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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慧 江西報道）江西出台
《關於改革鐵路投融資體制加快推進鐵路建設的實施意

見》。江西擬放開鐵路建設市場，以多方式多渠道籌措鐵路建設
資金，爭取境內外資金以股權或債權方式投資省內鐵路建設，推
動鐵路項目公司在境內外上市融資等，放寬市場准入門檻，鼓勵
民營資本獨立投資建設鐵路專用線和鐵路專用貨場。

鐵路建設擬向社資開放
江西

據悉，此趟班列載有45個集裝箱，主要貨物有汽車配件、
機械設備、輕工產品和服裝等，全程預計運行時間為14天，
較傳統的水路要節約數十天。此後，重慶到俄羅斯公共班列將
於每周二固定常態化開行，隨着貨流量增加，重慶還將適時增
加該固定公共班列的開行頻次。

中俄貿易將破萬億港元
目前，中俄貿易量為800億美元/年（約6,240億港

元），其中電子商務和高端貨物佔貿易量的40%，預
計到2020年，中俄貿易量將突破2000億美元/年
（約15,600億港元），約增2.5倍，潛在客戶
巨大。雖然當前運往俄羅斯的貨物基本是
通過海運和航空運輸。但「渝新歐」
大通道在環保和安全的基礎上，更

節省運輸時間，有助於提高企業資金周轉效率，綜合性價比較
高。

吸納長珠三角貨物
相關人士稱，「渝新俄」班列的開行，對內將吸引集聚西
南、長三角、珠三角、香港等地區的貨物，對重慶打造為內陸
開放高地，具有積極意義。對外將更加豐富「渝新歐」的內

涵，不斷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注入原動力，
使中國長江中上游地區和俄羅斯伏爾加河沿
岸聯邦區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為中俄兩
河流域的攜手合作奠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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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巧 重

慶報道）由重慶開往俄羅斯的固

定公共班列前日正式開通，這是

繼「渝新歐」國際鐵路聯運大通

道開通以來，首次以班列的形式

開往俄羅斯，開創了中國內陸集

裝箱班列發往俄羅斯的先河。而

之前中歐班列（渝新歐）和俄羅

斯合作中，雙方也共同商議，在

俄設立分貨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王明楊
西安報道）陝西省工業和信息化廳近
日發佈2014年上半年陝西工業運行情
況。在能源大省工業增速大幅下降的
形勢下，陝西省積極調整工業結構，
着力培育電子信息、新材料、醫藥、
汽車、航空航天等新支柱產業，上半

年陝西工業增速仍位居能源大省第一位。
今年以來，針對能源行業增長乏力等現
狀，陝西省積極培育工業經濟新的增長點，
加強企業技術改造和技術進步，堅決淘汰落
後產能，電子信息、新材料、醫藥等新支柱
產業保持了較快增長態勢。

利用高科技企業集聚效應
陝西省工業和信息化廳總工程師蘭建文
表示，上半年三星12英寸閃存芯片項目竣
工投產，預計年內可達660億元（人民幣，
下同）的銷售收入，北斗衛星導航應用示範
項目、中興1,500萬部智能終端生產項目也
相繼啟動。良好的投資環境、較低的人力資
源成本、密集的人才優勢等吸引了這些企業
巨頭入駐陝西，從而產生高科技企業集聚效
應，帶動了電子信息相關產業的發展。
今年1至7月，陝西省規模以上電子信息
製造業實現產值 286 億元，同比增長
35.8%，軟件服務業實現業務收入512.9億
元，同比增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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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渝新歐」開通俄羅斯固定班列
創國內內陸集裝箱先河 擬在俄設分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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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賀蘭山岩畫遺址公園
被定為國際峰會永久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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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肥推網絡發票
1.1萬戶先行試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
勇、賀毓 銀川報道）在寧夏

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舉行的2014賀蘭
山國際岩畫峰會上，近日宣布將賀
蘭山岩畫遺址公園定為「國際岩畫
峰會永久會址」。同時，中國岩畫
學會會長王建平說，中國對岩畫的
研究、保護成效與遺憾並存，在已
發現的1226處岩畫點中，仍有75%
的岩畫點未被定級，沒能進入到三級文物保護單位中。

賀蘭山岩畫自上世紀80年代被大量發現並公佈於世後，受到國際
岩畫界的強烈關注。賀蘭山岩畫以雕刻精美、內容豐富、分佈集
中、便於觀賞等特點在國際岩畫學界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人類
史前藝術的瑰寶。

