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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馮芳慧 內蒙古報道）內蒙
古高級人民法院近日接納一批特殊的旁聽群眾，他們是

60名高校學生。這是內蒙古全區各級法院着力進行監督聯絡常態化
工作的一個縮影，約20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參與了此次活動。
據了解，為增強人民法院工作的透明度，實現「陽光司法」，
內蒙古高級人民法院邀請學生、人大代表、執法監督員、社區群
眾旁聽庭審。

法院邀60大學生旁聽庭審
內蒙古

據湖南省政府副秘書長王光明介紹，
本屆峰會以「深挖合作潛力，深化

利益融合」為主題，將舉行9項主體活
動、6項專題活動。其中，泛美銀行組織
的中拉企業對口洽談會是此次峰會的重頭
戲。據悉，截至9月2日，已邀請到泛美
開發銀行行長、聯合國拉美經委會駐華代
表、加勒比出口發展署執行主任，特立尼
達和多巴哥、烏拉圭等拉美國家的12位部
長級官員，墨西哥、智利等32位駐華使領
館官員，阿根廷—中國生產工業和貿易商
會、巴西—中國工商總會等拉美國家30多
家商協會代表出席會議。中國貿促會、中
國人民銀行、外交部、商務部、環保部有
關領導，及國內外知名企業和高校代表也
將獲邀出席會議。
據介紹，這次高峰會的展覽、展示將分

為三大部分。一是拉美國別展，將展示20
個國家和10個國際組織的風采風貌；二是
中國形象展，將主要展示內地的一些省
份、城市和企業形象；三是湖南的形象及
優勢產業展，將整體介紹湖南基本情況，
推介湖南旅遊、「智造湖南」、湖南特色
產品，及南車集團、遠大住工、中聯重
科、三一集團等已成功開拓和欲將開拓拉
美市場的27家湖南省高科技製造企業、食

品企業和湖南特色旅遊文化產品。

擬簽合作項目13.5億美元
此外，通過前期對接，中國（湖南）—

拉美礦業暨基礎設施建設國際合作懇談
會，將有中國電建集團中南勘測設計研究
院有限公司與牙買加簽訂石油煉化廠改造
項目、與玻利維亞簽訂水電站建設項目，
涉及項目金額約13.5億美元；另外還有中
冶長天、中南院、中建五局與巴西米納斯
吉納斯州能源電力部簽署戰略聯盟合作協
議，黃金集團與厄瓜多爾簽署金礦開發合
作項目，湖南企業開拓拉美市場資源整合
聯盟成立簽約。
中國—拉美企業家高峰會是中國政府與

拉美各國政府共同舉辦的國際性會議，峰
會自2007年開始，輪流在拉美國家和中國
舉行，每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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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長沙報道）經國務院批准，第八屆

「中國—拉美企業家高峰會」將於9月12日至13日在湖南長沙舉

行。目前，通過網絡註冊參加峰會的中外企業、組織已達796家，

其中境外330家，涵蓋27國。預計本屆參會人數將逾1,200人，超

歷屆規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
報道）北京市旅遊委10日對外宣佈，
北京將申辦2020年世界休閒大會，並
在剛剛舉行的第十三屆世界休閒大會
上，向世界休閒組織正式表達了申辦
意願。

擬改變觀光為主發展模式
北京市旅遊委主任宋宇表示，北京將加強
與世界休閒組織的聯繫，充分借鑒世界休閒
組織幾十年來的研究成果的經驗積累，改變
北京以觀光為主的發展模式，大力發展休閒
旅遊，會展旅遊，定制旅遊，建設世界一流
旅遊城市。
第十三屆世界休閒大會日前在美國阿拉巴
馬州莫比爾灣舉行，9月8日會議期間北京代
表團邀請理事會全體成員參加了北京、平谷
休閒旅遊資源專場推介會，向理事會成員表
達了擬申辦2020年世界休閒大會的意向，北
京豐富的人文和自然資源，熱情好客的氛圍
得到理事們的充分認可和贊同。
北京市和平谷區在會場設立的旅遊資源展

區得到世界休閒組織主席，理事會成員以及
與會代表的廣泛關注，來自美國，英國，西
班牙，南非，加拿大，新西蘭等四十多個國
家和地區的代表聚焦北京旅遊，諮詢旅遊資
源並就北京、平谷如何發展休閒旅遊提出中
肯的意見建議。
世界休閒組織（World Leisure Org.）成立於

1952年，是一個具有聯合國諮詢地位的非官方
機構，世界休閒大會則由世界休閒組織主辦，
從1988年開始每隔兩年分別在全球各地舉辦世
界休閒大會，至今已舉辦了十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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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中拉企業家峰會明日開幕
27國參會 人數逾1200人 規模超歷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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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屋頂綠化大會主題
生態文明．藍天白雲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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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出台慈善新招
捐逾5000元可設冠名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桂麗、張勇 青島報道）2014世界生
態城市與屋頂綠化大會青島組委會上月底在山東青島西海岸新
區會議中心舉行首次記者招待會。據介紹，今年大會名稱為

