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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蘭州報道）甘肅省住建廳
副廳長蔡林崢日前於新聞發佈會表示，該省將保障性住

房和農村危房改造列入為民辦實事項目，2014年新開建及建成的住
房數量均超額完成預定目標。2008年以來，全省累計建成並分配入
住保障性住房47.62萬套，150萬人通過惠民政策徹底改善了住房條
件。
蔡林崢介紹，截至2014年11月底，甘肅省共落實到位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設補助資金79.12億元，實際開工建設保障性住房18萬
餘套，當年及歷年結轉項目基本建成13萬餘套。

超額建保障房150萬人受惠
甘肅

額哈鐵路設計標準為國鐵I級，正
線全長666.01公里，其中，新建

長度634．22公里，利用在建既有線長
31.79公里。規劃設計為單線內燃鐵
路，預留電化條件，設計時速160公
里/小時，牽引質量5,000噸。額哈鐵
路設計自臨策線的額濟納車站引出
後，利用臨策線11.30km至預留車站
川地托接軌後，跨過嘉蒙鐵路，向西
北方向行進，經過內蒙古自治區額濟
納旗的黑鷹山礦區、甘肅省肅北蒙古
自治縣的馬鬃山礦區、新疆哈密市東
端與蘭新鐵路紅光車站接軌，利用既
有線至哈密車站。

施工難度近乎青藏線
額哈鐵路全線為客貨共線鐵路，沿線
共設中間站4處，其中，新疆（哈密）
境內設駱駝圈子、梧桐水2個車站，內
蒙古境內設額濟納站等。鐵路所處大部

分地段位於沙漠戈壁區，沿線無路、無
水、無電、無人煙、無通訊，施工條件
困難，施工難度近乎青藏鐵路。

增強地區鐵路網密度
額哈鐵路是新疆與東北華北地區便

捷通道—臨哈鐵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中國「五縱五橫」路網主骨架西北
北部出海通道的主要構架。額哈鐵路
建成後，向東可抵達天津港，形成以
天津港為橋頭堡的第二亞歐大陸橋新
便捷輔助通道；向西延伸經阿拉山口
可通往中亞乃至歐洲；向北與策克口
岸鐵路相通，對構築蒙古、中亞等內
陸國家新的便捷出海通道具有重要意
義。臨哈鐵路貫通後，形成連接西北
地區與華北地區、環渤海地區的鐵路
運輸新通道，能夠有效增加地區鐵路
網密度、強化路網結構，增強鐵路運
輸的機動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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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馬晶晶 新疆報道）中西部鐵路

建設重點工程，連接新疆哈密至內蒙古額濟納旗的額哈鐵路，日

前正式鋪軌。額哈鐵路建成後，向東可抵達天津港，形成以天津

港為橋頭堡的第二亞歐大陸橋新便捷輔助通道；向西延伸可通往

中亞乃至歐洲；向北與策克口岸鐵路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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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哈鐵路鋪軌打通亞歐通道
向東可達天津港 向西連通中亞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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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發現竹子化石群落
證包頭曾是古植物分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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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政協主席易人
周宏當選 方清海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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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管邁「微時代」
市民微信「指尖監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
霞 綜合報道）湖南衡陽城市管
理日前已進入「微時代」。市
民可直接微信搜索「衡陽城
管」，就可以將生活中遇到的
問題反映到微信平台，直接參
與到城市管理中來。

從去年開始，衡陽市數字城管採
用移動互聯技術，結合常規信息處
理手段，籌備打造「衡陽城管」微
信公眾平台，以實現多樣化信息管
理，方便更多市民參與城市管理。

拍照爆料 自助查詢
通過微信公共賬號這一平台，市

民只需動動手指，就可以參與城市
管理，並對城管的工作實時關注和
監督。市民一旦遇到市容環衛、施
工管理、街面秩序等問題，進入
「衡陽城管」版塊，只需拍張照

片，向平台發送圖片及問題描述。
所爆料問題經核實後，指揮中心就
會將案件派至專業部門處理，可大
大提升工作效率。

同時，微信平台實現自助查詢功
能，市民可隨時點擊「我的案
件」，查詢上報問題的辦理進度和
處理結果，對問題整改情況和責任
單位辦事效率等實時關注和監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巧 重慶報道）記者從重慶

