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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縣級以上政府配齊法律顧問
內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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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跨海通道料列「十三五」規劃
將成世界最長海底隧道 投資逾兩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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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寶雞實行人民調解制
免費解決醫療糾紛

1982年：任江蘇農學院農學系輔導
員、院黨委辦公室秘書、院團委副
書記、書記
1989 年：任共青團揚州市委副書
記、書記
1995年：任姜堰市委副書記（正縣
級）、常務副市長（正縣級），市
委副書記、市長
2001年：任揚州市委常委、市委秘
書長，市委常委、副市長，市委常
委、常務副市長，市委副書記
2011年：任江蘇省委台灣工作辦公
室、省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
2014年：任鹽城市副市長、代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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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陽擬設投資基金
提升機器人產業

首個通用機場完成試飛
寧夏

將斥50億扶助新能源車
深圳

天津 採「引導再生術」修復脊髓損傷

廣西

四川

福建省晉江市首個誠信驛站昨日在城市
街頭正式投入使用。這個驛站是當地工商部門設在街頭的便民服
務站，隨時接受消費者的諮詢和維權投訴。 ■新華社

福建誠信驛站

星期二、四、六刊出 ■責任編輯：譚月兒 2015年1月27日（星期二）

山東煙台、遼寧大連兩市共屬於環渤海
經濟圈，是內地沿海北部通往世界的

重要門戶。長期以來，受地理位置條件的
制約，環渤海經濟圈是有缺口的「C」型交
通，東北與華東地區之間的交通聯繫不通
暢，制約了地區間經濟協調發展。而煙大
海底隧道的建設，將有缺口的「C」型交通
變成四通八達的「D」型交通，打破以往渤
海南北兩岸的客貨交流和經濟來往的交通
瓶頸，緩解兩地間日漸膨脹的運輸需求壓
力，加速南北交通乃至經濟的快速發展。

煙台至大連僅40分鐘
根據方案，整條海底隧道全長123公里，

從蓬萊東港直通大連。隧道內將由動車執
行運輸任務，火車設計時速為250公里，運
行速度能達220公里/小時。
建成後，從煙台到大連最快僅需40分

鐘；而東北三省到華東地區更只需半小時

而已。屆時，煙台的交通環境將可進一步
升級，成為涵蓋整個東北亞地區的物流樞
紐。
渤海海峽跨海通道戰略規劃研究項目組

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此前在接受
採訪時表示，在遞交國務院的報告中，在
經過實地考察和多次會議研究討論後，
「深埋的全隧道」方案將被最終敲定在紙
面上。
根據專家設想，未來的煙大海底隧道採

用「2+1」深埋式「全隧道」方案，雙向車
道。與此同時，隧道將會採用深埋法解決
防水的問題，同
時減少水壓。
「深埋最大的好
處就是抗風險。
煙大海底隧道設
計的使用壽命在
120年左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 山東報道）隨着青榮城鐵的貫通、蓬萊國際機
場即將開航，投資超2,000億元人民幣的渤海海峽跨海通道（即煙台大連海
底隧道）項目，有望進入國家「十三五」規劃。山東省發改委、主任張務鋒
日前在接受採訪時透露，國家發改委同意在編制「十三五」規劃時，將把渤
海跨海通道等重大事項，予以統籌考慮並積極支持。該隧道最快6年建成；
建成後，將超過日本青函隧道，成為世界上最長的海底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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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瑞雪 哈爾濱報
道）記者日前從哈爾濱市商務局獲悉，去年
哈爾濱共有101架次郵政小包貨運包機飛抵
俄羅斯莫斯科及葉卡捷琳堡，出境貨物
1,200餘萬件，貨值超2億美元。目前，從
哈爾濱起運發至俄羅斯的電商包裹，已佔內
地對俄電商包裹出口量的30%，位居首
位。
截至現在，哈爾濱已開通至葉卡捷琳
堡、阿克托別貨運包機航線，哈爾濱—新西
伯利亞、哈爾濱—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哈爾
濱—葉卡捷琳堡—莫斯科客貨混載航線。今
年，哈爾濱還將開闢至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和
新西伯利亞等地貨運航線，形成哈爾濱一點
輻射俄羅斯多地的航空網絡運輸格局，使對
俄電商包裹出口佔內地50%以上。

電商密聚成產業基礎
目前，一批對俄跨境電子商務企業，如

亞馬遜、敦煌網、大龍網、樂狐網等為代表
的外地落戶企業在哈市建立對俄運營中心；
賽格國際、易買網、中孚偉業等為代表的當
地電子商務企業迅速發展。這些齊聚冰城的
電子商務企業，使哈市對俄電子商務的產業
基礎正在形成。
哈爾濱已經成為內地對俄跨境電商平台
數量最多、對俄出口電商包裹量最多和跨境
零售出口額最大的城市。隨着對俄羅斯貿易
額大幅增長，俄羅斯也從2013年哈市第三
大貿易夥伴躍升至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金 月
展、通訊員 孟
慶 梅 洛 陽 報
道）為推進機器
人及智能裝備產
業 集 群 引 進 工

