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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籌建東部陸海絲路經濟帶
以鐵路為主軸 提升與俄經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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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啟建城際鐵路網
形成一小時交通圈

呼和浩特解決清潔工住房難問題
內蒙古

邀國家級大師授民間技藝
雲南

設送子基金助不育家庭
河南

福建

安徽

湖南 首家文化旅遊企業掛牌

2014 中國松原
查干湖第十三屆冰雪漁獵文化旅遊節日前拉開序幕。每年冬捕開幕當天捕
撈上來的「頭魚」寓意吉祥，往往成為遊客爭搶的對象。今年開幕式當
日，單網出魚超過10萬斤，在查干湖北岸漁港碼頭舉行的「頭魚」拍賣儀
式上，經過激烈競價，剛剛出網的「頭魚」以369,999元人民幣的價格，
被京東商城獲得。 本報記者 張艷利 吉林報道

吉林查干湖「頭魚」約37萬元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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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介紹，東部陸海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哈爾濱為中
心，以鐵路為主軸線，以公路、水運、航空、管

道、電網為輔助線，以沿線城市進出口產業園區為重要支
撐，建設聯接亞歐的國際貨物運輸大通道，用大通道搭建
大平台，吸引生產要素向通道沿線集聚，發展境內外對俄
產業園區，構建發達的外向型產業體系，打造內地面向以
俄羅斯為重點的東北亞經貿合作的服務平台，形成集生
產、貿易、流通為一體的經濟區域。
「「東部陸海絲綢之路經濟帶東部陸海絲綢之路經濟帶」」主要是打造以綏芬河—滿洲主要是打造以綏芬河—滿洲
里—俄羅斯—歐洲鐵路和綏芬河—俄遠東港口陸海聯運為主里—俄羅斯—歐洲鐵路和綏芬河—俄遠東港口陸海聯運為主
的戰略通道的戰略通道，，總體上呈東西走向總體上呈東西走向，，分為兩個起點分為兩個起點：：一是以大一是以大
連港為起點連港為起點，，經哈大鐵路至哈爾濱後經哈大鐵路至哈爾濱後，，再經濱洲鐵路至滿洲再經濱洲鐵路至滿洲
里或經哈佳鐵路至同江出境里或經哈佳鐵路至同江出境；；二是以俄羅斯海參崴為起點二是以俄羅斯海參崴為起點，，

至綏芬河後至綏芬河後，，再經綏滿鐵路至滿洲里或經沿邊鐵路至同江再經綏滿鐵路至滿洲里或經沿邊鐵路至同江、、
漠河等口岸出境漠河等口岸出境。。出境後出境後，，可與俄羅斯西伯利亞可與俄羅斯西伯利亞、、貝阿鐵路貝阿鐵路
相連相連，，向西抵達波羅的海沿岸和漢堡向西抵達波羅的海沿岸和漢堡、、鹿特丹港鹿特丹港。。

東部通道較西部通道運費減半
這些通道覆蓋的區域即為東部陸海絲路經濟帶，覆蓋範

圍包括黑龍江省13個市地和2個省直管縣市；對外輻射東
北亞國家和地區及歐洲，重點是俄羅斯及歐盟；對內輻射
中國東北、華北、華東、華南地區，重點是環渤海、長三
角、珠三角地區。屆時，中國東部地區運往歐洲貨物，通
過黑龍江省的東部通道與通過新疆的西部通道相比，運期
可縮短25%至30%，運費可節省30%至50%，而且只需經
過俄羅斯一國就可達到波羅的海沿岸歐洲多國。
目前，哈爾濱鐵路集裝箱中心站的建設已經進入收尾工

作，預計將在今年年底
投產使用。集裝箱中心
功能區分為既有站場
區，集裝箱區、特貨區
和快運區。這幾個區域
建成以後，預計近期
2020年貨物發送量是
1,030萬噸，遠期2030年
是1,500萬噸左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欣欣 哈爾濱報道）黑
龍江省委書記王憲魁日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黑
龍江省正在積極謀劃構建「東部陸海絲綢之路經

