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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教育微博聯盟上線
溝通民意引導輿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攀 鄭州報道）包括17個省轄市教育

局、16個縣（市、區）教育局和102所省內高校的河南省教育系
統微博聯盟發佈廳昨日（30日）正式上線。

據了解河南省教育系統微博聯盟是依托河南省教育廳官方微博平台
的，自2013年11月官方微博@河南教育開通至今，已發佈微博4700
多條，擁有粉絲31萬，在政策發佈、信息傳遞、展示河南教育風采，
溝通民意、引導輿情、服務廣大群眾等方面發揮了有效作用。

截至目前，河南省共200多個中學開通微博，逐漸提高了利用微博
開展活動、加強溝通及創新教育的水平，形式豐富，風格突出。今年7
月，南陽、洛陽、三門峽、新鄉及安陽等地20餘所中學在新浪微博支
持下，開展了「新生入學微博報到」活動，通過微博做好新生入學教
育。

A19 中國新聞地方視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今年「中
國最具幸福感城市」調查推選活動於前日（29日）在

北京啟動。新疆烏魯木齊市、克拉瑪依市入圍此次「最具幸福感
城市」候選名單。今年組委會特別制定涵蓋六大體系70個指標的
「中國城市幸福感、文化軟實力評價體系」，也是內地第一次對
中國城市文化軟實力進行調查評價。本屆推選活動將與中國城市
文化軟實力評價活動同時進行，最終產生的今年「中國最具幸福
感城市」「中國最具文化軟實力城市」，將在10月31日「世界城
市日」當天發佈。

兩城候選中國最幸福榜
新疆

格列沃伊說，中俄界江水上旅遊項目發
展前景看好。他建議，兩個邊界城市

間需在交通運輸等方面展開合作，尤其是
建設黑龍江大橋和空中索道，應推動水上
旅遊項目上升到國家層面，以加快落實。

每小時可運載2千人
參與這一項目實施的世界無國界投資鑒

定諮詢有限責任公司遠東地區代表羅格維
諾瓦表示，目前中俄邊界的水上旅遊產品
是在非系統的狀態下進行，互相缺少組織
協調，應成立相關協調委員會，促進落實
雙方聯合開發這一項目。為推動兩國界江
水上旅遊項目，中俄兩國首條空中索道、
中國黑河市—俄羅斯布拉戈維申斯克市跨
黑龍江（阿穆爾河）空中索道項目計劃今
年開建，設計長約1000米，該索道設計運
輸能力為每小時運載2000人。

六級風中能平穩運行
黑龍江兩岸的中國黑河市和俄羅斯布拉戈

維申斯克市，是中俄邊境線上距離最近及功
能最齊全的對應城市，兩國人民稱之為「中
俄雙子城」。據中俄雙方擬定索道建設位
置，中方索道起始於黑河市大黑河島現有旅
檢口岸以東300米處。據黑河市交通運輸局
相關負責人介紹，雙方結合技術要求和兩地

口岸情況，目
前擬確定使用
12 組 30 人轎
廂，單箱載荷
40人，可在攝
氏零下45度以
內，以及 7級
風以內安全運
行，也便於旅
客俯視兩國兩城的江城美景。
該索道將採用往複式雙箱結構形式，外

觀呈3S形，即三線並列，其中一根為動力
線，兩根荷載線。3S索道穩定性好，抗風
能力強，即便在六級風中也能平穩運行，
不會產生較大搖晃。索契冬奧會滑雪索道
就採用此種索道形式。同時，該項目擬引
進世界上最安全、最先進及最美觀的奧地
利「多貝瑪亞」公司的成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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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欣欣 黑龍江報道）俄羅斯阿穆爾州旅

