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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臣合肥報道）安徽省肥西縣
桃花工業園已引進各類項目938家，其中工業項目483

家，規上企業147家，基本形成汽車及配套、家電及配套、高端
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主導產業。其中，園區
TCL家電（合肥）產業園一期已經投產，華南城、泰禾光電等大
項目即將建成。目前，該園區正在積極申報國家級開發區。

桃花工業園引900項目入駐
安徽

其中在水路方面，四川將新建17座長江過江大橋，加上目前已有
的22座過江大橋，258公里的長江川境段，平均7公里就會有

一座過江大橋。同時，逐步改善支流航道通航條件，到2017年，基
本形成「四江六港」水運體系，4級以上航道達到1,500公里，港口
集裝箱吞吐能力達到250萬標箱。

避免「堵點」阻經濟帶發展
鐵路方面，年底開建川藏線成都至雅安段，2015年開建雅安至康
定段。同時，對成都至重慶、成都至貴陽、成(都)昆(明)鐵路三線，
實施擴能改造；到2020年，四川的鐵路運營和在建里程達到8,000
公里以上，建成鐵路出川通道15條。
「上述目標全面完成後，不僅讓四川在交通上『跑得更快』，還

將給當地帶來諸多紅利。」四川省發改委副主任邵小龍說。
「長江不可能劃成幾段來發展，需要多個省份共同協調配套，才

能避免整個長江經濟帶因為一個「堵點」形成梗阻，影響整個長江
經濟帶的發展。」邵小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長江經濟帶應是
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需要一體化發展，形成「大通關」格局。絲
綢之路經濟帶和長江經濟帶在四川交匯，四川成為戰略支點，其立
體交通佈局和通道建設，作用
不可估量。
未來6年，將有上百個項目密

集上馬，近8,000億元的巨額投
資怎麼解決？《方案》提出將
通過財政投入、金融機構支
持、多方式融資等方式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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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繼四川天府新區升格為國家級新區後，四

川再次傳出重磅消息：該省將投資8,000億元打造長江經濟帶立體交通走廊。據四

川省人民政府網日前發佈有關規劃，四川將投資555億元全面提升長江黃金水道四

川境內功能，投資7,407億元推進鐵路、公路、民航等綜合立體交通，總投資額近

8,0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艷利長春報
道）蘭新(甘肅蘭州至新疆烏魯木齊)高
鐵烏魯木齊南至哈密段近日正式開通
運營，本次開通高鐵所需動車組全部
由中國北車長客股份公司提供。屆
時，被選為蘭新高鐵主力車型的
CRH5型動車組正式履職蘭新高鐵，

新疆正式步入高鐵時代。
記者了解到，此次履職蘭新鐵路第二雙線
運營的CRH5型動車組是中國誕生的首批高
速動車組，列車採用8輛編組，5動3拖，最
高設計時速250公里，總定員622人。長客
初期將為蘭新高鐵生產10列車，部分車輛已
運抵蘭新線。

高寒高海拔 列車要求高
據介紹，蘭新客運專線今年年底前將實現
全線通車，這條專線橫貫中國西北的新疆、
青海、甘肅三省區，全長1776公里，是目前
世界上一次性建設里程最長的高速鐵路，是
中國高寒高原風沙戈壁地區第一條高速鐵
路，全線路氣候具有高寒高溫高海拔、強風
沙強輻射、運行線路長的特點，對列車適應
性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長客股份設計人員為此11次深入蘭新線地
區探訪調研，在CRH5型高寒動車組基礎
上，進行了抗風沙設計。為降低阻力，此次
履職蘭新高鐵的CRH5型動車組車頭採用仿
生學的流線型設計，側面看宛如一隻蓄勢待
發的鱷魚。轉向架裝有兩套抗側滾扭桿，並
裝有抗蛇形減振器，確保列車在大風條件下
安全穩定運營。

「
長
客
」製
造
動
車

履
職
沙
漠
蘭
新
線

交
通
發
展

川斥8000億建長江經濟帶交通走廊
連結絲路經濟帶 協同發展實現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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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建公共服務平台
助中小企電商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永傑、實習記者尤丹丹山東報道）
山東省中小企業局舉行新聞發佈會稱，為扶持中小企業電子商
務發展，該省自2011年啟動了「山東省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台

