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宣恩縣有機黃金梨近日進入收穫期，果農抓緊時機採摘包
裝，由合作社接受網絡訂購發往全國各地銷售。網絡為大山中的
農產品外銷創造有利條件，成為農民增收「致富利器」。圖為該
省宣恩縣黃坪村一黃金梨專業合作社車間裏，社員昨日為網上訂
戶分揀、包裝黃金梨。 新華社

湖北「網售」黃金梨

A22 中國新聞地方視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為建立產學
研協同創新機制，創新商業模式促進科技成果資本化、

產業化，四川成都市正式出台《成都市促進國內外高校院所在蓉
協同創新若干政策措施》，共計十條扶持政策。其中，對於創新
試點示範區可給予最高1000萬元的資助，用於科技成果轉化基地
及區域創新服務平台建設等。這也是成都市目前為止數額最高的
一筆單項科技資金支持。

成都創新示範區享千萬扶持
四川

重慶副市長譚家玲表示，從2004
年起，渝鄂兩地便簽訂了長江

三峽區域旅遊合作「1+3」協議，經
過10年運作，初步實現了旅遊交通
網絡一體化、旅遊宣傳營銷一體
化、旅遊信息共享一體化、旅遊執
法檢查一體化、旅遊品牌打造一體
化和旅遊應急救援一體化「六個一
體化」的格局。

交通一體化盤活旅遊市場
其中，渝鄂長江三峽區域高速公

路、高速鐵路、航空線路、長江水
道等交通骨幹網絡基本形成，實現
了長江三峽旅遊交通的一體化的同
時，亦盤活了渝鄂兩地旅遊市場。
特別是今年7月，滬漢蓉快速鐵路網
實現了全線貫通，武漢抵達重慶的
時間縮短到5個多小時，三峽庫區與
內地主要客源市場距離大大縮短。
數據顯示，渝鄂合作10年，長江

三峽區域29個區縣（渝14個、鄂15
個）旅遊接待量及旅遊總收入，均
大幅增長。今年1至7月長江三峽區
域29個區縣共接待遊客7453.65萬
人次，同比增長22.04%。其中，入
境遊客 76.36 萬人次，內地遊客

7377.29萬人次；實現旅遊總收入
494.86億元，同比增長25.92%。

三峽進入立體遊時代
譚家玲認為，長江三峽區域旅遊

實現10個方面的轉型升級的時機到
了。「旅遊開發要由單一景區向綜
合旅遊度假區轉型，旅遊空間佈局
要由單一水路遊向水陸空並進轉
型，旅遊線路要短線向長線、環
線、多線轉型。」旅遊專家認為，
隨着三峽庫區高速公路、航空、鐵
路、豪華郵輪等立體交通體系形成
發展，推動三峽旅遊由過去傳統水
路觀光過境旅遊向水路、陸路並重
的休閒度假遊、腹地遊、深度遊的
轉變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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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長江三峽區域旅遊合作2014年渝鄂

輪值主席會議，日前在重慶召開。渝鄂雙方共同簽署了2014年渝鄂長江三峽

區域旅遊合作備忘錄，雙方表示將共同推進長江三峽國際黃金旅遊帶的建

設，共同向世界營銷三峽品牌，

早日在全球叫響「世界的長江」

旅遊品牌。會議另透露，兩地將

成立渝鄂長江三峽智慧旅遊城市

聯盟，意在整體提升長江三峽旅

遊產業的核心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由國務院批准的國家級博覽會——第十三屆
中國國際裝備製造業博覽會暨國家高新技術
裝備展將於9月1日至5日在工業重鎮遼寧省
瀋陽市舉行。中國製博會組委會辦公室主任
米鴻森在瀋陽市政府新聞辦昨日舉行的新聞
發佈會上指出，本屆製博會無論從展覽規
模、展出內容、國際化程度以及展品現代化
水平等各方面都有新的擴大和提高，特別是
境外參展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展位的比例達
到歷史最高的33%，韓國、日本等亞洲國家
企業表現突出。
米鴻森介紹，本屆製博會展位總數提升至
3900個，展覽面積約11萬平方米，共設置了
國家高新技術裝備展區、裝備製造業國際展
區、機床及其附件展區、重型工業裝備展
區、工業自動化展區、通用和專用設備展區
以及工程機械及特種車輛展區共7個專業展
區。
來自中國、美國、德國、日本、香港等19
個國家和地區以及北京、上海、遼寧等國內
22個省（市）自治區的832家企業將進駐展
區，其中包括逾60家世界500強企業及跨國
公司，更不乏如美國哈斯、日本三菱、山崎
馬扎克、韓國現代等國際知名企業。瀋陽機
床、新松機器人、北方重工、瀋鼓集團、廈
工機械、柳工機械等內地名企也將悉數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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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鄂共建長江黃金旅遊帶
簽署合作備忘錄 向全球營銷三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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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重點高校招考改革
試點農村生專項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實習記者 武晨雨 濟南報道）山

