律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艷利報道）「香格里拉愛心消夏歡樂
營」公益活動日前在吉林省長春北湖國家濕地公園舉行。此活動
所籌集款項，將全部捐贈給長春香格里拉大酒店人文關懷基金，

用於伊通縣新家村小學的教學設施改進項目，而本次「香格里拉愛心
消夏歡樂營」共向伊通縣新家村小學捐助善款5萬元。「香格里拉愛
心消夏歡樂營」其中一個項目是「5公里彩色迷你馬拉松」。

該次比賽需要隊員在奔跑過程中噴塗彩色粉末，而「彩色迷你馬拉
松」跑者每一公里都將經過一個色彩站，會被拋灑上不同顏色的玉米
粉。衝過終點線後，還有更加壯觀的色彩派對，跑者像調色板一樣色
彩繽紛，這快樂又神奇的夏日記憶將深深印在每個人的腦海裡。

■內蒙古檢察院工作人員正在講解平
台的作用。 本報內蒙古傳真

■5 公里彩色
迷你馬拉松。
本報吉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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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州西安兩市攜手
建絲路經濟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崔國清蘭州報道）甘肅蘭州市市長
袁占亭與陝西西安市市長董軍日前在第二十屆「蘭洽會」
上簽署《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未來
雙方將在產業協作、商貿流通、文化旅遊、園區建設、科
技創新及公共服務等領域加強合作，共建絲路經濟帶。

此次簽署的《框架協議》指出，兩市將加強產業分工協
作，推進重要產品和優勢資源互為市場，促進產業深度融
合，加快產業轉型升級。西安發揮科技、高新技術產業和
裝備製造業優勢，為蘭州特色優勢產業發展提供技術和裝
備保障，積極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蘭州將充分發揮資源優
勢，為西安建設國際化大都市提供資源保障。

此外，兩市還將出台優惠政策，支持物流企業參與雙方
物流園區的建設、運營和管理，組織企業參與雙方舉辦的
各種交易會、項目洽談會等會展活動，發展會展經濟。西
安國際港務區要為蘭州航空物流和陸港物流開闢綠色通
道。蘭州物流園區要為「長安號」的常態化運行提供支
持。而在文化旅遊合作、旅遊景點開發、精品線路策劃以
及在文化演藝、影視創作等方面，雙方亦希望深拓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欣天津報道）記者從天津市
商務委獲悉，今年上半年，天津市核准境外企業機構

64家，投資總額26.4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87.3%，半年總額
超去年全年。截至6月底，天津市累計設立境外企業機構1,352
家，投資總額達110億美元。數據顯示，上半年境外投資超過
1,000萬美元以上的企業24家，同比增長50%。其中，民營企業項
目達11家，同比增長57.1%。

上半年投資境外超百億美元
天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蕊、實習生吉衛娜鄭州報
道）從明年9月份開始，河南省中職院校的學生將不用

再交納學費。近日，河南省政府下發《關於實施職業教育攻堅二
期工程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表示從明年9月起，河南
省各類中等職業院校全日制正式學籍在校生將全部免學費。河南
省政府將把該項學歷教育納入公共財政支出範圍，用財政撥款的
方式進一步加大專項投入。內地的中等職業教育相當於香港的初
級職業教育。從2009年至今，內地已有13個省市區實行中職教育
學費全免。

明年起中職教育全免費
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在長春市
衛生局及長春市醫學會的積極倡導下，吉林省中西醫結

合學會控煙與健康專業委員會與長春市醫學會控煙與健康專業委
員會日前成立。長春市人大代表、吉林大學第二醫院心內科孟曉
萍教授被推選擔任兩個協會的主任委員。據了解，協會成立後，
將根據《長春市防止煙草煙霧危害辦法》，制定控煙的相關宣傳
計劃，結合委員的專業開展豐富多彩的控煙活動與控煙相關數據
調查。

控煙協會成立 吉大專家任主委
吉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合肥報道）安徽合肥裕隆
商貿物流產業園近日正式啟動運營。裕隆商貿物流產業