濟帶」，並已納入國家規劃，使其成為橫貫東中
西、聯結南北方對外經濟走廊的重要組成部分，
推動黑龍江對俄經貿合作不斷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實習記者 趙
銳 山東報道）記者近日從山東省政府新聞
辦新聞發佈會上獲悉，該省物價局將推動建
立壽光蔬菜批發價格指數、臨沂商城綜合指
數、金鑼價格指數三隻價格指數。另外，省
政府並計劃到2017年基本建立起反映山東主
要特色產品及支柱產業的重要商品和服務價
格指數體系。
據山東省物價局局長陳充指出，選取壽光
30多個有代表性的蔬菜批發市場作為數據採
集點，構建了指數計算模型。通過該項指
數，不僅能為消費者提供全面的價格信息，
更能夠解決農業生產中信息不對稱的現狀，
降低蔬菜生產的經營風險。而依托金鑼集團
在豬肉收購、加工、銷售等環節的優勢和市
場地位編制的金鑼價格指數，能夠準確反映
內地，尤其是華東、華北、東北地區的生豬
及豬肉價格變化情況，該指數填補了內地同
行業的空白。

提升價格話語權 增品牌影響力
陳充還介紹，今年10月份，該省出台了
《山東省深化價格改革實施方案》，提出
「加快構建山東價格指數體系」。該體系是
依托山東主導產品、產業以及影響力較大的
專業市場，將市場佔有率高、與生產生活密
切相關的商品和服務價格，編制成價格指數
總稱。對於提升山東價格話語權、增強山東
品牌影響力、促進山東經濟轉型升級等，均
具有戰略意義。

■臨沂商城夜景。 本報山東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
近日出台《關於紮實推進司法為民嚴格公正司法的意見》（簡
稱《意見》）。為維護公正司法，重慶將探索建立法官辦案質

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
《意見》包括強化法治意識、狠抓執法辦案、嚴格公正司法、推進

法院改革 、優化司法服務、加強隊伍建設、強化司法監督等七方面內
容。其中，在嚴格公正司法方面，《意見》中載明重慶法院將嚴格落
實辦案責任制，明確主審法官、合議庭及其成員的辦案責任與免責條
件，探索建立法官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在狠
抓執法辦案方面，《意見》指出將加強執行徵信系統建設，加大對拒
不執行生效裁判罪的打擊力度，制裁抗拒執行和規避執行行為，依法
保障勝訴當事人及時實現權益。

在強化司法監督方面，《意見》提出將充分運用司法巡查、審務督
察、集中約談、述職述廉等方式，加強對法院領導幹部、關鍵崗位工
作人員的管理和監督；建立法院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制度和責任
追究制度，規範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審判監督和指導工作。

重慶維護司法公正
擬推法官問責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倩 杭州報道）據浙江省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網站消息顯示，《浙江省都市圈城際鐵路規
劃》日前獲批，將在浙江省杭州、寧波都市圈，溫（州）
台（州）、浙中城市群建設城際鐵路，線網規劃包括23條
線路，總里程1,413公里。其中，今年至2020年，將啟動
實施11個項目，總里程452.4公里，總投資約1,305億元人
民幣。據悉，作為區域城際旅客運輸骨幹，此次規劃的都

市圈城際鐵路網絡覆蓋區域內70%以上及20萬人口以上城鎮，形成
區域中心城市與重要城鎮、組團之間一小時交通圈。

具體包括：杭州都市圈，規劃建設杭州至海寧、杭州至臨安、杭
州至富陽、杭州至紹興4個項目，總里程132.2公里；寧波都市
圈，規劃建設寧波至余慈、寧波至慈溪、寧波至奉化3個項目，總
里程154.6公里；台州都市圈，規劃建設S1線（白雲山至體育場
路）、S2線（新前至白雲山）2個項目，總里程67.6公里；浙中城
市群，規劃建設金華至義烏至橫店、義烏火車站至義烏2個項目，
總里程98.0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實習記者 程

