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新疆絲綢之路文化創意產業博覽
會昨日在新疆國際會展中心開幕，本屆文博會設有14個展區，共有來
自國內外的210家文化企業參展，其中文化藝術產品及創意展，絲綢之
路服裝、服飾設計展，非物質文化遺產展，動漫產業展，經典新疆特色
文化產業展等展區內容豐富。圖為文博會現場的森巴舞表演。 中新社

新疆文博會熱舞

A13 中國新聞地方視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瑋燦 上海報道）記者日前從長三角
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第二次工作會議獲悉，環境保護部

將在上海設立長三角區域空氣質量預測預報中心。目前該中心正在建設之
中，一期工程將於明年年初完工，並計劃用2至3年的時間全面建成。屆
時，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將共享空氣質量監測數據，預報區
域性空氣質量變化趨勢，對長三角地區大氣污染實施聯防聯控。

將設長三角空氣質量預報中心
上海

隨着中原崛起步伐的加快，河南先後建設的綜合保稅區、出口
加工區、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平台、汽車整車進口口岸、進口

肉類指定口岸等，已經為中歐國際物流樞紐建設奠定基礎。在近
日舉辦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中歐鐵路運營與通行研討會及中歐陸上
貿易走廊經貿交流會上，來自途經中歐物流通道的歐亞大陸國家
物流運輸界的高管們也紛紛看到商機，並有意參與中歐物流樞紐
的建設。

完善鐵路運輸體系優勢
鄭州市副市長薛雲偉說，與內地眾多樞紐城市相比，河南將脫穎

而出。鄭州擁有亞洲最大的鐵路貨運編組站，是內地鐵路的交匯中
心。鄭州市把綜合交通體系的建設作為城市發展的基礎，吸收了所
有城市的發展經驗。鄭州擁有功能齊全的設施，並不斷創造更好的
服務環境，在轉關方面、車輛的銜接方面、集裝箱管理方面，使鐵
路運輸體系更完善，更有效率，時間成本降得更低。河南作為內地
重要的交通樞紐，具有建設物流樞紐的良好條件和優勢。
有關專家表示，目前山東青島、江蘇連雲港等中國港口城市的發

展已經遇到瓶頸，無論從國家政策支持力度，還是固定資產投資和
勞動力成本與時間成本而言，
內陸地區已經成為下個時期發
展的重心。而以河南為中心的
物流通道的建設已經上升為國
家戰略，將會與港口城市產生
互相的聯動效應，進而大大提
高效率。河南在成為連通境內
外、輻射東中西樞紐的同時，
也將快速發展，並從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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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宇 鄭州報道）按照

國家絲綢之路的統籌安排，河南省的鄭州、洛

陽作為當地物流的主要通道城市，已被列入中

國國家絲綢之路經濟帶規劃的重要節點城市。

目前，河南省正積極部署成為驅動世界物流的

雙樞紐戰略，利用自身「天地之中」的區位優

勢，構建鄭州亞太物流中心，聯合盧森堡的歐

美物流中心，打造覆蓋全球的航空貨運網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蘇桓稼 銀
川報道）作為中國向中東及阿拉伯國家開放
的橋頭堡和絲綢之路經濟帶重要節點省區，
寧夏基於自身地處內陸，不沿邊、不靠海的
區位特點，以及發展外向型新經濟的戰略考
量，全力架設「空中絲綢之路」和「互聯網
絲綢之路」，打造面向中東和穆斯林地區的
門戶樞紐，建設面向阿拉伯國家的跨境電子
商務平台，形成中阿合作新的戰略增長點。
該計劃一是開通國際航線，正在形成承東
接西、連接南北的空中通道。寧夏機場公司
黨群部部長張銀山說，目前銀川至迪拜的航
線已開通。以此為重點，寧夏計劃採取從上
海、北京、溫州、鄭州、義烏出發經停銀川
直飛迪拜的方式，或銀川出發經停烏魯木齊
等地飛往迪拜的方式。

河東國際機場擴建升級
二是擴建機場，完善基礎設施。今年8
月，銀川河東國際機場三期擴建工程跑道加
長動工。擴建後，河東國際機場飛行等級可
提升為4e級。
三是發展航空產業，做好服務配套。銀川
市政府與北京通用航空雙方將在通用航空製
造、產業園建設等方面展開全產業鏈合作。
同時，「互聯網絲綢之路」也在全力建設
中。目前，中衛市西部雲基地數據中心基礎
設施配套已基本完善，一批互聯網企業正洽
談在此建設數據中心。中興集團和銀川市合
作建設的銀川中興大數據中心也已開工建
設，並與阿聯酋簽訂了2020年迪拜世博會數
據處理等信息業務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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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建亞太物流中心
打造中歐雙樞紐 覆蓋全球貨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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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實施交通新例引抱怨
眾多車主被一次過扣光分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