園位於安徽省合肥市肥東縣撮鎮的合肥市商貿物流開發區核心區
域內，項目佔地500餘畝，計劃總投資20億。園區內設裕隆物流
信息交易中心、倉儲中心、零擔快運中心、運輸中心、後勤配套
中心、信息數碼及公水聯運七大中心，是合肥市唯一的專業化物
流集中園區。園區完全建成後將擁有停車場200畝，物流信息席
位1,000個。

首個專業化物流園啟用
安徽

西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曉燕 西安報道）第四
軍醫大學新校區建設項目
近日在陝西西咸新區秦漢
新城破土動工，按計劃建
成後將成為西北地區規模
最大的醫藥航母和科研中
心，以及在國際具有重要
影響的醫學研究示範基
地。
新校區項目總用地面積

134.17公頃，總建築面積約100萬平方米。按照規劃，該項目將建成具有國際
標準、擁有3,500張床位的三甲醫院以及康復療養中心，將是西北地區規模最
大的醫藥航母及科研中心，也將成為在國際具有重要影響的醫學研究示範基
地。該項目規劃建設期4年，一期項目主要包括教學區和生活區，預計於明
年10月前竣工投入使用。
園區將改善陝西及西北地區人民群眾「看病難」問題，將西部醫療保障水
平與東部的差距「整體縮小，局部超越」。

第四軍醫大學新校區動工
成西北醫藥航母科研中心

福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瑤瑛 泉州報
道）福建永春縣日前獲授「中國香都」
稱號，源於阿拉伯的「永春篾香」，歷
史超過300年，如今永春是中國最大的
篾香生產基地之一。
去年永春全縣香產業總產值近30億元

人民幣。今年年初，永春縣通過了中輕
聯科技環保部、中國日用雜品工業協會
共同組成的考評專家組的綜合考評。永
春篾香在沉香等傳統高檔香和香水常規
香的基礎上，新開拓了竹簽香及無煙香
等系列產品，有300多種，可作為宗教
禮拜、文化禮品、日常調養及醫療保健
用品。
記者了解到，永春篾香已從傳統的朝

拜香製造向高端養生居家香製造轉變，具備了更多的功能，如香熏治療、清
心養性、幫助入睡、通關開竅、暢通氣脈、養生治病等神奇功效。「香」逐
步超越傳統，玩香漸漸成了一種時尚。

永春膺中國香都
拓無煙篾香產品

新疆

香港文匯報訊（本報記
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新
疆最美公路——阿勒泰地
區禾木景區公路主線將於
10月份通車。位於喀納斯
景區的禾木鄉是一個美麗
的北疆山村，距喀納斯湖
大約70公里，被當地人
稱為「神的後花園」。此
次禾木公路的修建不僅不
能破壞原有景色，還要把
公路修建成美景的一部
分。
此次公路的建設，針對山區的氣候特點，對全線的14個回頭彎進行了細緻

的打造，要求在施工中「一彎一景」，對每一個回頭彎採用同海拔植被進行
綠化處理，能保護當地物種不被外來物種侵蝕。
本項目關鍵工程為全長105.49米的布爾津河大橋，為了呼應附近美景，讓

游客在橋上也可以欣賞美景，視線不會被橋梁阻隔，此次設計採用了橋梁形
式為鋼箱上承式拱橋。

禾木景區公路十月通車
一彎一景成最美公路

河北大廠縣人民醫院藥房工作
人員在藥房取藥。今年11月30日前，河北省所有縣（市）全面啟
動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所有縣級公立綜合醫院全部取消藥品
加成（不含中藥飲片），實行藥品零差率銷售。 新華社

河北取消藥品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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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軍醫大學新校區開工儀式。 本報陝西傳真

■施工中的布爾津河大橋公路。 本報新疆傳真

■工人在「盤香」。 記者黃瑤瑛攝

■賀蘭山東麓葡萄長廊賀蘭縣供水工程試通
水成功。 網上圖片

■可容納萬人同時暢飲的慕尼黑啤酒大篷。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