2014中國．青島世界生態城市與屋頂綠化大會，定於10月19日至22
日在青島西海岸新區舉行，大會主題為「生態文明．藍天白雲中國
夢」。

大會秘書長王仙民表示，「建築節能是目前我國一個突出的重要
課題，現在的已有建築耗能是日本的九倍，歐盟的六倍，國家大力
提倡推廣綠色建築是非常正確及非常及時的。近些年新加坡設計的
新建築百分之百達到了綠建標準，節能達到30%，有的建築達到零
能耗。」

據介紹，前四屆大會分別在上海、海口、杭州、南京召開，名稱
為世界屋頂綠化大會。今年根據世界和中國的形勢，把會議內容擴
大到新一輪新城鎮建設最急需的生態規劃、綠色建築、立體綠化、
生態修復等重要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付亞明 銀川報道）寧夏回族
自治區近日出台《寧夏慈善總會冠名基金管理辦法》，規定凡
是捐款5,000元以上的個人和單位，都可以以個人或單位的稱謂

設立冠名資金。
據介紹，《辦法》規定的設立冠名基金共分為三種形式：直接捐

贈、承諾捐贈和為慈善捐贈。一次性直接捐贈50萬元以上或3年內
分期直接捐贈200萬元以上的，捐贈者承諾捐贈不少於500萬元或承
諾捐贈有穩定收益來源的固定資產價值不少於1,000萬元的，捐贈人
捐贈5,000元以上小額慈善基金的，寧夏慈善總會可為其設立專項名
稱的冠名基金。

這些冠名基金將定向用於安老扶幼、助學助醫、助殘濟困、扶貧
賑災、慈善文化、公益環保、社會工作等慈善公益活動。為保障冠
名基金公開透明運作，寧夏慈善總會為專項冠名慈善基金設立單獨
的賬戶，每年進行審計，接受捐贈方、寧夏慈善總會理事會、社會
三方的共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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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瀋陽海關推25措施
支持遼寧外貿穩增長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歐陽
舒楠 瀋陽報
道）記者近日
從遼寧省政府
新聞辦公室新
聞發佈會上獲

悉，經大連、瀋陽兩地海關共同研究、聯合制定了《大連海關瀋陽
海關關於支持遼寧省外貿穩定增長的若干措施》。此次兩地海關聯
手制定的措施共25項，針對海關在上海自貿區試點的14項可複製
可推廣便利化措施，結合遼寧實際，選擇適合的項目積極向海關總
署申請在遼寧複製和推廣試點。

據瀋陽海關副關長黨英傑介紹，在「集中匯總徵稅」模式下，企
業可在提供有效擔保後，對一個月內已放行的貨物進行集中支付稅
款，降低企業的資金壓力和納稅成本。建立「一站式」通關服務中
心，方便企業自主選擇、就近辦理通關業務。

另外，在創新跨境貿易電子商務監管模式方面，兩地海關制定出
台相關管理辦法，大連海關對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實施「清單核放、
匯總申報」通關模式。瀋陽海關則加強對遼寧外貿經濟和重點產業
發展的形勢分析和預警監測，通過為轄區八市（瀋陽、錦州、撫
順、遼陽、葫蘆島、鐵嶺、阜新、朝陽）提供「一對一」進出口監
測預警服務，推動全省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四川省農水
局近日傳出消息，今年四川擬建9個國家水利風景區，

規劃總面積達2,186.53平方公里。其中有2處擬建景區位於樂山市
金口河區，4處位於嘉陵江幹支流上，規劃面積最大的是位於青川
縣境內的青竹江水利風景區。
今年6月和8月，水利部先後派出兩批專家對擬建的閬中市金沙

湖等9處水利風景區進行了考察評估，並就各風景區的性質定位、
功能分區、總體規劃及建設管理提出建議。

今年擬建9個水利風景區
四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揚 太原報道）第五屆中國
（太原）國際能源產業博覽會，將於9月16日在山西太

原舉行。本屆能源博覽會以「綠色能源、低碳發展」為主題，實
行網上辦展，打造國際能源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本屆組委會組織開發能源博覽會展會平台，進行網上宣傳、網
上展示、網上招商、網上對接等工作。利用網上博覽會的特點，
能源博覽會網上展出自開幕後將不再關閉，保持一直在線，打造
出永不落幕的網上博覽會。

能博會網上辦展「永不下線」
山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亞飛 隴南報道）甘肅省隴
南市徽縣縣委書記王強日前於中國隴南（徽縣）第二屆