2014賀蘭山國際岩畫峰會吸引了來自德國、法國、印度、比利時等
國家的國際岩畫專家來到現場，就岩畫研究、保護等話題進行交流。
與此同時，由印度英迪拉‧甘地國家藝術中心提供的精美的印度岩畫
也在銀川世界岩畫館內展出，激起岩畫專家和各地遊客的濃厚興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合肥報道）安徽省合肥市熱電集
團日前拿到全市第一張網絡發票，首張「網絡發票」票面金額
96元人民幣，這標誌着全市正式推行網絡發票。此次合肥市網

絡發票首批推行對象約為1.1萬戶。
網絡發票與安徽省國家稅務局通用機打發票基本無差異，僅增加了發

票校驗碼和二維碼。納稅人可以通過電腦開具網絡發票，還可通過手機
登錄開票系統，利用「藍牙」將開票信息傳遞到打印機進行開具。消費
者獲取網絡發票後，可通過在網站輸入網絡發票號碼或利用手機終端掃
描發票二維碼，實時查驗發票開具信息，及時識別發票真偽。

近年來，合肥市經濟發展快速，發票使用數量、頻次迅猛增長。目
前，合肥國稅系統服務的納稅人戶數由年初的15.9萬戶增至18.4萬
戶，原有「以票控稅」的管理機制難以適應新形勢發展需要，亟需向
「信息管稅」轉變。推行網絡發票可以擺脫傳統紙質普通發票物理防
偽容易被模仿、偽造的困境，有效壓縮假發票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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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實行目錄清單制
為企業清費減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茜茜 龍陵報道）為期4天的
第五屆「玉滿乾」杯龍陵黃龍玉雕刻大賽日前在雲南龍

陵縣舉辦。大賽現場匯聚了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的350件黃龍
玉精品，這些作品色彩鮮艷飽滿，雕工精湛絕美，給現場的觀眾
帶來了一場玉文化的視覺盛宴。
來自緬甸、江蘇、福建等地的玉石雕刻大師、知名商家、藏家
等玉石業界相關人士齊聚大賽現場，解析黃龍玉發展脈絡，探討
珠寶產業發展新路徑，推動玉文化的繁榮發展。期間同時舉行
「中國珠寶玉石首飾產業基地」授牌儀式、黃龍玉礦石毛料公盤
交易會等活動。

350件黃龍玉精品參賽
雲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銳 綜合報道）四川省21個
市州政府全部建立了法律顧問制度；其中，183個縣

（市、區）政府中有167個建立了該制度，建立率為91.25%；且
該項制度正有序向鄉（鎮、街道）延伸，並已有1,564個鄉（鎮、
街道）建立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在組織形式方面，大多數市、縣
和少數鄉級政府採用成立法律顧問團（室、組、委員會）提供法
律服務的方式；或採取政府與律師事務所簽訂協議，由律師事務
所為政府提供法律服務的方式等等。

市州建法律顧問制度
四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宇 鄭州報道）「以後可以
在自家屋頂弄一片菜園，吃上自己種的『放心菜了』

了。」一位鄭州市民說。近日河南出台新規，作為立體綠化中樓
頂綠化的一個形式，在屋頂種花種菜已獲認可。
河南省城市科學研究會有關負責人表示，屋頂綠化包含經濟型

屋頂綠化，就是指在樓頂種菜以及果木等。同時也告誡市民不能
借綠化之名搞違章建築，也不能因為過度綠化損害房屋安全。

新規准屋頂種花種菜
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石家莊報道）河北秦皇
島被譽為中國的波爾多，第十五屆中國秦皇島（昌黎）

國際葡萄酒節近日在秦皇島舉行。與此同時，首次在秦皇島舉辦
的2014國際馬拉松大賽也同期進行，17,030名參賽選手和國內外
的葡萄酒專家、業內人士及廣大市民可一邊享受葡萄酒，一邊欣
賞體育賽事。
據秦皇島市長商黎光說，1983年，中國第一瓶自主研發的干紅

葡萄酒在這裡誕生。如今，秦皇島已發展為中國最大的葡萄酒產
區之一。去年全市釀酒葡萄總產量達4.9萬噸，葡萄酒銷量3萬
噸，實現銷售收入5.6億元人民幣。

秦皇島國際葡萄酒節揭幕
河北

貴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 貴陽報道）第七
屆「中國—東盟教育交流
周」日前在貴州省貴陽市
舉行，來自中國和東盟各
國的行政官員、教育學者
共商如何在現階段推進中
國與東盟國家在職業教
育、教育培訓、中外合作
辦學等領域進一步務實合
作。
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