尹星 西安報道）陝西省今年
開展幹部駐村聯戶精準扶
貧，全省共組建駐村工作隊
7,158個，約12萬名幹部聯
戶扶貧，結對幫扶，20.4萬
貧困戶受益。全省全年預計
減貧100萬人。

據悉，陝西共選派掛職副
縣長56名、駐村幹部1.86萬人，組織近12萬名幹部開展聯戶扶貧結
對幫扶貧困戶，推動了精準扶貧各項措施的落實。商洛市啟動實施的
「雙包雙促」扶貧攻堅行動，累計投入資金6.08億元（人民幣，下
同），啟動實施包扶項目6,800個。

中央單位今年在陝定點扶貧投入資金3,300多萬元，實施扶貧項目
120個。陝西省1,481家企業參與新一輪結對幫扶工作，投入資金
1.43億元。新申報的世行「貧困地區農村社區構建項目」也已獲得
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批准，列入2015至2017財年備選項目。

陝西省扶貧開發辦公室副主任梁振思表示，陝西將進一步完善社
會扶貧機制，建立社會扶貧信息服務平台，吸納社會資金支持扶貧
開發，確保每年幫助100萬人脫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彭英、董曉楠 湖南報道）湖南省旅遊文化產業多層
次資本市場研討會前日在長沙橘子洲舉行。華旅文化旅遊產業發展股份有限
公司作為湖南首家文化旅遊企業在湖南股交所標準板掛牌。
當天來自全國的文化旅遊、金融專家及企業家代表120餘人參會，就旅遊發

展與資本市場融合，旅遊業投資者與融資者規模大小與主體特徵，及其對旅
遊資本市場金融服務的不同需求等話題展開討論。
「旅遊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把資源變為產品，把產品變為商品的過

程。」湖南省旅遊局副局長高揚先表示，此次華旅文化掛牌是旅遊產業發展
變革的新模式，湖南鼓勵、支持旅遊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資。
據悉，華旅文化以「中國第一旅遊資源整合運營商」為目標，專注旅遊

策劃與景區托管營運。據董事長袁朝平透露，公司計劃明年進入新三板，
在2016年入主美國納斯達克主板，最大程度實現華旅文化的社會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合肥報道）安徽省政府日前出爐《社會救助暫
行辦法》，從低保、醫療救助、教育救助、就業救助等方面入手，加快推進
社會救助體系建設，切實保障和改善城鄉窮困居民基本生活。另外，各地住
建部門增加了人文關懷，比如對申請公租房的殘疾城鎮住房救助對象，會優
先安排入住一樓等。
《辦法》規定，公租房（港稱公屋）和廉租房併軌後，對於符合條件，並
且住房困難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散供養特困人員，要按照最困難優先的
原則，在同等條件下，優先給予保障，並依申請做到應保盡保。
安徽省還將設立省、市兩級疾病應急救助基金，通過財政投入和社會各界
捐助等多渠道籌集。救助對象是在省內發生急重危傷病、需要急救、但身份
不明確或無力支付相應費用的患者，並不局限於低保、五保等城鄉醫療救助
對象。
此外，安徽省將對各教育階段就學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員、特困供養人
員，制定減免相關費用、發放助學金、給予生活補助、安排勤工儉學的具體
救助政策。同時加強就業困難人員認定，免費提供就業崗位信息、職業介紹
等服務。

完善社會救助關懷貧困居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盧麗寬
龍岩報道）福建
省地級市龍岩所
轄永定縣近日獲
准 「 撤 縣 設
區」，對外名稱
為「龍岩永定
區」，這樣龍岩
市就告別只有一
個區（新羅區）
的歷史。永定縣是中國著名的「土樓之鄉」，永定洪坑土樓群、高北土樓群、
初溪土樓群、衍香樓、振福樓「三群兩樓」共23座土樓，進入世界文化遺產
名錄，而使得當地為國內外遊客所熟知。
據國務院的相關批覆，以原永定縣的行政區域為龍岩市永定區的行政區