網絡」建設項目，今年9月份正式建成投入運行。項目總投資2.1億
元，建設和改造服務場地面積7.1萬平方米。現已聚集各類服務機構
1258家，服務企業20餘萬家，實現了政府扶持多元化，促進企業進
一步市場化、專業化。
山東省中小企業局局長王兆春介紹，該平台建成了以省平台為樞
紐的線上服務網絡和以市級窗口為節點的線下服務大廳相結合的結
構模式，服務內容涵蓋融資擔保、企業運營、法律服務等各具體環
節的支持、信息發佈、政策查詢等方面。與直接尋找中介服務機構
相比，山東中小企業入駐公共服務平台的中介機構服務可享服務價
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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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頭發放2億貸款
支持棚改保障房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鵬宇內蒙古報道）日前，記者從
內蒙古包頭市房管局獲悉，該市的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已
為九原區棚戶區改造支持保障房建設試點項目發放了2億
元的住房公積金貸款，這是國家住建部批准包頭市新增試
點項目後，發放的首筆第三批試點項目貸款，其他試點項
目貸款將根據開發企業資金需求，以及項目評審和抵押評
審的具體情況，陸續發放到位。

包頭市是2010年全國首批28個利用住房公積金貸款支持
保障性住房建設試點城市，也是內蒙古唯一一個首批試點
城市。現已實施了兩批共6個試點項目，累計發放試點項
目貸款7.72億元，貸款餘額4.7億元。

2014年9月，國家住建部正式批准包頭市新增6個利用住
房公積金貸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設試點項目，批准項目貸
款額度12億元。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嚴格按照《住房公
積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設項目貸款業務規範》，積極做好
項目貸款發放的各項準備工作，做到項目成熟一個、發放
一個，確保試點工作扎實有序推進，深入推進棚戶區改造
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曹宇鄭州綜合報道）鄭州首個
普通中學的「學區共同體」，日前在鄭州誕生。鄭州市

回民中學學區與鄭州市第九十六中學學區簽署「共同體發展合作
協議書」，成立了，包括兩個學區內的19所普通中學將跨越區
域，在學校管理與教育教學領域實行資源共享。
據了解，該「學區共同體」以每學期為單位，將19所普通中學
的學生組織統一學業水平測試，教師也會實行集體備課等教育教
學活動，也可以互派幹部進行短期管理。

鄭州首推「學區共同體」
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欣天津報道）《天津方言詞
典》近日編纂完成，正式入藏天津市檔案館資料庫。這

是首部記錄天津方言的詞典。天津方言屬「孤島現象」，不是由
周邊的方言演變而成，卻又被周邊相似方言包圍，像一座孤島一
樣。天津方言與周邊的河北省、北京市都有很大區別。

《天津方言詞典》編纂完成
天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薇江西報道）記者日前從江
西省住建廳獲悉，江西新建居住(小)區要配建養老服務

設施，並與住宅同步驗收、同步交付使用。同時，各地要通過扶
貧、開展志願服務等多種形式，對農村養老服務設施規劃和建
設，提供技術服務和支持。
江西省提出，要使符合標準的日間照料中心、老年人活動中心
等服務設施覆蓋所有城市社區、90%以上的鄉鎮和60%以上的農
村社區，建立包括養老服務在內的社區綜合服務設施和站點。

新建住區須配建養老服務設施
江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方怡寧波報道）中國首個為
市民同時提供人身和財產保障的巨災保險日前在寧波正

式實施。據悉，該保險首年由政府出資3800萬向商業保險公司購
買6億元的巨災風險保險合同，可提供居民人身傷亡撫恤最高賠償
限額10萬元。
按照合同，寧波的巨災險保障災種有10餘種，包括當地常見的

颱風、強熱帶風暴、龍捲風、暴雨、洪水、雷擊等自然災害，以
及由此引發的突發性滑坡、泥石流、水庫潰壩等次生災害。

寧波斥3800萬 代購巨災保險
浙江

湖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青
霞，通訊員劉傑華、陳斌
靖州報道）「驛道上的青石
護欄、青石板鋪設的方式以
及幾塊嘉慶年間立的古石碑
充分說明了岩腳古驛道是明
清時期的一條重要驛道，而
且過往商旅多，曾經數次維
修、拓寬。」中國飛山文化
研究會的專家學者們近日經
過初步考證，證實了這一說
法，並指出這一發現為探索中國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變遷提供了新線索。

屬南方絲路重要分支
據文獻記載，明朝建立之後，在對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土司制度的羈

