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首個施工安全培訓體
驗館在中建八局承建的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項目施工區
日前正式投入使用。該場館佔地300平方米，幾乎囊括工地安全
管理的全部內容。場館主要為現場工人和管理人員進行安全教育
與體驗培訓，杜絕安全生產事故的發生。 新華社

天津安全培訓體驗館

A21 中國新聞地方視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吉林省
『慈善光明行』白內障免費救治項目」啟動儀式已於本

月7日舉行，記者了解到，吉林省將在一年內免費為全省1500名
城鄉低保戶、低保邊緣戶、五保戶及其他困難家庭中患有單純白
內障疾病患者進行復明手術。吉林省慈善總會秘書長陳寶東說，
吉林省慈善總會和眼科醫院將走進困難白內障患者的家中進行篩
選，對患者的路費和食宿費給予相應的報銷，盡量不讓患者花一
分錢治好病。

1500困難白內障患者免費手術
吉林

沐華平告訴記者，渝北區必須
形成「從小到大、滾動發

展、大浪淘沙、生生不息」的創
新及創業氛圍，因此招商中瞄準
小批量、多品種、高附加值、對
物流成本不敏感、交貨期短的臨
空製造業，這些「專精特新」類
的中小企業的發展壯大，將形成
臨空都市區源源不竭的發展動
力。

改善環境留住企業
渝北區專門出台系列政策，鼓

勵「專精特新」的中小微企科技
創新，凡被認定為法人化的研發
公司，註冊資金3000萬元以上
的，一次性獎勵50萬元。對新
落戶渝北的科技型中小微企業，

註冊資金超過500萬元、投產後
三年累計銷售收入總額超過5000
萬元，補助金額最高可達200萬
元。沐華平告訴記者，渝北區的
目標是到2016年實現區內平均
每15人擁有1個市場主體的發展
目標，全區市場主體總量突破10
萬戶，通過改善渝北區創業環
境，「讓遠方的客人留下來，落
戶的企業不想走」。

強化跨境電子商務
沐華平稱，如今全球貿易形態

隨着電子商務發展出現了新的變
化，發達國20%以上貿易是電子
商務，內地電子商務貿易額已經
佔到社零總額的5%以上。特別
是內陸地區由於實體店偏少，電

商發展速度遠高於沿海地區。
「重慶是內地六個進行跨境電子
商務試點的重點城市之一，渝北
完全可以借『機』增加資金流量
和數據流量，提升臨空都市的國
際化水平。」由此渝北區將推進
億贊普跨境電商等重大平台建
設，集聚大數據及關聯企業，建
成跨境電子商務的內地訂單生產
中心，從而達到強化跨境電子商
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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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佔重慶汽車工業半壁江山、坐擁空港機場

的重慶工業強區——渝北區，近日做出重要轉型戰略決策。即在以重慶江北國際機場

為中心的1000餘平方公里內建臨空都市區。渝北區委書記沐華平在接受本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渝北區最大的特色與優勢在於擁有客貨吞吐量超過3000萬人次的江北國

際機場，加上區內人均GDP業已超過10000美元，按國際經驗，渝北區的臨空經濟

將進入實質起飛階段。隨着臨空都市區的發展，將有助拉動渝北區的經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孫菲哈爾濱報
道）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近日舉辦的
國產嬰幼兒配方乳粉新品發佈會上，
十九個品牌入選「國家隊」，其中黑
龍江省奪得7席。該省已成為內地最大
的嬰幼兒奶粉生產基地，每十瓶嬰兒

奶中有4瓶來自黑龍江。
內地嬰幼兒配方奶粉「准生證」日前重新
認證，首批通過認證的82家內地企業中黑龍
江省有25家，佔內地29%。來自黑龍江省的
雀巢、太子乳品及龍丹乳業等知名品牌，成
功躋身嬰幼兒乳粉「國家隊」。

建產品質量追溯制
黑龍江乳品領軍企業飛鶴乳粉加工的原奶
100%來自於自有牧場。為從源頭保障品質，
在2017年飛鶴擁有的奶牛存欄量將要達到十
萬頭。同時，該企業一直堅持「綠色、健康
的飼料是生鮮乳的安全保障」這一理念，在
牧場不遠處，還種植了青貯、紫花苜蓿這些
奶牛愛吃的美味。
另外目前已經拿到「准生證」的黑龍江省嬰
幼兒乳粉企業，全部建立了產品質量安全追溯
制度，其中有十一家已經初步建立了電子追溯
系統。作為該省首家建立質量追溯系統的企
業，完達山品牌負責人告訴記者：「追溯」要
上可追到產奶的牛和牛飼料，下可溯到賣場甚
至消費者。每一個環節都清清楚楚，有跡可
循，才能讓消費者放心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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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渝北乘「機」起飛建臨空區
鼓勵中小微企科技創新 增加資金數據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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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城市需「綠帽子」
樓頂違規建築堵與疏
香港文匯報訊（見習記者 靳中興 鄭州報道）「幾十年前，從