東省教育廳昨日發佈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錄取情況。數據顯示，
本專科錄取率達到八成半。據悉，今年山東加大招考改革的力

度，首次試點高職院校註冊入學和實施地方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專
項計劃。

2014年山東省普通高校招生共錄取考生540127人（含春季高考錄取
40545人）。其中，本科錄取252414人，本科錄取率達到39.69%；專
科錄取287713人，本專科錄取率達到84.93%。

據省教育廳副廳長宋承祥介紹，為了滿足市場對高等職業教育人才
的需求，今年山東首次試點高職院校註冊入學，共有25所高校進行註
冊入學試點，安排招生計劃2710人。同時，該省首次實施地方重點高
校招收農村學生專項計劃，安排在本科一批有招生任務的省屬高校，
單列2%的招生計劃，面向全省52個省財政困難縣實行定向招生，招收
具有相關縣的農村戶籍考生，共錄取7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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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渝黔張常鐵路10月動工
長沙至重慶僅4小時

香港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
青霞 長沙
報道）連
接重慶至
湖南西部

地區的黔張常鐵路
有望今年 10 月正
式動工。黔張常鐵路建成後，將解決湖南與成、渝地區的連接問
題，成為長沙通往成都、重慶最便捷的鐵路通道。黔張常鐵路通車
後，長沙至重慶只需4小時。

黔張常鐵路西起重慶市黔江區，途經湖北省咸豐縣、來鳳縣，湖
南省龍山縣、永順縣、桑植縣、永定區、慈利縣，桃源縣、武陵
區、鼎城區等3省市11個縣（區）。工程投資估算總額為376.15億
元。總工期66個月，2020年全面竣工通車。

據滬昆鐵路客運專線湖南有限責任公司透露，按照工程規劃安排
和建設計劃，10月份先期開工8個控制性工程。目前沿線鐵路辦正
在籌備項目實物指標調查和徵地拆遷安置等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受美歐與俄
羅斯相互制裁的影響，浙江農產品對俄出口增長迅速。

據杭州海關統計，今年7月浙江省對俄羅斯出口農產品5832.7萬
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7%，出口水、海產品3759.7萬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156.4%。
浙江檢驗檢疫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俄羅斯國內農產品短缺很

大，每年從歐盟進口食品和農產品總額達到100億至120億歐元。
這次俄羅斯對歐美的反制措施，對浙江食品、農產品出口的確帶
來機遇。

農產品對俄出口同比增77%
浙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由陝西歷
史博物館與天津博物館聯合主辦的「群星璀璨——二

十世紀中國畫發展歷程」展覽昨日在西安的陝西歷史博物館開
幕。此次展覽在天津博物館豐富的近現代繪畫館藏作品中，精心
挑選出上個世紀最具影響力的90餘位畫家，如吳昌碩、齊白石、
張大千、徐悲鴻、傅抱石等等，共展出120件繪畫精品。此次展
覽免費向公眾開放至10月20日，為期兩個月。

90餘國畫大師精品 西安展出兩月
陝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為緩解旱
情，吉林省近日派出4架增雨飛機，進行人工增雨作業

13架次，飛行33小時。同時，全省各地區積極開展地面增雨作
業，累計發射增雨火箭652枚，主要降水集中在中西部，全省平
均降水量為11.0毫米。此次降水及時有效地緩解了全省部分旱
情，補充了農田土壤有效水分，對全省糧食後期生產起到至關重
要的作用。

人工增雨紓中西部旱情
吉林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牛琰、吉衛娜 綜合報
道）為緩解城市交通壓力，河南省上街區近日推出了公

共自行車免費騎行服務，目前這項服務首批投入了150輛自行
車，建設了13個存取點，當地居民只需要繳納100元押金，就可
以在轄區13個車輛存取點之間免費使用自行車。據悉，項目全部
完成後租賃點將達到2000多個，公共自行車將超過5萬輛。

上街推單車免費騎行服務
河南

陝西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
記者 王明楊 西安報
道）據陝西省考古部門
透露，秦國九個都城中
的第五城—平陽城遺址
近日已經找到，至此秦
人在陝西營造的七座都
城位置全部確定。同時
考古隊員還發現了一座
秦公大墓，墓主或為開
創活殉的秦武公。
據悉，平陽城是秦國