臻瑜 廈門報道）福建近日
開始執行「全省範圍內被電子監
控拍到的交通違法行為將恢復記
分（扣分）」新規，堪稱「史上
最嚴抓拍」。眾多車主應接不
暇，僅規定執行首日，便有數十
輛車車主被一次過扣光12分。

據廈門市交警通報，截至新規
定執行的首日晚上8時，廈門就
有6,119起交通違法被攝像機拍
下，共記8,283分。消息發佈後，引起部分車主質疑，出租車（港稱的
士）司機更是怨聲載道稱，新規不僅治堵無力，更使城市道路交通變
緩，「十二月開始兩天就遲到兩次。」一位車主抱怨稱。

此外，新規執行首日即遭遇周一早高峰，僅福州早高峰便延長一個
多小時。民眾反映雖然市區道路闖紅燈、切線等違法現象減少了，但
司機害怕違法減速開車，也令上下班高峰更為擁堵。車主陳先生直
言，在道路標誌標線，及限速設置還未合理完善的情況下，就「上
馬」新規，讓車主行車「雷區重重」，大呼「分扣得很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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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推「拆遷補償」新制
嚴禁暴力斷水逼遷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尤丹丹，通訊員 王小強、井坤
山東報道）隨着城鎮化建設腳步逐漸加快，「房屋拆遷」成
為大眾關注的焦點問題。《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
償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將於明年3月1日正式施行。
《條例》將禁止政府違法實施行政強制拆遷，以及採取暴
力、威脅，或者違反規定中斷供水、供熱、供氣、供電和道
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徵收人搬遷；並將取消行政機關自

行強制拆遷，補償在先，搬遷在後的行為。
與舊有城市房屋拆遷制度相比，新條例明確了補償標準、啟用優

先住房保障和最低補償面積相結合的補償方法，同時明確了法律責
任。雖然《條例》保持了山東省拆遷條例確定的拆舊補新標準，但
考慮到實際操作中被徵收住宅房屋等條件不盡相同，若採用「一刀
切」有失公平，因此在原有基礎上，《條例》規定被徵收住宅房屋
的補償由房地產評估機構評估確定：以新建商品房市場價格為基
準，對不同條件的被徵收住宅房屋適當向下找差，體現出不同住宅
房屋的補償差異，防止造成補償不平衡。從實踐來看，各地最低補
償標準一般設定為新建商品房市場價格的9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為進一步深化
「法制通城行動」嚴管停車秩序，深圳市交警局日前啟動停車

秩序嚴管整治試點工作，通過在福田、羅湖兩區劃設停車秩序嚴管區
域、加大路面巡查和勸導力度等一系列措施，對深圳全市停車秩序進行
嚴管整治，嚴重違停車輛或將面臨重罰。
據悉，深圳交警將初步在福田、羅湖部分區域開展初步試點工作，具

體範圍為東起寶安路（含），西至新洲路（含），北起北環大道、泥崗
路（含），南至深港邊界所包含區域。

嚴懲違例泊車
深圳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牛琰 江西報道）江西省發改委
近日針對省級經營服務性收費清理工作發出通知，江西將建立

涉企收費清單制度，重新評估進入省級收費清單的收費標準，下調企業
反映過高以及收費體量過大、實際服務成本較低的收費標準。
經過審核確認的收費清單，列明收費項目、收費標準、收費依據、收

費對象、服務標準、監管責任等，通過政府門戶網站、有關媒體等將予
以公開。

將下調涉企過高收費
江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崔國清 蘭州報道）淘寶網「特色中
國—甘肅館」線下館近日在蘭州正式開館，該館實現了線上

交易與線下交易的全面融合，亦成為目前內地規模最大的電子商務實體
體驗館。
該館佔地2萬平方米，包括敦煌文化主題館、飛天劇場、多功能演藝

廳、蘭州館、甘肅養生館、華夏藥庫館、清真食品館、河西葡萄酒廊等8
大主題館。線下館產品涵蓋蘭州百合、苦水玫瑰、藥都三寶（當歸、黨
參、黃芪）等共5,000多種。消費者只需掃描產品二維碼即可輕鬆下單購
買，所有交易都在互聯網上。

最大電子商務館蘭州開館
甘肅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圖們 內蒙古報道）中航工業通
用飛機公司和內蒙古交通投資公司最近正式簽訂戰略合作協

議，共同出資成立內蒙古民航資產管理公司。未來，內蒙古民航資產管
理公司將憑借「小機型、小機場、小航線、低成本」等特點，有效解決
偏遠地區居民日常出行和經濟往來不便的問題，滿足各盟市基本航空需
求，推進全區的民生航空事業發展。
新公司的業務將涵蓋CCAR-91、CCAR-135、CCAR-141、CCAR-121
部所有業務，主要包括支線運輸、商務飛行、航空短途客貨郵運輸、空
中出租車、草原巡護、航空旅遊、飛行員培訓、航空器維修等。