作，促進裝備製造業優
化結構、提升效率、實
現可持續發展，河南省洛陽市擬在戰略新興產業基礎較好的高新區
打造 「洛陽機器人及智能裝備產業示範基地」，近日舉行授牌儀
式。同時，洛陽市擬設立機器人及智能裝備產業投資基金，強化政
策扶持，保障轉型工作經費，幫助企業開拓市場。

據悉，智能裝備產業係洛陽高新區的主導產業，佔區內經濟60%以上，截
止去年8月份，洛陽高新區已有智能裝備企業335家。高新區將依托現有的
「洛陽機器人智能裝備產業園」建設示範基地的核心區域，重點發展專用特
種機器人製造、機器人集成應用、機器人關鍵部件研發等。力爭到2019年
末，使產業示範基地企業主營業務收入達到400億元（人民幣，下同）。

此外，洛陽市採用政府公司投資引導、政府政策資金扶持、引入相關
企業共同參與的方式，按照公司模式設立啟動資金不低於5億元的洛陽
市機器人及智能裝備產業投資有限公司，將洛陽市轄區內機器人及智能
裝備產業作為定向投資領域。洛陽市財政每年從市產業優化資金中安排
一定數量的專項工作經費，用於專家諮詢、課題研究等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陝西省寶雞市自今年元
旦起正式實施《寶雞市醫療糾紛調解處置暫行辦法》，今後，一旦發
生醫療糾紛，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構將作為「第三方」免費參與醫患

糾紛調解，保護患者、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維護醫療秩序。
《辦法》指出，一旦發生醫療糾紛，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構要宣傳

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醫學知識，引導醫患雙方依據事實和法律，
公平處置醫療糾紛；向患者或醫療機構提供醫療糾紛調解諮詢和服
務；對經調解達成調解協議的醫療糾紛，要製作書面調解協議，並及
時回訪協議履行情況。

此外，《辦法》還要求建立醫療責任風險儲備金制度，用於醫療糾紛的
賠付，在條件成熟時過渡到醫療責任保險理賠制度。寶雞市、縣（區）衛
生行政部門負責組織本級所屬醫療機構籌集醫療責任風險儲備金，並制定
醫療責任風險儲備金籌集、管理和使用規定，規範管理使用。

患方索賠金額在2萬元（人民幣，下同）以內的醫療糾紛，可以由醫
患雙方自行協商解決；索賠金額超過2萬元的，醫患雙方可向醫療糾紛
人民調解機構申請調解，但不得自行協商處理；若超過10萬元的，應
當申請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或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江蘇王榮平當選鹽城市長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朱皓
江蘇報道）記者從鹽城市第七屆人
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獲悉，今
年54歲的王榮平當選江蘇鹽城市市
長，順利「轉正」。

王榮平於去年7月28日出任鹽城
市副市長、代市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世界首例「引導脊
髓再生」臨床治療手術近日在
中國武警腦科醫院（天津）順
利完成，有望破解脊髓損傷修
復的世界性臨床醫學難題。
脊髓損傷是中樞神經組織最

嚴重的損傷之一，在交通事
故、砸傷、摔傷、運動性損
傷，以及地震、礦難等災難中
較為常見。目前中國脊髓損傷
患者超過200萬人，且以每年
近10萬人的速度增加。
中科院研究員戴建武領導的再生醫學研究團隊，一直研發能夠引導脊髓組

織再生的膠原蛋白支架材料。此次，他們使用了通過十餘年努力研製的膠原
蛋白神經再生支架，結合間充質幹細胞，能夠引導脊髓再生。據戴建武介
紹，第一批計劃治療病人6例，首例病患是三個月前因車禍導致全橫斷脊髓
損傷的26歲男子。接下來還將對20到30名病人進行臨床治療研究，除了進
行系統康復訓練，還會對療效進行系統分析。

成都移動互聯網產業集群列試點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周
盼 成 都 報
道）科技部近
日下發的《科
技部關於認定
第二批創新型
產業集群試點
的通知》，成
都數字新媒體
創新型產業集
群被列入試點，成為西南地區首個被認定的創新型產業集群。
據悉，成都數字新媒體產業集群以成都高新區為主要載體，而移動互聯網
產業是其主要內容和優勢環節。截至2013年底，成都高新區移動互聯網集群
已聚集企業500多家，從業人員近15萬人，年產值突破1,300億元（人民幣，
下同），形成了移動通信研發、智能終端研發與製造、移動應用服務、移動
支付與電商四大板塊，被業界認同為與北京、長三角、珠三角並駕齊驅的內
地四大移動互聯網產業重點區域之一。
2014年，成都高新區先後引進移動互聯網企業（項目）52個，直接項目投