市交委獲悉，重慶市今年將投資745億元，全面提升公
路、水運、鐵路、民航等建設。
重慶市交委主任滕宏偉介紹，重慶今年將開通重慶首條高速鐵
路—成渝客專。
滕宏偉表示，「位於三峽庫區的巫山機場也將在年內破圖動
工。」此外，重慶江北機場東航站樓預計將在今年6月封頂。重慶
還計劃開工長江幹線涪陵至主城、朝天門至九龍坡航道整治工
程。重慶主城還將新開調整巴士線路40條，更新巴士1,000輛。

投資745億提升水陸空交通建設
重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截至2014年
末，天津市成片舊樓區提升改造工程基本完成。3年的

時間裡，累計改造舊樓區1,340個、6,118萬平方米, 超過100萬戶
的310萬居民直接受益。
舊樓區提升改造涉及幾十項內容，包括屋頂、外牆、路燈、對講

門、信報箱、綠蔭停車場和消防系統等等。

舊樓提升改造 300萬人受益
天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賀毓 銀川報道）寧
夏回族自治區銀川iBi育成中心日前獲頒國家級創業孵

化基地牌匾，標誌着寧夏也有了國家級創業孵化基地。此次全國
共有22家園區獲得人社部授予的國家級創業孵化示範基地榮譽稱
號，銀川iBi育成中心是寧夏唯一的推薦單位。
該中心自2013年9月運營以來，打造面向所有創業企業免費使用

的雲計算平台、小微企業「服務超市」、科技成果轉化促進中心等
服務平台，積極引進高層次人才，為創業企業提供成果轉化、創業
輔導等服務。

銀川iBi育成中心升格「國字號」
寧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合肥報道）公共自行車陸續
抵達安徽省阜陽市，並開始組裝。根據工程進度。16日

自行車系統將正式運行，市民憑卡租車出行，將更加方便、環保。
16至70歲的居民，可憑有效證件原件辦理自行車IC卡，憑卡

租用單車，在任何一個網點實現通借通還。單車1小時內免費租
賃，超過1小時按1元每小時計費，不滿1小時按1小時計。
此外，每輛單車均裝有芯片，並有自行車編號，系統操作後台可

以實現對是誰借車、借的是哪輛車、何時還車等信息全方位監控。

阜陽公共單車系統明運行
安徽

陝西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吳秋紅 陝
西報道）記者日前
從陝西省西安市旅
遊局獲悉，2014年
西安新增13家國家
A級景區，目前該市
國家A級旅遊景區
總數已達67家。作
為首批獲得「中國
優秀旅遊城市」的
城市，剛剛過去的
元旦假期，西安旅
遊業總收入4.46億元。
2014年，西安進一步擴大A級旅遊景區規模，優化結構類型。去年
新評定的13家國家A級景區包括西安黑河旅遊景區、西安王順山景
區、西安滻灞國家濕地公園景區、西安湯峪旅遊度假區。還新增了國
家3A級旅遊景區8家、國家2A級旅遊景區1家。
據統計，西安現擁有國家A級旅遊景區總數達到67家，5A級3家、
4A級20家、3A級35家、2A級9家。

西安優化景區結構
國家A級景區增至67家

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攀 鄭州報道）巴士怎樣走，乘客說了算。
從今年1月1日起，河南鄭州公交三公司面向全市推出定制巴士服
務，乘客可享受到「私人定制」服務專線。凡在同一地點或附近區
域、同一時間有30人以上乘客集體出行，即可致電鄭州公交三公司服
務熱線，提前一天預約，即可開通「私人定制」服務直達專線。
「定制公交將為鄭州市區內乘客提供『一站式』服務，比普通公交

車更方便快捷效率高，比出租車費用又會低很多。」鄭州市公交三公
司的負責人楊超群告訴記者。
據悉，為切實保障高校學生和農民工方便返鄉過年，鄭州公交三公

司還積極和各大中專院校、建築工地聯繫，開通學生專線和農民工專
線。

鄭州巴士「私人定制」
逾30人可預約專線

四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盼 成都報道）13至14日，芬蘭社會民主
黨主席、財政部部長安蒂．林內攜政府團及10餘位芬蘭知名企業商務
代表首次來四川，對成都展開了為期兩天的參訪工作。與四川省領導
會面時，林內提出了希望能開通川芬兩地的直航線路，增加人員往來
的建議。
13日一早，林內首先赴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參觀。随後，考察
了諾基亞成都研發中心、中芬合作的ICON雲端項目等，並詳細了解
了成都生態建設、產業佈局和科技研發等方面的情況。
林內表示，他感受到四川強大的發展動力，對包括芬蘭在內的國外