縻統治同時，積極推行土流合治以引入漢文化；派遣大量軍屯、民屯；並
大量修建驛道，加強少數民族地區與中原地區的聯繫。湖南靖州的這條古
驛道就是在當時的「西部大開發」的背景下修建的。
據介紹，該驛道位於「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分支——湘黔古道和湘桂
古道的交匯處，連接了湘黔和湘桂古商道而成為黔桂古道網絡的一部分，
其在靖州境內全長70餘公里，後經歷史變遷，目前還存20餘公里，其中保
存最完好的一段位於靖州縣岩腳侗寨之中。

靖州岩腳侗寨
驚現明代古驛道

福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翁
舒昕福州報道）全世界最
大的浴桶「福桶」日前亮
相福州，該桶桶口直徑5
米，底座直徑4米，高3
米。2014「清新福建」首
屆養生溫泉旅遊季暨第五
屆福州溫泉國際旅遊節當
日開啟，擺放於活動現場
的「福桶」，桶身繪滿了形態各異的「福」字，又稱百福桶。
福桶的設計與創意緊扣「溫泉古都．有福之州」的城市形象，用獨特的視
角展現福州溫泉「想泡就泡的幸福」。此前的今年10月，「福桶」向上海
大世界吉尼斯世界紀錄申報「最大的浴桶」成功。來自美國、俄羅斯、烏茲
別克斯坦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旅行商代表，在溫泉節開幕當天見證了大世界
吉尼斯總部代表為「福桶」授牌。

世界最大「浴桶」
亮相福州國際溫泉節

重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袁巧重
慶報道）第八屆巫山國際紅葉節
將於11月21日至12月31日在重
慶巫山舉行。作為長江三峽冬季
旅遊最火爆的線路之一，巫山已
開闢出九條觀賞紅葉的精品線
路，並將舉行萬人自駕看紅葉、
「相約神女峰」愛情宣誓等12項
活動，推動三峽旅遊。
巫山地處三峽腹心，約有10

萬餘畝紅葉分佈在境內的各景區，品種超過200種。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是
觀賞三峽紅葉最佳時期，巫山的小三峽、神女峰、神女溪、文峰觀、建平
山、官渡紅葉坡等地都是觀賞紅葉的好地點。
巫山縣委書記何平介紹，巫山建縣2290年，依托「一江碧水、兩岸青
山、三峽紅葉、四季雲雨、千年古鎮、萬年文明」等自然人文資源，巫山將
把旅遊產業發展為縣支柱產業，在發展三峽遊的基礎上，大力發展鄉村旅
遊，把全縣打造成一個處處是景的「大景區」。他介紹，巫山今年旅遊綜合
預計可達800萬人次，旅遊收入超過25億元，帶動5萬庫區群眾就業。

巫山推三峽紅葉遊
旅客料破800萬人次

山西太原街頭一處十字路
口，民眾在一塊寫「按燈通行、文明行車」的滾輪式告示牌前
等候過馬路。這一舉措意在防止行人不按信號燈通行，目前正在
試運行中。 中新社

山西文明通行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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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獄中招聘
助刑滿釋放人員就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許亞飛 蘭
州報道）在甘肅省

女子監獄服刑的小黃(化
名)日前和其他400多名
服刑人員，一同前往該
監獄首次舉辦的招聘會
現場。沒怎麼上過學的
她，服刑後自修了心理
健康教育專科，目前已通過了八門課程的自學考試，同時通過監獄
組織的技能培訓，拿到了縫紉、美容美髮、烹飪等初級技能證書。
當日招聘會上，小黃選擇了一家公司的組裝傢具崗位，月工資在
2000-3500元人民幣，她說：「今天的招聘會讓我感到溫暖，原來一
直很擔心刑滿釋放後社會和家人不能接受我，擔心別人排斥我，現
在看來社會並沒有放棄我，我對自己的未來也充滿信心，現在可以
安心等待出去後好好生活了。」
甘肅省女子監獄監獄長元磊說，此次招聘活動為2015年即將刑滿

釋放的服刑人員提供了多元化的就業機會和就業信息，為他們回歸
社會後自食其力、謀職就業暢通了渠道，也避免她們重新走上社會
後因無法就業而導致生活困境，甚至再次步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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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人員在招聘會上服刑人員在招聘會上。。 許亞飛許亞飛攝攝

■■「「長客製造長客製造」」動車組履職動車組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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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規劃將增有關規劃將增
加港口集裝箱吞加港口集裝箱吞
吐能力吐能力。。圖為瀘圖為瀘
州港集裝箱碼州港集裝箱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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