苗木產銷對接暨商貿洽談會簽約儀式上表示，洽談會期間，該縣
與甘肅、陝西的8家公司總簽約資金為11.15億元，而徽縣林業
局、苗木協會、育苗大戶與外地客商簽訂了7.202億元的苗木購銷
合同，徽縣電子商務網店亦簽下1,700萬元的2個訂單，徽縣正在
建成面向全國的「中國苗木之鄉」。

徽縣打造「中國苗木之鄉」
甘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新疆第十
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日前批准後，

《新疆瑪納斯國家濕地公園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已
即時正式實施。若再有個人或企業在瑪納斯國家濕地公園放牧、
盜獵或者違法排污，相關部門將依法對其進行1,000元至10萬元
的罰款。
濕地，被稱為「地球之腎」，與森林、海洋並列為全球三大生
態系統類型，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樣性的生態景觀和人類最重要
的生存環境之一。

新條例實施保護「地球之腎」
新疆

陝西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王明楊
西安報道）近日，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
設一周年之際，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副院
長石英在陝西省政府新聞辦舉行的新聞
發佈會上表示，中國關於絲綢之路經濟
帶建設的第一本藍皮書——《絲綢之路
經濟帶發展報告（2014）》（報告）目
前已正式在陝西出版。
據了解，《報告》通過「總報告」、
「綜合篇」、「經濟篇」、「社會文化
篇」四個部分中的省內外社科專家編撰
的37份專題研究報告，全面展示了絲
路經濟帶沿線主要省份在絲綢之路經濟
帶建設中的發展定位和建設現狀，深刻
剖析了絲路經濟帶建設的未來發展趨
勢，提供了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
深入思考。
書中觀點認為，陝西具有區位優勢、產業優勢、基礎優勢、人文資源優勢
四大優勢，應着力從發展理念、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生態文明和文化
交流五個方面尋求突破，充分發揮陝西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的新起點和
橋頭堡作用。

絲路經濟帶建設藍皮書
促五方面發揮新起點作用

貴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陶前根、尹博 貴陽報道）世界酒業聯盟9日在貴州
省貴陽市舉行了成立大會。該聯盟將致力於建立科學規範的產業科學標準體
系，並傳承、培育、保持良好的釀酒文化等。
據介紹，世界酒業聯盟由中國（貴州）國際酒類博覽會所在地貴州省酒業
協會與泰中友好協會、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中國酒業協會、中國酒類
流通協會、新西蘭葡萄酒協會共同發起提議，來自世界五大洲60餘個國家和
地區的200餘家世界重要酒類協會和集團共同發起而成立。
該聯盟將以年為單位研究並聯合發佈權威性的「中國酒業綜合指數」，並

在此基礎上編制《中國酒業白皮書》，為國際酒產業發展提供權威信息。同
時，還將積極參與酒類產品的相關行業標準的制定和修訂，推動政府制定有
利於酒產業發展的重大方針、政策等。

世界酒業聯盟貴陽成立
將發佈「中國酒業綜合指數」

黑龍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心者
黑 龍 江 報 道 ）
「健康龍江行
動」啟動儀式近
日在黑龍江省伊
春市舉行，此活
動旨在讓黑龍江
省人民行動起
來，改善不良飲
食習慣，營造健康生活環境，從而養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記者從發佈會上獲悉，本次活動以「全民健身與健康飲食」為主題，採取
健康知識普及、健康行為促進、科學飲食推廣、環境衛生整治、健康服務能
力提升等五項行動，來改善黑龍江省居民健康狀況。
據了解，黑龍江省人均壽命明顯偏低，2013年為74.3歲，低於全國平均水
平。黑龍江人食鹽攝入量偏高，大多數居民體育鍛煉意識不強，飲食習慣不
佳等原因，使黑龍江省慢性病發病率居全國第一，亞健康狀態人群接近半
數。
黑龍江省副省長孫東生表示，到2020年，希望通過此行動實現全省人民明

確知曉健康素養，普遍養成健康行為，堅持參加健身活動，努力改善主要健
康指標。

「健康龍江行動」啟動
動起來改善不良飲食習慣

江蘇蘇州工業園區直升機機場
昨日正式開航，為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增加通用航空這一新的
「引擎」，江蘇省緊急救援協會蘇州航空培訓基地也同步揭牌。
蘇州工業園區直升機機場位於陽澄湖畔，佔地6萬多平方米，可提
供60架中輕型公務及私人直升機起降。 中新社

蘇州直升機場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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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中國—拉美企業家高峰會」新聞通氣會現場。 李青霞 攝

■第十三屆
世界休閒大
會日前在美
國阿拉巴馬
州莫比爾灣
舉行。
網上圖片

■遼寧省政府新聞辦公室新聞發佈會現
場。 歐陽舒楠 攝

■「健康龍江行動」新聞發佈會現場。 王心者 攝

■《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報告
（2014）》是國內第一本以絲綢之
路經濟帶為研究對象的藍皮書。

胡皓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