企業提供了大量機會。他說，企業代表團已與成都有關部門分組就水
處理、環保節能技術、旅遊等方面進行了協商洽談林內強調，回國後
他將繼續鼓勵芬蘭的企業積極赴川尋找合作，也歡迎中國、四川的企
業多到芬蘭去投資。

芬蘭財長訪蓉
盼增川芬直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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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招募500名青年免費乘高鐵活動日前啟
動。 網上圖片

吉林長春市一家飯店內，機器人服務
員昨日正在有序地為食客傳送菜品。這家飯店的女店主是一位
「80後」，幾天前以16萬元人民幣的價格購置了這兩位機器人服
務員。據介紹，機器人服務員每天可以從9點工作到晚上22點，
可以端菜、取餐盤，2、3天才充一次電。 ■中新社

吉林機器服務
■安蒂．林
內一行與諾
基亞成都研
發中心工作
人員合影留
念。
本報記者
周盼攝

■圖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 貴陽報
道）春節將近，廣州開往貴州省貴陽市
的高鐵車票已售罄。共青團貴州省委目
前發起「青春范．創業號」——接在外
奮鬥的貴州小夥伴回家活動，400名通過
互聯網招募和100名由貴州省駐廣州辦、

駐粵團工委推薦的貴州籍青年（年齡在45歲以
下），將可在2月9日免費搭乘貴廣高鐵專列回
家過年。
據了解，「青春范．創業號」列車是共青團
貴州省委和貴廣鐵路公司等部門協調加開的專
列，車票不對外銷售。從即日起，下載「黔青
小夥伴」手機APP，上傳300至800字的個人奮
鬥故事，並分享到微信圈，搶先積滿30個讚的
前400名貴州籍青年(45歲以下)，可獲得該次列
車的免費車票。該項活動接受個人、夫妻或情
侶以及3口之家報名。

盼青年回黔發展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廣東工作的貴州籍人
士有500餘萬，其中300餘萬是青年人。共青
團貴州省委書記涂妍表示，希望通過此次活
動，讓返鄉過年的貴州青年一路感受高鐵給家
鄉帶來的變化。希望更多在外有知識有文化、
有幹勁有拚勁的青年回家鄉建功立業。
為了讓此次活動更見成效，列車返回途中，
各車廂將舉行家鄉經濟發展推介座談會、家鄉
創業就業新政策宣講會、貴州大數據等新興產
業推介會、慶春節聯歡表演等活動。

■周宏當選福州政協主席。
資料圖片

■內蒙古首次發現竹子化石群落。
網上圖片

■「衡陽城管」微信界面，操作簡
單。 記者李青霞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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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們正在為鋪設路軌做準備。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
建麗、實習記者 白明珠
內蒙古報道）內蒙古包頭

石拐地區近日發現保存完好的竹
子化石群落。竹類研究專家認
為，竹子化石在內蒙古非常罕
見，這次竹類化石的出土，是竹
類研究中的重大發現，對竹類植
物的起源、系統演化等科學研究
將有重要意義，同時也進一步證
明了包頭石拐區是世界古竹類植物的
分布中心之一。
據了解，該竹子化石群落為地表裸
露的化石層，範圍約200米長、50餘
米寬，同時伴有多種闊葉植物。化石
形狀完整，竹根、竹稈、竹節、竹葉
保存完好，顏色呈灰褐色。竹葉化石
上的脈絡清晰，形狀完整，化石層剖
面可見許多竹管。目前，內蒙古各地

尚未有發現竹類化石的相關報道。
內蒙古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認為，

竹子是第三紀中後期才出現的，但是
被子植物的化石比較少見，竹子化石
成群落的在中國北方地區尚屬罕見。
竹化石的出現說明當時包頭市石拐地
區的氣候比較濕潤，這對於研究當時
的氣候環境及地質變遷、植被演變有
很高的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傅龍金
福州報道）14日上午，福建省福

州市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舉行第二次大
會，同意方清海辭去市政協主席。經無
記名投票選舉，周宏當選為十二屆福州
市政協主席。
1957 年出生的周宏，是福建福州
人，中共黨員。1976年參加工作，中央
黨校大學學歷，1998年起任福州市台江
區委書記，2001年任福州市委常委、組
織部部長，2011年任福州市委副書記，
正廳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