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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超任寧夏自治區副主席

A16 中國新聞地方視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貴陽報道）貴州省
貴陽、遵義、安順（簡稱「貴遵安」）三市民眾收

到新春「大禮」。從2014年12月20日零時起，貴遵安三地本
地電話網正式併網升位。此舉將惠及三地1700多萬電話用
戶，各通信企業每年將讓利群眾電話資費4億元。
貴州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長郭智翰表示，貴遵安三市毗鄰，三

市電話總用戶數佔全省的一半，且三市人員往來、文化交流一
直比較密切，異地置業較為普遍。隨着黔中經濟區一體化的逐
漸形成，三市人員往來、經濟協作發展將進一步增強。三地實
現通信資費同城化將有效降低社會和商務交流成本、縮小中心
城市和中小城市間的發展差距，並使招商引資環境和通信網絡
設施得到改善。

貴遵安通信資費同城化
民眾年省四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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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頭
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董曉楠、
王曉輝 湖南報道）前日，衡陽南
嶽機場正式通航，首飛北京南苑
機場，每天一趟航班往返。此後
將陸續開通至上海、海口（或三
亞）航線。據悉，這是湖南省繼
張家界、常德、永州、懷化機場
後投入運營的第5個支線機場，填
補湘中南地區民用航線空白。水
陸空立體交通網絡的構建將為湖
南外向型經濟發展助力。
衡陽南嶽機場有限責任公司董
事長、總經理袁勇告訴記者，南
嶽機場按滿足年旅客吞吐量45
萬人次、貨郵吞吐量1600噸目
標設計。未來視情況開通國內旅
遊城市對點航線，及依托衡陽綜
合保稅區申報國際航線，通航後
衡陽實現一座機場、一條千噸級
航道、8條高速、9條鐵路的立
體式交通網絡，全面對接華北地
區、長三角、環渤海經濟圈，將
強化衡陽作為長株潭經濟走廊的
作用和在湘南承接產業轉移示範
區中的地位。

半年內推旅遊免票優惠
衡陽市旅遊局局長向前告訴記
者，從航線開通之日起至2015年
12月31日，乘坐南嶽機場航班的
遊客三天內憑登機牌和本人身份
證可享受南嶽大廟門票免票優
惠，至2015年5月31日，可享受
全市除南嶽外所有國家A級旅遊
景區門票免票優惠，入住旅遊星
級飯店，在協議價的基礎上，還
將享受房價減免15%和餐費8折
的價格優惠。今年預計全市接待
國內外遊客4420萬人次，實現旅
遊綜合收入26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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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遼寧啟陸海聯運大通道
大降貨運成本 實現雙向高效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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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蕭山國際機場
出入境客流破3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通訊員 朱建美 杭州報道）22
日，搭乘港龍航空KA620航班
的鄧智傑先生成為蕭山國際機
場2014年第300萬名出入境旅
客。杭州蕭山國際機場有限公
司在國際航站樓向鄧先生頒發

了紀念證書。鄧先生是香港人，從事金
融業的他在杭州有業務往來，每年在香
港、杭州兩地間至少往返十多次。

至此，蕭山機場成為內地第4個年
出入境客流量超300萬人次的航空口
岸。記者了解到，目前有33家中外航
空公司參與杭州機場的國際、地區航
線運營，34個航點覆蓋了全球16個國

家和地區，形成了輻射東亞、東南
亞、東北亞地區，連接歐洲、非洲的
國際(地區)客運航線網絡。杭州機場相
關負責人表示，現在每周進出港國際
(地區)航班超過420架次。明年，蕭山
機場將繼續開闢新航線，杭州至北美
的航線也在醞釀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辛鵬 新疆報道）新疆
生產建設兵團首家國家級高新區——石河子高新

技術開發區，日前在石河子南山新區正式掛牌成立，由此打
破了兵團沒有國家級高新區的歷史，成為繼烏魯木齊國家高
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昌吉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之後新疆
第三家國家級高新區。
升格後的兵團石河子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主體區域

為原石河子南山新區，管轄面積約189平方公里，包括核心
區0.2596平方公里、北工業園31.2平方公里、新材料園20.3
平方公里，南山新區137平方公里。
根據石河子市產業規劃，未來五年，石河子高新區將「以新

材料、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三大產業為戰略引擎；以現代農
業、現代紡織兩大傳統產業為優勢補充；以現代服務業為重要
支撐的『321』現代產業體系」，全力打造天山北坡經濟帶創
新增長極。
作為石河子市拉動城

市空間、集聚高新技術
產業集群而開發的低碳
示範新城的拓展區域，
石河子國家級高新區還
將建立集科技研發、製
造、孵化器等五大基礎
科技發展平台，及兵團
軟件園、兵團數據交換
中心、兵團大數據中心
等科技研發基地。

