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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彭水實施「扶貧特派員」制度
改善基礎設施 助農民脫貧致富

彭水縣鹿角鎮水麻村是武陵山區
典型的貧困村，因為交通不便，環
困縣，
困縣
，有 150 個貧困村
個貧困村，
，貧困人口超過十萬
貧困人口超過十萬。
。為實施精準扶貧
為實施精準扶貧，
，彭水縣率先推
境惡劣，全村 232 戶中有一半以上
都陷入貧困，220 名青壯年勞動力
出「扶貧特派員
扶貧特派員」
」制度
制度，
，派出一批年輕幹部駐村扶貧
派出一批年輕幹部駐村扶貧，
，幫助農民脫貧致富
幫助農民脫貧致富。
。
有 115 人外出務工，留守村寨的僅
剩老弱病殘。32 歲的張芳菲是彭水
縣農委的一名年輕幹部，2013 年 4
月開始擔任水麻村的「扶貧特派
員」。
入村後，他充分利用「扶貧特派
員」的政策優勢，為水麻村爭取整
合扶貧資金超 800 萬元，帶領當地
村民修路、修飲水池，改善基礎設
施。為督促修路工程盡快通車，張
芳菲常常住在村裡，一個月也難得
回一次家。僅一年多時間，水麻村
▲ 重 慶 彭 水 縣 村 就完了成 11.7 公里的道路硬化，基
民協力修路。
本實現公路通村到戶。
本報重慶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袁巧 重慶報道
重慶報道）
）重慶彭水縣是武陵山區的國家級貧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慶祝大會現場。
記者霍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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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產業空白地」局面

為幫助村民把辣椒、紅薯賣出
去，張芳菲主動帶領村幹部和村民
到效益好的農村合作社考察，希望
借助產業讓水麻村走出貧困。多番
◀ 彭 水 縣 紅 薯 豐 努力下，終於引入永清紅薯專業合
收，畝產上萬斤。 作社等 4 家企業進村發展「訂單農
本報重慶傳真 業」。為說服在家村民發展規模種

發掘商代環屋建築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
道）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昨日公佈，經過
連續三年考古發掘，在陝北清澗縣辛莊遺址發現一
座規模宏大、形制獨特的宗教禮儀建築群，具有西
藏拉薩布達拉宮的外貌特徵。
據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種建榮介紹，辛莊
遺址位於無定河下游支流川口河上游辛莊村東山
（老爺蓋）上，總面積約 10 萬平方米，內涵以商代
晚期遺存為主。目前已發現該建築群基址，及其它
的房屋、灰坑與墓葬等遺跡，出土了陶器、石器、
骨器、銅器等商代晚期重要文物。
值得關注的是，在遺址第二層枱面中部發現寬敞
門道，門道地面構建講究，橫鋪有寬約 0.15 至 0.2

陜西

山東

米不等的木地板，可能出於固定木地板的需要，兩
端縱置有類似「地腳線」的方木痕跡。在東側二層
迴廊南部室內也鋪設遺跡清楚的木地板，鋪設的形
式和結構與門道木地板相同。專家表示，這是中國
最早的木地板，也是目前發現規模最大的、鋪木地
板的大型建築。
專家認為，辛莊遺址是進一步認識陝晉高原地區
商代考古學文化面貌特徵、生活習俗、經濟形態的
重要資料。近來考古發現的建築設施和農業生產工
具，將顛覆中國北方早期青銅文化屬於草原牧業文
明的傳統觀念。尤其是此次發現的重樓環屋式建築
群，顯示中國古代建築的顯著成就，應在古代建築
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甘肅嘉峪關城

便民措

天津出入境自助發證
辦理僅需 30秒

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
道）19 日，天津市公安局開通出入境
證件自助發證服務，居民可憑本人二
代身份證 24 小時自助取證，整個過程
僅需 30 秒。據介紹，天津此次先期投
入 8 台自助發證機，每台發證機可一次
性存儲 800 本出入境證件，具有存儲量
大、取證速度快等特點。

港澳旅遊參訪
團遊覽甘肅嘉
峪關城。此
前，三地簽署
協議，確定共
推互為旅遊客
源地和目的地
項目建設。
記者肖剛 攝

安徽

響水澗電站獲最高榮譽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實習記
者 胡心玥 合肥報道）日前，2013 至