飛機上俯瞰鄭州，看到的是一派令人舒適的綠色，充滿生機，現
在最繁華的地帶在那個時候還是麥田。」一位鄭州土生土長的男

士說，而今，高樓林立，光禿禿的樓頂留給鄭州上空更多的則是灰濛
濛的。

而城中有不少人在樓頂稍興土木，建造各種空中花園。鄭州亦有人
反映這種「樓上樓」存在，而且不在少數。對此城管局表示無權進入
小區執法；小區物業則表示沒有執法權；規劃局曾下達拆除通知書，
但是違章者不拆，規劃局也沒有再跟進。

鄭州市城鄉規劃局工作人員說：「在樓頂上建房屋是不可能被審批
的。但如果是小規模的綠化，跟物業商量就可以了。」在樓頂大興土
木或許不可取，但綠化屋頂卻是很有必要的，尤其在霧霾頻發的今
天，更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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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疾控中心防伊波拉傳入
建病毒檢測實驗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記者近日從浙江省
疾控中心了解到，鑒於浙江省與非洲地區商貿往來和人員交
流頻繁，浙江省疾控中心已建立伊波拉病毒檢測實驗室，同
時組建2支由流行病學專家組成的應急小分隊和1個應急檢
測小組，24小時待命應對可能出現的輸入疫情和疑似病例報
告。

據了解，根據要求，伊波拉病毒核酸檢測必須在BSL-3實
驗室進行。目前，浙江省疾控中心BSL-3實驗室已通過科技部高等
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建設審查，並獲得國家認可委（CNAS）BSL-3實
驗室生物安全認可資質。

此外，浙江省疾控中心已建立了伊波拉病毒螢光定量RT-PCR核
酸檢測方法，能夠在3至4小時內完成病毒核酸快速檢測；針對病毒
的基因序列設計測序引物，建立RT-PCR基因擴增和測序方法，能
夠在1至2天內獲得病毒的基因片段數據；伊波拉病毒血清抗體檢測
方法也正在建立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月展、實習生 李藝佳 洛陽
綜合報道）近日200餘件清代及民國時期的民俗文物，

從洛陽調撥至新疆庫爾勒博物館，填補了該館漢文化文物空白。
洛陽民俗博物館負責人介紹，絲綢之路申遺成功後，新疆庫爾勒
市為加強文物交流，充實博物館館藏，於今年7月向洛陽市發出文
化援疆申請。這次調撥是經河南省文物局批准的，民俗文物包含
清代及民國時期的頂子床、大衣櫃、八仙桌及食盒等共200餘
件。

逾二百文物調運新疆博物館
洛陽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周盼 綜合報道）「全球
首次大熊貓產仔及成長直播」活動已於8月12日正式啟

動，網絡用戶可在「優酷土豆」、「NicoNico」等網站觀看大熊
貓分娩和幼仔成長過程。活動將持續4個月，還將陸續推出「大熊
貓命名規則全球徵集」及「新生大熊貓全球徵名」等相關活動。
該活動由成都熊貓基地等策劃，聯合多家視頻網站舉辦。今後4個
月，用戶可在網上傾聽大熊貓新生兒第一聲啼哭，體驗大熊貓幼
仔長耳朵、有聽力、由彩色變成黑白、睜眼及半站立行走等時
刻，觀看牠們喝奶、爬樹及吃竹子等奇妙場景。

啟動網上直播大熊貓產子
成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 貴陽報道）記者從貴
州省教育廳獲悉，目前該省以「校校有食堂、人人吃午

餐」為基本特徵的「貴州特色」農村學生營養餐初成體系，並以
縣為單位覆蓋全省。據了解，今年貴州營養改善計劃在87個縣
1.37萬所學校實施，惠及378萬農村學生。除雲岩區無農村學校未
實施外，全省營養改善計劃以縣為單位覆蓋全省。實施營養餐改
善計劃，一是按照「校校有食堂、人人吃午餐」的要求，全面實
行學校食堂供應午餐；二是各地學校食堂配備工勤人員4.18萬
名，基本配齊了工勤人員。

