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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翁雪 銀川報道）寧
夏公安廳與信息化辦公室昨日在銀川金鳳萬達廣場，聯

合開展網絡安全戶外宣傳活動。該活動透過以展板、現場講解、
發放相關知識宣傳手冊等方式，向市民講解網絡安全知識。

戶外宣傳活動講解網絡安全
寧夏

貴廣鐵路董事長總經理張建波
表示，貴廣全線日發送旅客

量可達2.5萬人次，按照目前線路
安排，高鐵運力充足且有富餘。
不過，具體運營日期仍未正式確
定，沿線各施工單位均收到12月
中旬達到整體驗收條件的通知。

日開行16對 載客量2.5萬人
根據最新公布的12月10日鐵路

列車運行圖，貴廣客運專線動車
組將安排16對；其中，貴陽北至
廣州南開行10對，貴陽北至廣西
南寧開行2對，貴陽北至廣西桂林
北開行2對，貴陽北至都勻開行2
對。高峰期運行圖安排2對，即貴
陽北至廣州南間增開1對動車組，
貴陽北至桂林間增開1對動車組。
同時，貴陽北至廣州南動車組

從7：00運行至18：00，廣州南
至貴陽發車時間為7：00至20：
20分，全線大約運行5至6小時，
兩地直達列車運行4小時52分。

黔粵桂擬建區域合作機制
貴州省旅遊局局長付迎春接受

本報採訪時表示，貴廣高鐵的開

通極大地拉近貴州與珠三角地區
的時空距離和心理距離，淡化了
省際邊界。據介紹，貴州正謀劃
與粵桂特別是珠三角互為客源地
和目的地，建立區域合作機制和
客源互送機制，從而催生出高增
長潛力的高鐵區域旅遊經濟帶，
帶來三地旅遊新一輪的長效增
長。
此前有消息稱，貴廣高鐵全程

一等座425元（人民幣，下同），
二等座265元。張建波說，根據鐵
路定價的規定，內地運行時速在
250公里的客運路線價格一致。參
照相關線路，貴陽到廣州全線二
等座價格料低於265元，具體以發
改委公布的價格為準。

今
日
頭
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
重慶規範志願者（港稱「義工」）服務的
法規《重慶市志願服務條例（草案）》，
日前提請重慶市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
會議審議。條例草案提出，參與義工服
務，可以累計服務時長參與評星，最高可
獲評五星級義工，同時，義工還可憑此獲
得社區服務。
經過20多年發展，截至本月，重慶已成
立267個義工服務組織、2,200餘個服務站
點，擁有250餘萬名義工，其中100萬人完
成註冊。

學生公僕成義工主力
據了解，高校學生和黨政機關、企事業

單位員工是義工隊伍中的主力，兩者分別
佔義工人數總量的53.6%和24.8%。
為了規範義工服務，重慶從2008年開始

着手就義工服務立法。本次審議的條例草
案從義工服務的範圍、統籌協調部門、激
勵措施到義工和義工服務組織的權利義
務、活動規範等，都作了詳細規定。
條例草案提出，義工經申請擁有一張專

屬「身份證」。為了激勵市民參與義工服
務，條例草案在激勵措施中提出，重慶將
建立統一的註冊義工星級認定制度。只要
市民的義工服務累計時長達到100小時、
300小時、600小時、1,000小時、1,500小
時，就能認定為一至五星級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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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廣高鐵下月通車 催旺旅遊
路程僅需5小時 珠三角客赴黔料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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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京石高速免費通行落空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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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擬建長江物流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石家莊報道）一則京石高速（現京
港澳高速北京至石家莊段）停止收費的消息日前在網絡上熱傳。據
河北省政府辦公廳發給該省交通廳、發改委和財政廳的《河北省人
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同意京石高速公路到期停止收費及有關事宜的回

覆函》稱，省政府同意京石高速本月22日後停止收費。然而，國家發改
委已批准實施涿州至石家莊公路改擴建工程，料於今年底建成通車後運
營收費。令當地民眾又是空歡喜一場。

據了解，京石高速是河北省第一條高速公路，建於上世紀80年代，
是連接首都與河北省會石家莊的交通大動脈，全長約270公里。北京
段自1987 年收費至今已有27年。京石高速河北段起自涿州（京冀
界），終於石家莊（南高營），為經營性收費公路，收費項目業主為
河北冀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批准的收費期為1993年11月23日至
2014年11月22日。

記者聯繫了河北省交通運輸廳，查證有關消息，卻得悉停止收費
前，國家發改委已批准實施涿州至石家莊公路改擴建工程。項目性質
為經營性收費公路，預計今年年底建成通車，省政府已批准該項目通
車後運營收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湖南報道）湖南省推進現代物流業
發展領導小組會議日前透露，湖南謀劃打造長江經濟帶重要區域性
物流中心，力爭到2017年，湖南省物流業增加值達到2,500億元人民幣。