2014 年 度 國 家 優 質 工 程 獎 正 式 公 佈 ， 安 徽 省
「861」重點工程項目——蕪湖響水澗抽水蓄能電
站憑借其國內領先的工程質量和施工水平，榮獲
我國工程建設質量方面的最高榮譽獎。
作為我國第一座主輔設備全面國產化的抽水蓄能

電站，響水澗抽水蓄能電站於 2007 年開工建設，
2011 年底首台機組投入運行，2012 年底 4 台機組全
部建成投產。響水澗電站總裝機容量 1000 兆瓦，採
用可逆式水泵水輪機—發電電動機組，是一座日調
節純抽水蓄能電站。電站主要用於電網系統調峰、
填谷、事故備用等，緩解系統嚴重的調峰矛盾，提
高供電質量，為電網安全運行提供保證。

引進黑觀音玉米開發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徵兵、唐
琳 南寧報道）近日，國家二號植物
保護品種——黑觀音玉米開發項目正式落戶廣
西，記者從當天的新聞發佈會上獲悉，以此為
契機，廣西將建 200 萬畝標準化有機食品基
地，發展綠色農業，促進傳統農業的轉型升
級。
據悉，黑觀音玉米是繼雜交水稻後的國家二
號保護品種，表皮黑色沉積層，富含原花青素
（OPCs）珍貴活性物質，含量為 0.42%，是
目前已知含原花青素最高的作物，是具有保健
功能的系列食品的原料。作為該項目的引進
者，廣西富滿地集團董事長廖肖坤表示，種植
黑觀音玉米不使用化肥、農藥，可改良土壤，
淨化水源，使因使用化肥農藥而被污染毒化的
土地在種植黑觀音玉米後恢復土壤活力。
目前，廣西仍以傳統農業為主，農民人力勞
作是耕地的主要方式。而此次引進的黑觀音玉
米項目全部為機械化生產，科技含量高，擺脫
了原有的牛耕方式。廖肖坤透露，該項目經運
作兩年，年預計產值可達 42 億元，利潤達 28
億元以上，同時可改良 50 萬畝以上退化土地，
將促進廣西傳統農業的升級轉型，對廣西乃至
全國、東盟農業產生巨大影響。

廣西

今日頭條

雲南怒江州慶成立 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霍蓉 怒江報道）
今年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就獨龍江公路隧道
貫通作出重要批示的雲南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於 12 月 19 至 21 日迎來 60 周年州慶暨
2014 傈僳「闊時」文化旅遊節。20 日，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成立 60 周年慶祝大會暨
2014 年傈僳「闊時」文化旅遊節慶祝大會
開幕式。
雲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處滇西北中緬
邊境，國境線長 449.467 公里。是中國進入
「兩亞」、溝通「兩洋」、連接「歐亞」大
開放格局中距離最近的陸路新通道。然而在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橫跨怒江只能靠索道，
整個自治州沒有一寸公路，沒有一座橋樑。
而今，獨龍江公路隧道通車里程達 5000 多
公里，天塹變通途。
經過 60 年的艱苦奮鬥，自治州人民告別
過去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農業刀耕火
種，工業一片空白的生活狀態，形成了水
電、礦產、生物、旅遊等優勢突出、特色
鮮明的產業體系。2013 年與 1953 年相比，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822 倍，地方財政收入
增 長 1789 倍 ， 農 民 人 均 純 收 入 增 長 260
倍。
州慶期間，是傈僳族過新年「闊時」節，
怒江人民進行了傳統的祭祀祭祖、傳統釀
酒、手工搾核桃油、漆油、「三大調」、射
弩、篝火晚會等傳統民俗禮儀活動。其中，
中央民族歌舞團與怒江州民族文化工作團攜
手，在慶祝大會上進行文藝演出，匯集傈僳
族、獨龍族、怒族、普米族、蒙古族、藏
族、朝鮮族、維吾爾族、回族等民族同胞，
載歌載舞為怒江州慶祝生日。同時，中央民
委向怒江州民族中學、實驗小學、蘭坪一
中、貢山一中、怒江州瀘水縣六庫鎮中學捐
贈了30萬元的圖書。