兵團首個國家級高新區成立
新疆

黑龍江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夏瑞雪 哈爾濱報
道）12月22日，由黑
龍江省委宣傳部、黑龍
江省法院聯合組織的首
屆「龍江最美人物」法
官系列評選活動結果揭
曉，韓雪等10位法官
獲此殊榮，另有10位
法官獲得提名獎。
本次評選活動由群

眾投票與專家評審投票共同組成，其中社會群眾投票結果佔60%權
重，專家評審佔40%。黑龍江省法院在黑龍江省法院網、官方微博、
微信開設專欄，將每位候選法官的先進事跡、人物通訊等內容向公眾
發佈。10月20日，黑龍江省網絡廣播電視台開通網絡和手機投票平
台，啟動群眾投票。據統計，截至11月3日，網絡平台與手機平台總
票數達720餘萬，全省共計72萬餘人參與投票。
據了解，本次評選活動主要面向基層、執法辦案一線，旨在通過活

動開展，展現「為民、公正、清廉、奉獻」的「龍江法官之美」，讓
群眾走進和了解法官群體，以便更加關注和支持法院工作。

十位「最美法官」評選揭曉

內蒙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鵬宇 內蒙古報道）日
前，由中國攝影家協會、
內蒙古旅遊局、中共興安
盟委、盟行政公署聯合主
辦的「中國·阿爾山冰雪
攝影大展」暨「第四屆中
俄蒙國際攝影節」在內蒙
古阿爾山啟幕，一百餘位
海內外攝影愛好者相聚在
此，用鏡頭記錄冰雪世
界。攝影節期間，將舉辦
中俄蒙攝影作品展、攝影
論壇和攝影大賽、國際雪雕大賽、內蒙古首屆雪地足球賽、藝術滑雪
表演賽、夢幻阿爾山聖誕狂歡夜、冰雪阿爾山林俗過大年等十餘項豐
富多彩的活動。本屆攝影節為期七個月。中國文聯攝影藝術中心主任
劉宇在開幕式致辭中介紹：「通過攝影這一手段，能夠充分反映阿爾
山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進一步擴大阿爾山的知名度與美譽度。」
當天，為期三個月的2014中國·阿爾山國際養生冰雪節正式開幕，

今年活動以「童話世界、歡樂冰雪——魅力阿爾山」為主題。依托當
地得天獨厚的冰雪資源、火山資源、溫泉資源，和天然冰雪童話世界
相融互動，阿爾山市打造冰雪觀光、休閒度假、冰雪運動、極限挑
戰、冰雪+溫泉浪漫體驗等產品，着力培育千里霧淞觀賞、十里不凍
河漂流、露天溫泉游泳、林俗文化體驗、穿越林海雪原、橫跨冰雪大
興安嶺等觀光性、體驗性經典旅遊項目。

中俄蒙國際攝影節開幕

重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日前《重慶市政府購買服務
暫行辦法》日前出台，其中指出，政府購買服務的內容突出公共性和
公益性，重點考慮和優先安排與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關的領域和項
目，購買服務項目分一般性公共服務、社會管理服務、行業管理與協
調性服務、技術性服務、政府履職所需的輔助性事項、其他適宜由社
會力量承擔的公共服務事項六類。
據了解，所謂「購買服務」，是政府直接向社會公眾提供的一部分

公共服務事項，按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備條件的社會組織、企
業機構等社會力量承擔，並由政府根據服務數量和質量向其支付費用
的公共服務供給方式。
此外，《辦法》對承接主體有明確要求，承接主體包括依法在民政
部門登記成立或經國務院批准免予登記的社會組織，以及依法在工商
管理或行業主管部門登記的企業、機構等。承接主體需在參與政府購
買服務前三年內無違法、違規記錄，年檢或年度考核合格，具有良好
的社會和商業信譽等條件。此外，承接方的具體條件由購買方主體會
同同級財政部門根據購買服務的內容確定。

政府購買服務保障民生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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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賀毓 銀川報道）12月23日下午，
寧夏回族自治區在銀川召開第十
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十四次會議。該會議表決通過了寧夏回
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關於接受張福軒辭
去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的決定，
通過了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主席劉慧提
請的人事任免議案，決定任命張超超為
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

張超超，男，漢族，1967年12月出
生，河南新蔡人，1995 年 8 月參加工
作，1987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
農業科學院研究生院農業宏觀經濟研究
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農學博士。
1995年8月至2002年3月任中國農業科
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技術
經濟與科技發展研究室副主任，所長助
理，副所長、黨委委員；2002年3月任

山東省日照市副市長；2003年4月任山
東省日照市委常委、副市長；2005年7
月任山東省政府副秘書長兼省金融服務
辦公室主任(2006 年 12 月明確為正廳
級)；2009年12月任山東省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主任；2011年5月任山東省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兼山東半島藍色經濟
區建設辦公室、省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
經濟區建設辦公室主任；2012年8月任
山東省副省長，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
任兼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建設辦公室、
省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建設辦公
室主任；2013年3月任山東省副省長，
省國資委黨委書記；2014年12月任寧
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常委，政府副主席、
黨組副書記，寧東能源化工基地黨工委
書記。現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常委，
政府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寧東能源化
工基地黨工委書記。