農村學生營養改善計劃覆蓋全省
貴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江西省日前
將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研究制定江西省負面清單，明

確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類市場主
體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上述主旨出自於《關於全面深化
投資體制改革的意見》，還明確了改革的目標是要構建市場公平
開放、監督有效、調控有力的投資管理體制。

擬放寬市場准入 定負面清單
江西

內蒙古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白明珠 內蒙古報道）為保障新生兒住院期間的
安全及防止新生兒被抱錯或偷盜，內蒙古首套「母嬰智能識別新生兒防盜安
全管理系統」近日在內蒙古婦幼保健院投入使用。這套系統能實現對新生兒
的24小時實時監控和管理，為母嬰提供更加安全的住院環境。
嬰兒出生後，新生兒與母親同戴「電子手鐲」並配對綁定，數道關卡重重

把關，將嬰兒被抱錯、盜取的風險降至最低。「電子手鐲」佩戴之後無論用
何種方式打開，如剪斷、拉扯等，「手鐲」會即刻發出警報。
「電子手鐲」是全套母嬰識別及嬰兒防盜監控管理系統中的一部分，在愛

嬰區的所有出入口，都裝有監控系統。嬰兒從出生至出院的幾天裡，除特殊
情況外，母嬰都會呆在愛嬰區，這個區域內被系統認定為安全區域。一旦戴
有「電子手鐲」的嬰兒，未經許可靠近愛嬰區出入口0.6至2米範圍時，嬰
兒手上的「電子手鐲」便發出相關信息，並以震動、發紅光的方式告知其母
親的「電子手鐲」。

新生兒防盜系統啟用
提供更安全住院環境

湖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肖建花、董曉楠，通訊員楊堅湖南報道）2014湖南
國際旅遊節將於9月16日至22日舉行。省辦公廳副主任熊方平受副省長何
報翔委託，近日就籌備工作進行調度。
「網上預訂免票大大調動了全民參與熱情。」會上省旅遊局副局長高揚先

稱，免票旨在探索減少旅遊業對門票經濟的依賴性，充分發揮旅遊業對相關
產業的拉動效應，促進湘西南旅遊業發展。
據悉，開幕日當天包括岳陽君山區君山野生荷花世界、株洲炎帝陵景區、
懷化芷江抗戰勝利受降舊址等在內，全省免票景區增至95家。而當天至9月
26日，邵陽全市A級以上景區則門票全免。
熊方平還強調，各職能部門要緊密配合，把這次旅遊節辦成隆重節儉特色
的節日，將湖南打造成知名國際旅遊目的地。

國際旅遊節免票景區
增至95家包括炎帝陵

雲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霍蓉 昆明報道）「雲南文化產品淘寶網拍賣會」8
月25日至29日在淘寶網進行，將「1元起拍」雲南珠寶首飾、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藝術品、雕刻藝術品及東南亞地區部分進口拍品等，涉及手鐲、掛件、
擺件，茶盤、根雕、傢具，烏銅走銀、斑銅、斑錫、銀器、銅器，手工刺
繡、扎染，國家級、省級、市級大師本人製作的物品，及民間古箏、古琴、
象腳鼓、葫蘆絲、蘆笙等樂曲。從雲南省開展淘寶拍賣與本省文化產業的首
次聯手，實現雲南省文化產品的首次網上拍賣交易，為雲南文化產業聯合電
子商務的標榜式合作探索。
本次網絡拍賣是2014年雲南文化產業博覽會系列活動，淘寶將提供拍賣

會首頁焦點圖三天，提供無線端的精準等各種支持。

非物質文化遺產精品
淘寶網一元起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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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聯清任福建莆田市委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傅龍金 莆田報道）中

共福建省委近日任命周聯清任莆田市委書記。
原莆田市委書記梁建勇調任龍岩市委書記。

今年52歲的周聯清此前曾先後擔任福建省
經濟與信息化委員會黨組書記、主任，省國資

委黨委副書記、主任等經濟主管部門要職。
周聯清生於1962年，福建大田人，中共黨員，福

建省委黨校理論班本科學歷，高級工程師，高級經
濟師。歷任福建省上京礦務局後畬煤礦礦長、礦務局副局長兼安全監
察處處長、局長；永安礦務局局長、黨委書記；省委炭工業集團有限
責任公司董事長、臨時黨委書記；2008年5月起任福建省政府國有資
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書記、主任，福建省經濟貿易委員會主任、黨
組書記；2013年12月任福建省經信委黨組書記、主任，省國資委黨委
副書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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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文化產品淘寶網拍賣會現場。霍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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