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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付芳 開封報道）由河南省開封
市人民政府、開封市客家聯誼會主辦的世界客屬第27

屆懇親大會與中國開封第32屆菊花文化節明日起在開封同期舉
辦。世界客屬懇親大會被稱為「客家人的奧運會」，是海內外客
屬鄉親聯絡鄉誼和進行跨國跨地區交往的重要載體。本次大會將
突出「開封，讓客家人圓夢」的主題。圍繞這一主題安排了15項
活動，讓與會的客家人感受家鄉情懷。

開封明辦世界客屬懇親會
河南

第八屆旅遊趨勢與展望國際論壇於10月14日在廣西桂林開幕。
論壇由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亞太旅遊協會共同主辦，香港理

工大學協辦；論壇主旨是「旅遊跨界與融合」。來自全球的旅遊行
業組織、各國旅遊官員和相關學院的專家共同探討世界旅遊的現狀
和發展，專家認為跨界融合將成世界旅遊行業發展的趨勢。

中國旅遊人數增速居首
據聯合國旅遊組織執行主任祝善忠說，旅遊是世界範圍內增長速
度最快的行業，2013年全球旅遊人數超過10億人次，到2030年，這
個數字將達到30億人次。亞太地區增長速度最大，中國、俄羅斯、
巴西位列增長前三名，而泰國、菲律賓和中東地區由於地區局勢穩
定問題出現下滑。據統計，超過51%的人是乘飛機出行，而中國將
在未來幾年超過美國，乘飛機出行成為第一位。
國家旅遊局副局長杜江在開幕式致辭中指出，旅遊已經成為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個重要指標，旅遊業正在成為國民經濟的戰略性
支柱產業，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旅遊客源地，未來五年中國將
有超過5億人次出境旅遊，旅遊市場總規模將超過2.5萬億美元。
他又說，中國已經步入高鐵時代，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交
通顯得更加便利，中國將擴大
對旅客72小時旅遊目的地免簽
的開放力度，加大對航空業的
發展，希望未來完善國內國際
區域旅遊合作機制，建立互聯
互通的旅遊交通、信息和服務
網絡，加強區域性客源互送，
構建務實高效、互利互惠的跨
界旅遊合作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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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邵安 廣西桂林報道）中國出境遊人數逼爆全球已成大勢

所趨。國家旅遊局副局長杜江前日在第八屆旅遊趨勢與展望國際論壇開幕式致辭中

指出，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旅遊客源地，未來五年出境遊人數將超逾5億人次。

他表示，中國將擴大開放旅客72小時免簽，加強航空業的發展，拓展國內外互聯

互通的旅遊交通及信息服務網絡，構建跨界旅遊合作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宇軒 青島報道）
中國．青島海洋國際高峰論壇昨日在山東青
島召開。本屆論壇主題為「海洋科技自主創
新與21世紀海上絲路」，共有來自美國、加
拿大、西班牙等13國的專家等500餘人參
加。論壇還向全球發佈《新華海洋科技創新
指數報告（2014）》。評價結果顯示，海洋
科技創新綜合能力排前五位的城市分別為青
島、上海、廣州、天津、大連。
本次論壇圍繞海洋科技自主創新、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和青島西海岸新區探索海
洋經濟發展新路徑等舉行專題演講和圓桌論
壇。

青島海洋專利數量領先
同時，論壇向全球發佈《新華海洋科技創
新指數報告（2014）》。研究報告認為，青
島、上海、廣州儘管位列海洋科技創新綜合
能力前三名，但在海洋科技創新投入、產
出、應用及創新環境方面均存在「非均衡」
特徵。青島與上海最為顯著，分別在創新生
態系統的某一端佔據優勢。青島主要表現為
海洋科技產出優勢，其海洋專利數量領先於
其他城市。上海則在海洋科技市場交易與轉
化方面佔據領先地位。廣州在創新環境方面
則具有優勢。
另外，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海洋大學教
授吳立新在論壇上表示，建設「透明海洋」
可為海上絲綢之路護航。

山
東
青
島
稱
冠
海
洋
科
技
創
新

專家聚桂林商旅遊跨界融合
國際論壇揭幕談趨勢 倡互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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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企業情緒管理
員工心情壞可休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方怡 寧波報道）上班心情好，幹活