域。龍岩原轄屬區域包括新羅區、漳平市和長汀、連城、上杭、武平、永定五
縣，但中心城區新羅區在人口、面積、經濟總量等指標上的基礎優勢並不明
顯，難以形成整個龍岩發展的核心。2011年，龍岩市人大常委會就通過了
《關於撤銷永定縣設立永定區的決定》。
除以永定土樓聞名海內外，永定縣亦是客家祖地和台灣同胞的重要祖籍

地，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的祖籍地也在這裡。作為大陸對台重點縣，永定擁
有豐富的客家人文資源，該縣直接遷台人數達25萬，經第三地再遷台的人
數則有近30萬，其中不乏政界、商界和科技文化界名流。

「土樓之鄉」永定撤縣設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盼 成都報道）12月25日，
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率一眾官員，乘專機

抵達成都開啟訪川之行。塞西旨在了解四川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加
強與四川的合作。期間，塞西攜政要團考察了成都東方電氣公司，
並與四川省省委書記王東明進行了友好會晤。目前，東方電氣正在
執行蘇伊士（SEUZ）650MW電站配套的加熱器除氧器等輔機設備
供貨項目，還參與亞歷山大省300,000m/d海水淡化項目及50MW
太陽能電站項目。此外，東電還在積極爭取其他一些電力項目，如
燃氣發電、核能發電等新能源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鵬宇 內蒙古報道）日前，記
者從呼和浩特市城管執法局了解到，自2011年開始，內

蒙古呼和浩特的環衛工人（港稱清潔工人）連續4年以每年10％的
幅度提高了工資待遇，明年計劃環衛工人每月工資再增加200元
（人民幣，下同），並根據環衛工人清晨作業時間早的實際情況，
為環衛工人每天增加3元的早餐補助，計劃再安排200套公租房以
解決環衛工人住房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霍蓉 雲南報道）「雲南特色
工藝創意設計高級研修班」（第一期）日前在雲南藝術

學院開課。雲南16個州市的125位有突出成就的民間藝人，非物質
文化遺產傳承人，縣、市、州、省、國家級的工藝大師，專業從業
者、產業管理者匯集，包括米振雄、高公博、王樹文，以及中央美
術學院海軍博士等國家級工藝美術大師授課。研修以發現雲南民間
技藝優點，總結雲南民間技藝發展劣勢，展開授課與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不孕不育家
庭「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為了

幫助更多的不孕不育患者得到正規有效的治療，解決不孕不育家庭
「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河南省慈善總會籌募善款一千萬元
（人民幣，下同），成立了河南省慈善總會送子公益基金。據河南
省慈善總會秘書長師戌平介紹，該公益基金首期援助活動，將面向
全省徵集10名不孕不育疑難病例患者進行全程免費救治。100名貧
困的不孕不育家庭，每家援助醫療費五千元。

國產葡萄酒登陸國際交易所
寧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賀毓 銀川報道）寧夏

蘭一珍藏赤霞珠2012干紅葡萄酒和覽翠赤霞珠2013干紅
葡萄酒，近日同時在渤海國際葡萄酒交易所上市交易。該兩款紅酒分
別產自賀蘭山東麓的蘭一酒莊和立蘭酒莊。據了解，之後還將有4款
「賀蘭山東麓國際葡萄酒博覽會金獎酒」在渤海國際葡萄酒交易所上
市。這是國產葡萄酒首次登陸該交易所。渤海國際葡萄酒交易所是
繼倫敦、紐約國際葡萄酒交易所之後的世界第三家葡萄酒交易所，是
面向國內外所有葡萄酒產品的國家級專業化葡萄酒交易平台。

■湖南首家文化旅遊企業掛牌。 本報湖南傳真

■■永定初溪土樓秋色永定初溪土樓秋色。。 本報福建傳真本報福建傳真

梁振思梁振思

■■黑瞎子島的陸路口岸和跨境經濟合作區黑瞎子島的陸路口岸和跨境經濟合作區，，與綏芬河的保稅區與綏芬河的保稅區，，將成為黑龍江對俄羅斯加工貿易的重要產業園將成為黑龍江對俄羅斯加工貿易的重要產業園
區區。。 本報黑龍江傳真本報黑龍江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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