民航資產管理公司成立
內蒙古

湖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湖南報道）國務院日前下發通知，
向社會公佈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的入選項目
名單。湖南省共19個項目入選，其中新入選項目8項，擴展項目11
項。
據悉，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公佈名單共

306項，湖南省共申報項目30個，其中19個項目入選。至此，湖南
省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在原有99項的基礎上，新增到
118項。
湖南新入選的8個項目分別是：蘇仙傳說（郴州市蘇仙區）、盤王

大歌（江華瑤族自治縣）、土家族民歌（湘西自治州）、漁歌（洞庭
漁歌）（岳陽市）、瀏陽文廟祭孔音樂（瀏陽市）、棕包腦（洞口
縣）、湖南漁鼓、梅山武術（新化縣）。

19項目入選國家非遺

四川
香港文匯報

訊（見習記者
周盼 成都報
道）由四川省
旅遊局主辦的
「行南絲綢之
路．遊大熊貓
家鄉—歐洲熊
貓粉絲四川探
親之旅」啟動
儀式近日在四
川成都大熊貓
繁育研究基地
隆重舉行。啟
動儀式上，一對來自比利時的老夫婦向現場嘉賓們視頻展示了他倆
35年來，收藏的2,000餘件熊貓題材的各式藏品，並欣然接受了組委
會贈送的蜀錦熊貓畫。
據悉，歐洲大熊貓粉絲招募活動將於12月15日開始，至2015年1
月31日結束。活動將從大熊貓旅居國的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六國
分別進行選拔後，招募兩名熱愛中國、喜歡熊貓、渴望到四川來旅遊
的「熊貓粉絲」與相關專家和文化名人攜手，並邀請中央電視台、新
華社、BBC、法新社等境內外知名媒體記者約40人，組成大型自駕
團，於2015年4月從歐洲出發，歷時兩個月，先後經英國、西班牙、
法國、比利時、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希臘、土耳其、伊朗、巴基
斯坦、印度、孟加拉、緬甸等十四國，行程兩萬公里，最終抵達四
川。

歐洲大熊貓粉絲招募月中展開

貴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博 貴陽報道）貴州黔中生態茶交易中心
近日成立。該中心將運用大數據、金融手段及互聯網思維完善黔茶產
業鏈，加速黔茶交易速度，目標直指2017年完成線上線下年交易額
達500億元人民幣。
黔中生態茶交易中心總經理李宏說，該中心將依托電子交易平台，

通過價格發佈、掛牌拍賣、企業融資等方式，把握茶葉資源的市場配
置權和茶葉行業話語權，引導貴州和其他區域的茶葉交易逐步向集
中、規範、統一的交易方式轉型。
新組建的黔茶投資控股集團董事長汪健說，限制黔茶產業發展最大

的問題有三個：缺少大型龍頭帶動企業、種植面積大但銷售終端弱、
缺乏大的資本和金融平台助推。如果茶交易中心能幫助生產企業進行
產業鏈融資、擴大規模，打響品牌，更多的本地品牌茶在貴州直接向
全國銷售，就可以全面提高貴州茶的附加值。

黔中生態茶交易中心開幕

■責任編輯：譚月兒 2014年12月7日（星期日）

■各國專家為中歐物流樞紐建設出謀劃策。
本報河南傳真

■鄭歐班列。 本報河南傳真

■■銀川河東國際機場三期擴建工程項目建銀川河東國際機場三期擴建工程項目建
築工人正在架設航向台天線陣築工人正在架設航向台天線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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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大唐敦煌縣令」墓出土
現罕見胡人俑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熊曉芳 西安報
道）考古人員近期在陝西
華陰市境內發現一座唐代
夫妻合葬墓，墓主宋素為
唐高宗時期敦煌縣令，墓
葬出土了當地唐墓罕見的
胡人俑、陶駱駝、陶馬等
精美隨葬品70餘件，或為
官方製造。專家認為，該
墓的發現為研究絲綢之路文化交流歷史提供了資料。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呆運說，該墓葬為斜坡道單室磚券的
夫婦合葬墓，坐北向南，整體長約16.5米，深4.5米，主要由墓道、甬
道、封門、墓室組成。除了頂部被村民打地基時打破，墓室基本保存
完整。

墓中發現墓誌一合，青石材質，上書「大唐故沙州敦煌縣令宋君墓
誌銘」。蓋為方形盝頂，四周立沿為素面拋光，四神雕刻細膩逼真。

■廈門交通燈街口設置了密密麻麻
的攝像頭。網上圖片

■陝西「大唐敦煌縣令」墓出土罕見胡人
俑。 本報陝西傳真

■永順縣土
家族村民表
演土家族擺
手歌。
網上圖片

■比利時「超級熊貓迷」夫婦接受組委會贈送的蜀
錦熊貓畫。 本報四川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