在開幕式上表示，中國—東盟各國將繼續加強頂層設計，優化統籌資源，加
強教育部長組織、大學校長聯盟之間的聯繫，打造合作格局；同時推動高等
教育、職業教育、基礎教育方面合作，加強科技研發成果轉化、資質互認等
方面合作。
據教育部副部長郝平透露，中國的相關部門已初步決定將「中國—東盟教育
交流周」納入中國政府「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戰略。

辦「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
加強科研成果轉化合作

內蒙古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鵬宇 內蒙古報道）蒙陽光
合立體牧業規模化養殖場及太
陽能發電站項目近日在內蒙古
巴彥淖爾市烏拉特中旗奠基，
成為內蒙古首家立體牧業科技
示範園區。此園區總投資5億
元人民幣，將傳統畜牧業肉羊
養殖與綠色太陽能新能源相結
合，集肉羊繁殖、育肥及光伏
清潔能源輸出於一體。
據了解，該園區充分發揮

土地、光能、水源、草原等自然資源的潛力，在提高土地附加值的基礎上降
低羊舍建設成本，光伏部分每年可向電網提供4,500萬千瓦時的綠色電能，相
當於每年可節約1.5萬噸標準煤，可減少向大氣排放粉塵約0.012萬噸、二氧
化碳約2.7萬噸、二氧化硫約0.018萬噸、氮氧化物約0.012萬噸。
此外，在「肉羊繁育——育肥——交易」的基礎上，園區還將向下游延伸
引入先進技術和工藝建設有機肥廠，對糞便進行無害化處理，真正做到「清
潔能源、綠色養殖」。向上延伸引入內地各大高校及科研機構，建立新技術
研發與推廣應用示範區，實現「產學研」相結合。

立體牧業園成立
集肉羊繁殖及新能源於一體

由中國孔子基金會、中房普惠
基金發起的「愛心書屋」進校園啟動儀式昨日在山東省臨邑縣孟
寺中心小學舉行，近萬本各類圖書「走進」校園，圓留守兒童讀
書夢。圖為小學生自習時間讀課外書。 ■中新社

山東留守兒童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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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省工業和信息化廳總工程師蘭建文
稱，陝西上半年工業增速仍居能源大省之
首。 本報陝西傳真

■湖南省政府減輕企業負擔領導小組會議在長
沙召開。 網上圖片

■第七屆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開幕。 本報貴州傳真

■內蒙古成立首家立體牧業科技示範園區。
網上圖片

■齊齊哈爾市明月島風光。 王心者 攝

黑龍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心者
黑龍江報道）國務院日前正式批
覆，齊齊哈爾市繼哈爾濱市之
後，成為黑龍江省第二個國家歷
史文化名城，該市也成為中國最
北的歷史文化名城。
齊齊哈爾市地處松嫩平原，位

於黑、吉、內蒙古三省區交匯
處，因境內國家級扎龍自然保護
區生息繁衍着世界珍禽丹頂鶴，
所以又有「鶴城」的美譽。
據悉，早在1996年，齊齊哈爾市就已經被評為省級歷史文化名城。該市作為
北方邊疆重鎮，在漫長的歲月中積澱了厚重的歷史文化。它有着中國北方古代
漁獵文明的主要代表——昂昂溪古文化遺址；遼金時期重要的行政管理治所、
邊陲重地——塔子城、蒲峪路遺址；還曾長期作為清代及民國時期黑龍江省政
治、經濟、文化中心。新中國發展初期，齊齊哈爾便成為了重要的工業城市。
而今，齊齊哈爾依托其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正致力於打造綠色有機產品之都。
作為中國第126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齊齊哈爾將進一步提升城市文化形
象、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發展城市文化旅遊。

齊齊哈爾市
獲批歷史文化名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董曉楠
長沙報道）湖南
省政府減輕企業
負擔領導小組近
日召開會議，部
署全省加強涉企

收費管理、減輕企業負
擔有關工作。會議透
露，省內已出台一系列
新舉措，擬建立涉企行
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
基金項目常態化公示制度，預計清單將於10月底前公佈。

該制度以獨立清單方式反映涉企收費項目和政策，梳理實施政府定
價或指導價的涉企經營服務性收費，實行目錄清單管理。並結合清單
建立企業負擔數據庫，完善動態管理，及時監測反映企業負擔，為監
督和調整涉企收費政策提供依據。

據悉，政府將對行政審批前置環節的技術審查、評估、鑒證、諮詢
等有償中介服務事項進行全面清理並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市場調節收
費價格。對沒有法律法規依據設立的行政審批前置服務項目一律取
消。進一步清理、規範行業協會涉企收費，堅決制止行業協會、中介
組織利用行政資源強制收取費用。

■賀蘭山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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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班列從鄭州圃田集裝箱中心
站駛出。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