遊與商務部部長格列沃伊近日在黑龍江省黑河市出席中俄邊境旅

遊座談交流會時透露，中俄計劃聯合開發兩國界江——黑龍江的

水上旅遊項目，並初步確立旅遊路線等。為推進這一目標，中俄

首條空中索道、中國黑河市至俄羅斯布拉戈維申斯克市跨黑龍江

（阿穆爾河）空中索道項目計劃今年開建，預計明年下半年試運

行。索道建成後，中俄兩岸之間單程輸送預計僅需3分鐘，將對

黑龍江省乃至內地對俄旅遊經濟產生較大牽動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艷妮、實習
記者 王明楊 西安報道）「大明宮文
化旅遊商業集群—絲路遺產第一商圈
發展高端對話」日前在陝西西安舉
行。此次會議上內地一線投資企業雲
集並發佈聯盟宣言，絲路遺產第一商
圈聯盟正式宣告成立，開啟了西安城

市商業與文化旅遊融合發展的新時代。
據陝旅集團總經理周冰介紹，此次成立的
絲路遺產第一商圈是由陝旅集團、萬達集
團、萬科集團及華遠地產聯合發起的開放式
合作平台，並在內地第一個以商圈名義和形
式在絲路沿線城市和國家做整體投資。聯盟
將以絲路申遺成功作為背景和契機，致力於
圍繞遺址保護開發和現代商業結合的新型商
業業態的組合式發展。

探索新一代商業發展模式
據了解，絲路遺產第一商圈雲集了一線品
牌和一流開發商，截至目前已吸引包括萬達
集團及萬科集團等一批知名企業成為首批入
駐成員。
據悉，絲路第一商圈聯盟吸引內地知名企
業，各成員企業本着互補互利、協作共贏的
理念，以文化旅遊商業為旗幟，以體驗經濟
為競爭核心，探索新一代商業發展模式。
華遠地產公司董事長任志強在對話中說，遺
址有它本身的價值，當遺址的價值被發掘出來
並得到廣泛認同，這種價值便上升到了文化的
價值。現在要做的就是把遺址的文化價值與商
業價值結合起來，以產生最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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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建首條跨黑龍江索道
連接黑河布拉戈維申斯克兩市 單程輸送僅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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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二級醫院封頂收費
十月起試點五十病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記者日前獲悉，重
慶市物價局、市衛計委、市人社局聯合出台了《關於開展按
病種收費方式改革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稱從10月1日
起，重慶全市77家二級醫院將開展按病種收費方式改革試
點。

重慶將依據國家臨床診療路徑規範，分批推出50個單病
種收費改革試點病種，首批推出15個病種，試點範圍為全
市二級醫院。同時鼓勵一級和三級醫院開展按病種收費方式
改革，收費標準按二級醫院標準分別降低5％和上浮10％執
行。

通知要求，按病種收費標準
包括患者住院期間所發生的各
項醫藥費用，即從患者確診入
院，按規定的臨床路徑診療規
範治療，達到臨床療效標準出
院的整個過程中，所有診查、
化驗、治療及藥品等，凡納入
按病種收費管理的病例，醫院
不得在病種費用外另行收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蘇桓稼 銀川報道）
西北（寧夏）設施園藝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於21日在銀

川揭牌成立。記者了解到，寧夏借助國家級科研院所與高校的科
研力量，今後將大力提升西北設施園藝的技術研發水平，打造內
地先進、西北一流的開放型設施園藝科技創新平台，構建完善現
代設施園藝產業科技支撐體系，引領帶動產業可持續發展。

銀川成立園藝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寧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實習記者 費凡 合肥報
道）記者從安徽省發改委獲悉，國家發改委日前下達安

徽省大型灌區續建配套和節水改造等工程今年中央投資4.75億
元，其中大型灌區續建配套和節水改造工程中央投資3.75億元，
規模化節水灌溉增效示範項目中央投資5千萬元，大型灌排泵站更
新改造工程中央投資5千萬元。

獲中央投資4.75億元開展水利工程
安徽

吉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吉林報道）為互補旅遊資源，共同打造「大
東北」旅遊線路，長春淨月潭國家級風景名勝區日前聯同其他東北旅遊景區
聯盟15家成員單位在北京召開新聞發佈會，16家成員單位聯手發佈首批7條
精心打造的個性化旅遊線路，並首次推出旅遊「電子護照」。
東北旅遊景區聯盟在營銷服務模式上，充分借助旅遊電子商務，贏得市場
機遇，實現規模效益。東北旅遊景區聯盟在內地首次推出旅遊「電子護
照」，遊客在聯盟網絡服務平台www.youwawa.com和微信公眾平台「遊娃
娃」獲取電子護照後，可無障礙遊覽聯盟所有景區。「電子護照」分為單一
景區通卡、多景區通卡，限時線路聯票，不限時線路套票，導遊線路聯票
等，適用於散客自由行、團隊遊，開闢了內地在線旅遊產品的創新模式。