會前，與會人員考察了長沙金霞經開區部分物流企業。金霞保
稅物流中心業務覆蓋湖南省及周邊地區，今年前10個月保稅貨值高達
13.56億美元。湖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陳肇雄希望保稅區發揮「境
內關外」政策優勢，推動湖南外向型經濟加快發展。

國藥控股湖南公司利用其高科技物流信息網，實現物流全程數字化管
理，物流觸角延伸到全省大部分鄉鎮；湖南糧食集團打造的金霞現代物流
中心，其營銷網絡覆蓋全國，輻射歐洲、美國。陳肇雄希望企業發揮物流
網絡優勢，帶動湖南產品走出湖南、走向海外。

陳肇雄指出，當前，湖南省物流業面臨需求日益寬廣、服務逐步升級、
競爭日趨激烈的新形勢，要發揮比較優勢、突出重點，加快構建現代物流
產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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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口辦亞洲市長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安莉 海口報道）以「經濟改革：亞洲城
市與地方政府的角色」為主題的 2014 年亞洲市長論壇（Asian
Mayors Forum，簡稱AMF）日前在海南省海口開幕。這是該論壇
自成立以來首次在中國舉行，共有中國海口市長、伊朗德黑蘭市
長、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長、泰國曼谷總督、孟加拉國北達卡市
長等26位市長參與會議。

據悉，亞洲市長論壇由伊朗德黑蘭市市長莫罕穆德．巴格．加
里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於2007年發起成立，其總
部永久設在伊朗首都德黑蘭市，目前擁有67個會員城市，是一個
致力於弘揚亞洲傳統文化和價值、促進亞洲城市間交流與合作的
重要平台。前三屆全體會議分別在伊朗德黑蘭、土耳其伊斯坦布
爾和泰國曼谷舉行。2013年，海口加入亞洲市長論壇，並被選定
為2014年亞洲市長論壇第四次全體會議的舉辦地。

海口市長倪強表示，每次論壇大會的召開，都為推動城市間的
溝通交流、傳承亞洲文化、深入探討熱點難點問題、學習和借鑒
先進城市發展經驗提供了很好的機會，海口將以此為契機，加強
與亞洲城市間的交流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世強 蘭州報道）由敦煌研
究院聯合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編著的《中國敦煌莫高窟

旅遊可持續發展戰略》一書日前正式付梓出版。該書通過環境研
究、遊客訪問分析、物理評估、遊客流動模擬模型開發和遊客管
理系統，探尋自然和人類對文物退化的影響，為遊客提供良好的
參觀體驗，並為其他因旅遊增長而面臨劣化的遺產地提供參考。

敦煌出書探旅遊可持續發展
甘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銳、通訊員 蔣春霞 四川報
道）為適應汽輪機向更大容量方向發展的趨勢，由東方

電氣集團東方汽輪機有限公司研發的350噸高速動平衡試驗台前
日竣工投運，順利完成首根產品轉子試驗。該平台投資1.75億元
人民幣，建設周期近三年，為世界最大等級高速動平衡平台，有
多項指標達到世界第一。
據悉，高速動平衡試驗是汽輪機轉子製造的最後一道工序，它
相當於轉子的「醫生」，通過轉子在試驗台高速旋轉，測量振
動，檢測並修正轉子的不平衡狀態，從而降低現場機組振動水
平，提高運行安全性和穩定性，延長使用壽命。

投運全球最大高速動平衡試驗台
四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瑞雪 哈爾濱報道）海
南航空將於12月1日起，開通黑龍江哈爾濱至海

南三亞直飛航線，飛行時間較之前經停航班節省2小時，每天一
班。這是目前唯一一條哈爾濱直飛三亞航線。據悉，該航班全程
飛行時間約5小時，航班號為HU7051/2，使用空客A330-300豪
華寬體客機執飛，設有頭等艙32座和經濟艙259座。

哈爾濱下月可直飛海南三亞
黑龍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艷芳 廈門報道）藏於「深
宮」的部分珍貴文物今後將從北京故宮博物院遷移至福

建廈門鼓浪嶼外國文物館展出。據悉，目前故宮博物院還沒有條
件設置專門針對外國藏品進行展示的區域，大量外國文物長期儲
存於庫房中，無緣與廣大觀眾見面。此次與鼓浪嶼合建外國文物
館，可以讓這些藏於「深宮」的珍貴文物找到一個氣質相宜的展
覽空間，更好地發揮文物的價值。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近日在廈門表示，這是故宮首次在地方