據悉，該項目以濰坊港和營口港
為起點，以魯、遼兩省為中心

區域，利用渤海灣水運資源，向南延
伸至海峽西岸、向北延伸至哈大齊經
濟帶，借助甩掛場站體系和陸路幹線
網絡，形成縱貫內地東部地區南北方
向千餘公里的多式聯運通路。
陸海貨滾甩掛運輸是現代綜合運

輸體系的重要表現形式，具有高
效、安全、綠色、節約成本等優
勢。貨物到達港口以後，直接由牽
引車將貨物點對點轉移至鐵路平
車，再沿鐵路幹線將貨物運送至公
路站點，最後經公路運輸將貨物運
抵目的地，從而實現了魯遼兩地貨
物的雙向高效運輸。
據了解，此設計將環渤海灣地區
原運輸模式截彎取直，通過海上通
道實現兩大港口直線連通，避免了
繞行山海關走「C」字形彎路及煙台
走煙大「D」字形航線，極大減少陸
路運距，最大限度延伸海上運輸距
離，成本優勢十分明顯。在大通道
開通初、中期，每年可為相關企業
節省運輸成本7億元左右，到中、遠
期，可為相關企業節省運輸成本20
億元左右。

濰坊蔬菜可直抵東北
目前，魯遼兩地已有近60家企業

表示合作意向。該通道的開通有效
分流了環渤海灣地區陸路運量，對
交通行業節能減排貢獻巨大，有望
發展成為我國交通運輸領域節能減
排的最大單體項目，預計每年可減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近1500萬噸。
山東濰坊是北方主要的蔬菜生產

基地，經此通道濰坊蔬菜可直抵東
北，並經歐洲集裝箱班列抵達葉卡
捷琳堡、莫斯科等俄羅斯城市。而
東北地區的糧食、木材、油料、商
品轎車等大宗貨物南運也將大大節
省成本。據悉，該項目由中國最大
的滾裝央企中國外運長航深圳滾裝
公司具體負責運營。

香港文匯報訊（實
習記者 劉芳園 海南

報道）新建海南西環鐵路工程東
方火車站於18日鋪下第一根鋼軌
和枕木，標誌着新建海南西環鐵
路工程全線鋪軌正式開始。
新建海南西環鐵路北起海口

市，南至三亞市，正線全長345
公里，設計速度 200公里每小
時，項目總投資約271億元，工
程於2013年9月全線開工建設，
是海南迄今為止投資規模最大的
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據施工單位
中鐵四局集團公司海南西環項目
經有關負責人介紹，中鐵四局集
團的自主鋪軌設備極大提升了工
程進度，預計於2015年5月底鋪
軌完畢。在聯調聯試階段後，於
2015年年底可達到運營條件。開
通運營後，預計從海口到東方僅
需一個半小時左右。

此鐵路建成後，將與已開通運營的東
環高速鐵路連接，形成環島快速鐵路，
快速連接海口美蘭機場和三亞鳳凰機
場，大力推進海南西部旅遊發展和國際
旅遊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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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十位「龍江最美法官」上台領獎。
記者夏瑞雪攝

■遊客沉浸在國際攝影節展出的美麗作品
中。 本報內蒙古傳真

■■蕭山國際機場向鄧先生頒發紀念證蕭山國際機場向鄧先生頒發紀念證
書書。。 記者朱建美記者朱建美攝攝

■兵團黨委、兵團副秘書長宋光傑
（左）與八師石河子市黨委常委、
副師長郭長明（右）共同揭牌。

本報新疆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于永傑于永傑 山東報道山東報道））前日前日，，

由山東濰坊駛往遼寧營口的魯遼陸海貨滾甩掛運輸由山東濰坊駛往遼寧營口的魯遼陸海貨滾甩掛運輸

大通道航線實現首航大通道航線實現首航，，這是內地第一條海上綠色貨這是內地第一條海上綠色貨

滾甩掛多式聯運大通道滾甩掛多式聯運大通道。。該航線可實現貨物年周轉該航線可實現貨物年周轉

量量20002000億噸公里億噸公里，，未來將發展成為連通華東至東北未來將發展成為連通華東至東北

地區的物流大通道地區的物流大通道，，加速環渤海地區一體化發展加速環渤海地區一體化發展。。

滾裝貨物更可借此通道滾裝貨物更可借此通道，，經營口直通滿洲里出境經營口直通滿洲里出境，，

與直達莫斯科及漢堡的歐洲集裝箱班列相連與直達莫斯科及漢堡的歐洲集裝箱班列相連。。

■魯遼陸海
貨滾甩掛運
輸通道開通
儀式。

記者
于永傑攝

▲山東至遼寧陸
海大通道航線示
意圖。

本報山東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