首推「電子護照」
無障礙遊聯盟景區

福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福州報道）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作為大陸唯
一的對台綜合實驗區，經4年開發，開始步入發展「轉型期」。福建省在最
新出台的規劃中提出，力爭後年實現國務院規劃中規劃的「基本建成兩岸同
胞合作建設、先行先試、科學發展共同家園」的目標，並於2018年建成台
胞社區。
福建省在最新出台的政策文件中，提出平潭現已具備對接兩岸的基礎條

件，「轉型期」發展主要任務之一是要深化對台交流合作。
按規劃平潭將選擇台灣同胞居住相對集中區域，規劃建設台胞社區，創新

社區管理模式，力爭2018
年建成 3 個以上台胞社
區。目前為止，平潭已吸
引1000多名的台胞創業就
業，台商企業落地 223
家，投資總額 4.67 億美
元，7月，台灣台達集團正
式決定入駐平潭，將其作
為華南地區的運營總部；
而最早入駐平潭的台資企
業宸鴻科技也將在9月實
現量產。

平潭4年內建成台胞社區
深化兩岸交流合作

香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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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黃慧 江西報
道）據江西省人社廳
近日消息，江西出台
政策規範全省就業創
業培訓管理，對培訓
所涉類別、對象、機
構、期限和補貼等進
行明確規定。據悉江
西省各級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部門所屬的
勞動就業服務管理機
構，負責組織實施的
可享受政府補貼的就
業創業培訓分為三
類，分別是：工業園
區企業定向培訓；就
業技能培訓（包括家
庭服務業培訓及其他
培訓、「罪犯和強制
隔離戒毒人員」培
訓）及創業培訓（含
創業實訓）。

南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 南京報道）南京青奧組委已於22日召開開
幕式準備情況新聞發佈會。南京青奧會開閉幕式總導演陳維亞、開閉幕式部
部長助理徐君介紹了當前開幕式的準備情況，青春發言人講述了他們參與演
出訓練的感受。
南京青奧會開幕式定於北京時間2014年8月16日20時在南京奧林匹克體

育中心體育場舉行。據介紹，屆時國內外政要、國際奧委會成員、境外貴賓
和來自世界各地約6000名運動
員及隨隊官員，將和現場觀
眾，共約60000人歡聚一堂。
南京青奧會開幕式由禮賓活動
和文藝演出兩部分構成。文藝
演出部分將以青年人的思維、
語言、方式進行表達，充分融
合青奧基因、青春元素，突出
「中國夢」的主題，將中國夢
與世界夢交融，將中華文化與
世界文化交融。

8月青奧會開幕式
海內外政要運動員出席

■武警官兵在南京青奧村參加青奧安保任
務宣誓活動。 新華社

昨日南航CZ355航班從武漢天河
國際機場騰空而起，標誌着華中地區首條直飛俄羅斯的航線正式
開通。圖為武漢天河機場，首航旅客在辦理登機手續。 新華社

武漢開通新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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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大明宮文化旅遊集群—絲路遺產第一商大明宮文化旅遊集群—絲路遺產第一商
圈發展高端對話圈發展高端對話」」在西安舉行在西安舉行。。 王明揚王明揚 攝攝

■■黑河與俄羅斯布拉戈維申斯克市隔江相望黑河與俄羅斯布拉戈維申斯克市隔江相望，，近若近若
同城同城，，被稱為被稱為「「中俄雙子城中俄雙子城」。」。 本報黑龍江傳真本報黑龍江傳真

■現時俄羅斯旅客在黑河
口岸只可乘氣墊船回國。

本報黑龍江傳真

■宸鴻科技（平潭）有限公司首批通關貨物。
翁舒昕 攝

■■長春淨月潭春波長春淨月潭春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重慶協和醫院醫生當場
退還紅包。本報重慶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