植，張芳菲挨家挨戶做思想工作，
帶頭種植 120 餘畝辣椒，並鼓勵村
組幹部先做表率，最終帶動全村
220 戶村民加入，讓原本死氣沉沉
的水麻村一下「活」了起來。
目前，水麻村共發展「訂單」辣
椒 280 畝，種薯基地 100 畝，「訂
單」茯苓 10920 床（窖），魔芋 50
畝，發展蜜蜂 200 群；建成規模示
範 4 個，產業覆蓋到戶率達
92.5%，促成種養大戶 5 戶，打破
了水麻村「產業空白地」的局面，
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到每年 6716
元，比 2011 年增加近 2700 元。水
麻村村長張世其說，「扶貧特派員
幫助村裡發展產業，農產品能賣錢
了，年輕人留在農村也有了出
路。」

出台首個劇場地方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實習記者 趙銳 山東報
道）山東省劇場地方標準——《劇場等級劃分與評定》日
前發佈。據山東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副局長谷源強介紹，此
標準是全國劇場行業的第一個地方標準，填補了國內劇場
行業評價標準的空白，對於促進劇場運營實踐和理論研究
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該標準將於 2015 年 1 月 15 日正
式在山東省全面推廣，屆時將通過分及考核，以掛牌認定
的方式對劇場進行等級評價。
據悉，山東作為文化大省，劇場保有量處於全國第四
位，劇場規模和設施、設備水平均居全國前列。目前已形
成了全國領先的區域化劇場網絡，構建了高水平的公共文
化服務和演藝產業發展的平台。但同時亦存在缺乏成熟的
經營管理模式、劇場經營管理人才不足、行業項目信息不
對稱、演出消費市場不夠活躍等問題。谷源強進一步介
紹，此次標準的出台，有利於將標準化的量化思維引入到
山東省演藝行業的研究和實踐中來，提高劇場的市場競爭
優勢，消除行業壁壘、形成劇場聯盟，從而有效推動山東
演藝產業的優化升級，提升劇場公共文化服務功能，進一
步活躍演藝市場。

■山東省會大劇院歌劇廳。

新疆

本報山東傳真

南疆鐵路將跨入電氣化時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經過數萬名鐵
路建設者歷時 7 年的艱辛建設，新疆南疆首條電氣化鐵
路，全長 334.1 公里的新疆南疆鐵路吐庫二線將於年底通
車，屆時烏魯木齊至庫爾勒間的列車運行時間將從目前的
12小時縮短到5小時左右。
日前，南疆吐魯番至庫爾勒新增二線(簡稱「吐庫二線」)
伯信特 110 千伏牽引變電所率先一次送電成功， 標誌着南
疆鐵路吐庫二線電氣化牽引供電工程主體工程完工並開始
送電，進入最後衝刺階段。
南疆鐵路吐庫二線自蘭新鐵路吐魯番站接軌，經托克
遜、和碩、焉耆等縣市至庫爾勒市，吐庫二線共建 8 座牽
引變電所，擔負着電氣化鐵路的供電任務，被喻為電氣化
鐵路的「心臟」。牽引變電所受電成功後將按照計劃，為
電氣化接觸網送電並進行帶電熱滑檢測試驗，完成電氣化
測試後，新疆南疆鐵路將由內燃機車時代跨入電力機車時
代。

內蒙古

鄂爾多斯企業助河北治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鵬宇 內蒙古報道）為協助河北
治霧霾，內蒙古鄂爾多斯億利資源企業將參與「APEC
藍」成常態化此項戰略合作，包括運用億利「微煤霧化」
煤炭清潔利用技術，創新 BOO 商業模式，在河北實施
20000 蒸噸的傳統鍋爐改造項目，3 年改造河北 1/3 的傳統
鍋爐；引進億利庫布其生態經濟模式，建設「京張冬奧會
生態與光伏迎賓走廊」工程；在 3 年內環首都圈實施 500
萬畝左右造林綠洲工程。鄂爾多斯億利資源是一家致力於
從沙漠到城市生態環境修復的國家重點企業。26 年來，修
復沙漠生態和土地 1 萬多平方公里，包括內蒙古庫布其、
新疆南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