資4億元；新增移動互聯網創業企業及團隊175家入駐移動互聯創業大廈和天
府軟件園創業場，大批移動互聯網企業在這裡聚集發展。
截至目前，科技部在內地認定兩批次共32個創新型產業集群，成都數字新
媒體創新型產業集群是西南地區首個被認定的創新型產業集群。

防城港核電廠年內投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 廣西報道）廣西近
日舉行「紅沙－2014」核
事故應急聯合演習，廣西
全區42個部門和單位、廣
州軍區、武警廣西總隊等
參加，動用約1,800名人
員以及150餘台車輛、船
舶、大型裝備等，組成11
個專業組按照預案和實施
程序開展應急響應和處
置。據悉，此次演習是為
確保今年投產的廣西防城港核電廠安全運行。
當天的演習，事故情景模擬核電站遭受強颱風襲擊，導致核電站兩路場外
電源失去，1號機組發生放射性洩露事故，且機組故障進一步發展，最終導致
三道屏障功能喪失，放射性物質向環境釋放，影響到周圍環境。據悉，廣西
目前已形成全區核應急組織體系、協調架構和預警機制，並已建設放射性分
析實驗室及移動應急監測系統，在核電廠周邊建設有防城港前沿站及12個自
動監測子站。防城港核電站於2010年開工，總投資約700億元人民幣，預計
今年投入商業運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建麗、張鵬宇 內蒙古報
道）內蒙古去年力推盟市、旗縣、鄉鎮政府及政府主要

經濟管理部門、行政執法單位法律顧問制度建設，截至去年底，
各級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門共聘請了550家律師事務所的優秀律師
擔任法律顧問，其中自治區、盟市、旗縣三級政府聘請了156家
律師事務所的優秀律師擔任法律顧問，在內地率先實現旗縣級以
上三級政府聘請律師擔任法律顧問全覆蓋。今年，內蒙古推進律
師擔任政府法律顧問在鄉鎮級基層政府全覆蓋。

衡山影子戲入選聯合國「非遺」名錄
湖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湖南報道）「一套鑼

鼓一人打，一台菩薩兩人耍」，這句俗語說的就是湖南
衡山皮影子戲。近日，衡山影子戲作為「中國皮影」的一部分，
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
錄》，成為衡陽市第一個入選世界「非遺」項目。

建設至歐洲鐵空聯運通道
重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重慶近年來

積極打造外向型經濟，其中至歐洲的國際鐵路大通
道—渝新歐國際鐵路聯運大通道（簡稱「渝新歐」）， 已成為
雙向貨物貿易的戰略通道。隨着7月1日起渝新歐鐵路有望跨境運
送國際郵包的新規將生效施行，渝北區委書記沐華平對本報表
示，目前重慶正在規劃渝新歐鐵路與重慶江北國際機場的無縫對
接，建立一條「鐵空聯運」通道。此舉不僅能使重慶變成歐洲貨
物在中國的分撥中心，也能用以培育發展基於「中國人買國外
貨」的電子商務產業，發展相關聯的資金結算和大數據產業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為了促進新
能源汽車及相關配套業務的發展，深圳將統籌設立50

億元（人民幣，下同）的推廣應用扶持資金，除了對新能源車購
置給予補貼外，個人和企業在使用環節也可享受到最高達每輛6萬
元的優惠。業內人士稱，總部設在深圳的新能源汽車製造商比亞
迪將可從中受惠。
《深圳市新能源發展工作方案》和《深圳市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若干

政策措施》日前已正式出台，深圳新能源汽車今年就要新增近1.5萬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賀毓、翁雪 鹽池報
道）寧夏回族自治區鹽池縣通用機場近日飛機首次試飛

成功。鹽池通用機場是寧夏首家通用機場，機場規劃佔地面積
1000畝，總投資1.07億元人民幣。主要開展農林作業、噴藥播
種、人工增雨、應急救援、飛行駕駛培訓、空中觀光旅遊、航空
拍攝及超低空客運服務等業務。

■■河南許昌一火鍋店採用智能機器人送河南許昌一火鍋店採用智能機器人送
餐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哈爾濱海關監管對俄包機貨物。
本報黑龍江傳真

■神經再生膠原支架。 本報天津傳真

■成都高新區天府軟件園。 本報四川傳真

■廣西核事故應急演練近日舉行。 本報廣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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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榮平王榮平（（前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