有動力，反之就容易消極怠工。最近，浙江寧波埃美柯集團有
限公司實行「情緒管理」，通過關注員工心理健康，來紓解他

們的壓力和負擔。如果員工的心情不佳，就會有相應負責人介入了
解，若需要休息調整情緒可以不上班。

據悉，該公司在各車間、部門都放置了「心情簽到表」，員工上
午、下午上班前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表上標記自己的心情狀況。心情
簽到表有晴天、多雲到晴、陰轉多雲和雨天四類，分別代表心情好
極了、心情比較好、心情一般、心情比較糟。如果員工的心情一般
和比較糟，就會有相應負責人介入了解，如果需要休息調整情緒可
以不上班。

寧波市總工會調查顯示，有七成職場人表示工作壓力負擔重，近
三成明確表示緊張、消極乃至抑鬱的負面情緒時常滋生。該工會一
名負責人表示，關注員工心理健康不僅是一種精神福利，也是一種
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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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發掘鴿子山遺址
出土萬件舊石器時代文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蘇桓稼 銀川報
道）剛剛結束的寧夏鴿

子山遺址第一階段考古發掘的
野外發掘工作，共出土萬餘件
舊石器時期文化遺物。此次出
土文物密集、內涵豐富為內地
同時期遺址所罕見。

歷經一個多月的發掘，考古人員僅在100平方米範圍內就發掘了4
個地層，發現了9000多塊被火燒烤、表面龜裂變色的燒石，出土了
600多件打製石器、70多件細石器類石器、200多件磨製石器和磨
盤、磨棒等磨食工具。此外還發現了少量裝飾品，鴕鳥蛋皮製作的
半成品工藝品，石質工藝品的毛坯，以及大量食草類哺乳動物牙齒
和骨骼。在未經擾動土層中，目前已經發現兩個文化層，共出土700
多件標本，其中下文化層出土遺物較多。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惠民說，初步判斷，鴿子山遺址大
約距今12700至8000年，處於舊石器向新石器人類文化轉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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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900萬戶農房購災險
政府出資「埋單」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路艷寧 貴
陽報道）貴州省財
政將統一出資，為
全省 889 萬多戶農
房購買災害保險。
受 保 農 房 若 因 暴
雨、滑坡、泥石流
等自然災害受損，
每戶將得到最高5000元（人民幣，下同）的保險賠償。

11日上午，貴州省民政廳和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貴州
省分公司舉行了《貴州省政策性農房災害保險省級統保協
議》簽訂儀式，標誌着全省農房省級統保工作正式啟動。
據協議，全省範圍內具有貴州農業戶籍且居住在自有房屋
的農戶均為受保人士，保險標的是受保人士自有的、用於
日常生活居住的房屋。農房遭受災害後，房主可撥打人保
服務電話，或當地人保網點電話申請理賠。

據悉，貴州農房災害保險屬於公益性全覆蓋政策，基礎
保險全由省財政廳撥款，地方政府和農民不需要支付保
費。具體由貴州省民政廳牽頭，會同財政廳、保監局形成
招標方案，委託招標中心進行公開招標。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白明珠 內蒙古報道）內
蒙古百靈廟抗日武裝暴動紀念碑近日入選國家名錄，成

為內蒙古包頭唯一入選名錄的設施。百靈廟抗日武裝暴動是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中的壯舉，打響了內蒙古民族武裝抗日的第一槍。
百靈廟抗日武裝暴動紀念碑建成於1989年10月，碑呈方錐形，碑
高25.8米，由碑體和抗日武裝暴動騎兵群雕組成。

百靈廟抗日紀念碑入選國家名錄
內蒙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麗齡、郭若溪 惠州報道）
持續10年的廣東惠州機場復航已正式進入改擴建工程

施工階段，根據惠州市交通運輸局官網近日公示的《惠州機場客
運專線開通方案（徵求意見稿）》透露，惠州機場計劃於2015年
初恢復民航運輸，機場客運專線也計劃於2015年初投入營運。根
據規劃，該機場計劃2018年旅客吞吐量45萬人次、貨郵吞吐量
1.2萬噸，將建成廣東省內第三大機場。啟用初期將開通北京、上
海等5個城市國內航線，3年內將規劃16條航線。

惠州機場明年初復航
廣東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牛琰 江西報道）世界低碳
生態博覽會暨第七屆中國綠色食品博覽會將於11月21

至24日在江西省南昌市舉行，大會將邀請1.2萬名境內外貴賓和
客商參會。此次世界低碳博覽會展示以低碳產業、綠色食品為
主，共設綜合展、低碳生態產業展和綠色食品展三個景區，展覽
面積約50000平方米。