設立博物館。此前，北京故宮博物院與廈門市人民政府在廈門簽
署了《共同籌建故宮鼓浪嶼外國文物館》的合作協議。

鼓浪嶼與故宮合建外國文物館
福建

山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忠 山西報道）
廣東珠海市一間環保
科技有限公司昨日在
山西展示會上，推介
其研發的鈦瓷膜清潔
技術產品，幾瓶特殊
的清潔劑，一台電磨
輪，不用一滴水，一
輛原本髒兮兮的私家
車在兩名青年的熟練
操作下，用了不到
16 分 鐘 便清潔一
新。
該公司技術員說，鈦瓷膜清潔技術是珠海市聯達環保科技公司與韓國科技
人員共同研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系列環保清潔能源產業項目中的一個單
品。相關項目產品可用於飛機、高鐵車體、玻璃幕牆、太陽能面板等項目的
清潔，不僅成本極低，且清潔過的物體不易沾染灰塵，是一款真正意義上的
節能環保技術產品。
該公司董事長、廣東珠海市政協委員在提案中多次提及節能環保問題。他

說，以北京市2013年為例，僅私家車的保有量就達到298.2萬輛，以每輛車
洗一次用15公斤水，半個月洗一次車，一年便要用水108萬噸，「太可惜
了！」他續稱，這僅僅是北京私家車，全國車輛加起來浪費的水資源那就更
驚人了，這更加堅定公司對節能環保科技項目投入的信心。

無水清潔劑受寵展示會

山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 山東報道）從台灣旅遊歸來的時紹宇，成

為了山東省濟南口岸第50萬名出入境旅客。記者自濟南市政府與濟南邊
檢站聯合召開的發佈會上獲悉，今年，濟南口岸出入境流量首次突破50
萬大關，同比增長75%。目前，濟南、青島兩市正在積極申請72小時過
境免簽政策，如獲通過，今後外國旅客可在無簽證情況下在山東停留72
小時。
據濟南邊防檢查站介紹，今年，濟南口岸先後新開通了濟南至泰國甲米、新

加坡等多條國際直航航線和至柬埔寨的中轉航線，目前，該口岸共有至香港、
澳門、韓國首爾、濟州島、日本大阪、泰國曼谷、普吉島、台灣等7個國家和
地區的12條國際航線。據濟南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耿建新介紹，今後要開通濟
南到歐洲和大洋洲的航班，明年，濟南到歐洲和美國有望實現直航。
目前，內地有北京、上海、廣州、成都、重慶等十多個72小時過境免簽

城市。

濟南力爭72小時過境免簽

天津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達 明
天津報道）內地
城市管理工作矛
盾多，城管人員
與市民衝突經常
見諸媒體。為破
解城管難題，天
津市建立起一支
市民組成的「城
管 文 明 督 導
隊」，活躍在大
街小巷，配合城
管人員開展城管
執法活動，收效
甚佳。
據了解，這些督導隊員全部由普通民眾組成，自願報名參加，業餘時間上
崗。隊員包括天津當地民眾、外來務工人員甚至在津居住的外國人。3年來，
這支隊伍已發展到1,700多支分隊、20,000多名隊員，並帶動身邊13萬市民
參與督導。
督導工作的範圍包括環境秩序、文明交通、私搭亂蓋、隨地吐痰、亂扔垃
圾、非法擺賣等等。督導的方式包括宣傳、講解、勸導、調解和監督等。督
導隊的工作在城管執法者與被執法者之間形成了「潤滑劑」，化解了許多矛
盾，一些城管執法中常見的難題也迎刃而解。

市民任「城管」化解執法衝突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區常青街
道昨日為轄區12名生日的空巢老人舉辦集體生日會，同時送上
「愛心對接卡」，卡上記載着義工的相關信息和聯絡電話，便於
老人在需要時進行求助，義工還會定期上門為空巢老人提供衛生
清潔、保健諮詢等服務。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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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義愛心團隊中建三局分隊隊員為重
慶留守兒童畫像。 許甜甜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 都勻報道）從貴州省貴陽市至

廣東省廣州市的貴廣高速鐵路（下稱「貴廣高鐵」）將於下月

通車運行。屆時，從貴陽至廣州的車程用時將由原來的20小時

縮短至5小時。業內預估，珠三角區域的潛在客源將帶動入黔

遊市場規模的迅速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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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波張建波

■■從貴陽北站出發的多條鐵軌伸向遠方從貴陽北站出發的多條鐵軌伸向遠方。。 本報貴州傳真本報貴州傳真

■■2626國市長出席亞洲市長論壇國市長出席亞洲市長論壇。。 安莉安莉攝攝

■城管文明督導隊員在制止街頭不文明行為。
天津市文明辦供圖

■技術人員展示鈦瓷膜清潔產品。 本報山西傳真

安徽空巢老人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