營建的第五座都城，也
是遷入關中後營建的第
三座都城，共使用了36年。1978年1月，陝西寶雞縣（現寶雞市陳倉區）太
公廟村農民冉懷緒，在自家後院取土時發現一坑青銅器窖藏，共出土青銅器
八件，學者們根據鐘、鎛上的銘文推斷，作器者為秦武公。但僅此一坑，相
關遺存背景無從談及。
秦武公，姓名不詳，本是獻公的太子，卻在即位之際被廢。後弟弟秦出子

即位，但沒多久，便慘遭大庶長弗忌、威壘和三父的殺害。武公被三人重新
擁立為秦公後，便殺掉了這三人，迅速控制了政權。

秦都平陽城遺址確定
墓主或為秦武公

寧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賀毓 固原報道）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
博物館日前獲已故國際友人、美國唐研究基金會創辦人羅傑偉捐贈的5盒完
整的唐代墓誌。這5盒墓誌包括唐孟戡墓誌、唐薛君夫人趙潔墓誌、唐張君
及夫人王氏胡氏墓誌、唐呂太汶妻張筠貞墓誌、唐呂鐸妻胡氏墓誌，分別出
土於河南的洛陽和鄢陵，墓誌均有保存完好的墓誌和盒蓋，幾乎所有字跡都
清晰可辨。
唐研究基金會是美國電腦天才羅傑偉於1991年在芝加哥創辦的。由於羅

傑偉先生在去年突然病逝。為了完成他的意願，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
心教授羅新教授這次專程來到固原，將他們收藏的五盒保存完整的唐代墓
誌，無償捐獻給了位於六盤山下的固原博物館，進而豐富這個在寧夏乃至全
國都具有特殊地位的博物館的館藏。
這些墓誌不僅有明確的年代記載，而且詳細地記錄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跡及

其社會關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史料記載的不足，而墓誌上的書法俊秀
優美，鐫刻也精到細緻，無論是對歷史研究還是對書法研究，都有很高的價
值。

固原博物館獲贈唐墓誌
明確記載墓主及年代

重慶

香港文匯報訊（實
習記者 張馨月 重慶
報道）據高中物理教
師、業餘化石愛好者
劉韌近日在重慶渝北
空港工業園區模具園
的一處工地上發現化
石，有的像貝殼，有
的像魚鱗，有的像樹
葉，整個面積約有70
平方米。而在離此
1000 米的另一處工
地，劉韌同樣發現了
像貝殼的化石，還有界線清晰的沉積岩層。重慶自然博物館從事古生物研究
的張鋒博士現場察看化石群後，確認為雙殼類動物，為三疊紀時期的化石，
距今近2億至2.5億年。另外，張鋒還發現了一塊疑似珊瑚的化石，是二疊
紀晚期的四射珊瑚。
「這是重慶主城首次發現二疊紀生物化石。」張鋒激動地說，「這同時也
證明重慶主城區應該有一條二疊紀至三疊紀的界線，即著名的PT界線，二
疊紀末期發生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生物大滅絕，是非常有研究價值的。」

首現2.5億年前化石
屬生物大滅絕時期

■劉韌正在渝北一建築工地尋找化石。
本報重慶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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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景德鎮瓷博會10月揭幕
7景點門票全免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俞鯤、實習記
者 莊恭誠 武漢報

道）中國景德鎮國際陶瓷
博覽會（瓷博會）組委會
昨日在湖北武漢舉行旅遊
推薦會。中共景德鎮市委
常委、副市長黃康明在會
上透露，「2014瓷博會」
將於 10 月 18 日至 22 日在
江西景德鎮國際會展中心
舉行。其間，景德鎮當地
包括古窯民俗博覽區、瑤里古鎮、浮梁古縣衙在內的7個收費景點將免
費開放，免去門票總額合計564元。

今年的瓷博會將有800多家國內外品牌陶瓷企業和3000餘名中外參
展商代表參加，其中包括35個國家和地區、40多家境外主要產瓷國家
的品牌企業，設置展位1900個。參展商品包括高端日用陶瓷、藝術陶
瓷、高技術陶瓷、陶瓷原輔材料等。

■30年前意外出土的秦公鎛，為尋找平陽城遺址
提供了寶貴線索。 本報陝西傳真

■中國製博會組委會辦公室主任米鴻森在新
聞發佈會上介紹有關情況。 于珈琳 攝

■■長江三峽風光旖旎長江三峽風光旖旎。。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渝鄂攜手對外營銷渝鄂攜手對外營銷「「世界的長江世界的長江」。」。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江西省景德鎮市在武漢舉行瓷博會發
佈並進行旅遊推介。 俞鯤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