下月舉行世界低碳生態博覽會
江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瑞雪 哈爾濱報道）黑龍江
省衛生計生委、財政廳、人社廳、公安廳、民政廳、審

計廳等六部門近日聯合出台《疾病應急救助制度實施細則》(試
行)，要求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必須及時、有效地對急重危傷實施救
治，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推諉或者拖延救治患
者，決不允許見死不救。
《細則》要求，凡在黑龍江省境內二級以上醫療機構發生的急
重危傷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確或無力支付相應醫療費用的患
者，醫療機構可向疾病應急救助基金申請補助。

新規禁醫院見死不救
黑龍江

吉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
志堅 長春報道）吉林省現
正啟動企業環境信用評價機
制。企業環境信用評價由污
染防治、生態保護、環境管
理、社會監督四個方面內容
構成，通過20項指標的評
定，將企業環境信用分為環
保誠信企業（綠牌）、環保
良好企業（藍牌）、環境警
示企業（黃牌）、環保不良
企業（紅牌）四個等級，並
在環保部門、發改部門、銀行業監管機構等有關部門之間，實現信息的共享
和應用。
「企業環境信用評價，就是通過一個環境保護制度法規的集成平台，對企
業的環境行為進行評價，並對全社會進行公開，信息共享，促進企業向環境
友好發展。」吉林省環保廳法規處處長黃志永說：「對於誠信企業我們建立
綠色通道，利用環保專項資金等方式支持其發展；對於非誠信企業，我們通
過嚴格貸款條件等方式限制其發展，實現社會各界共同推動促進企業綠色發
展的目標。」
據悉，今年年底前，吉林省將初步制定出《吉林省企業環境信用評價實施
細則》，並開展試點，力爭2018年前建成覆蓋全省的企業環境信用評價體
系。

啟動企業環境信用評價制

重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馨

月 重慶報道）「家庭醫生」
家庭健康管理服務已在重慶
全面推廣，截至目前，為轄
區6024戶，共16274位居民
提供「家庭醫生」簽約服
務。今年已新組建了16個精
品「家庭醫生」服務團隊。
渝中區衛生局相關負責人

說，「家庭醫生」上門服務
採取自願原則，如果居民願
意，可以與社區衛生服務中
心簽訂知情同意書。簽約後，整個服務都是免費的，服務周期為1年。為了
保證服務質量，每個團隊簽約服務的家庭數量控制在500戶以內。家庭醫生
團隊由全科醫生、社區護士、防保人員等組成，每個團隊3至5人，均配有一
名市級醫院專家作為技術指導。
家住兩路口街道的常守倫老人表示，自從有了「家庭醫生」，他和老伴看

病吃藥都方便不少。很多老年人手機裡存有醫護人員的電話，一個電話就可
以向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提前預約看病，沒有掛號費，看病還不用排隊。

推「家庭醫生」服務萬民簽約

新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晶晶 新疆報道）新疆克拉
瑪依石油化工工業園日前正
式被列為國家城市礦產示範
基地。
克拉瑪依石油化工工業園

區規劃總面積 64 平方公
里，主要規劃有石油煉製
區、石油化工區、煤鹽化工
區、石油工程技術服務區、
物流中心和孵化中心等六個
功能區，擬定了40個產品
項目和 20 個精細化工項
目，規劃項目投資總額約220億元（人民幣，下同）。
經國家核定後，園區「城市礦產」示範基地新增資源量為39萬噸，中央財

政補貼資金對應項目總投資額為4.65億元。項目建成後，能依托周邊再生資
源、回收體系和產業基礎，有力推動當地再生資源規模化、產業化。

克拉瑪依石化園列國家城市礦產基地

值中俄建交65周年之際，中俄大學生
藝術聯歡節俄方代表團前日探訪天津，並進行為期兩天的交流訪
問。圖為俄羅斯學子在天津大學活動中心進行表演。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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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專家出席在廣西桂林舉行的國際論壇，共同探討世界旅遊趨勢。 彭康生 攝

■中國．青島海洋國際高峰論壇現場。
王宇軒 攝

■貴州自然災害頻發，農民住房抗
風險能力較差。 本報貴州傳真

■鴿子山遺址出土的石器時代文
物。 本報寧夏傳真

■吉林省長春市遭重霧霾籠罩。 資料圖片

■新疆克拉瑪依石油化工工業園。 網上圖片

■家庭醫生團隊為老人檢查身體。本報重慶傳真

天津中俄聯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