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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 簡化工商註冊 1天誕747老闆

雲南昆（陽）玉（溪）鐵路全長7,377
米，是中國西南進出境國際鐵路與國內地鐵路網連接的重要鐵路
幹線。中鐵二十二局集團1,400多名築路工人從2010年8月開工
以來，日夜奮戰在隧道深處。圖為他們昨日在昆玉鐵路寶峰隧道
進行拱架安裝。 ■新華社

雲南隧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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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
道）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日前出台關於「民
告官」的新規，從一月起，居民打行政官
司，若擔心所在區縣地方保護，可申請選擇
轄區以外法院審理案件。
一直以來，受限於地方保護主義，民告

官案件存在着「立案難、判決難、執行難」
等諸多難題。為進一步改善行政訴訟司法環
境，保證法院依法獨立公正履行審判職責，
更好地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
行政機關依法行政，陝西省高院結合實際情
況，制定出台了《關於對原告申請異地法院
管轄審理行政案件的意見》，並下發各中
級、基層人民法院。

僅限一審案件
《意見》明確，原告申請異地法院管轄

審理的行政案件僅限於一審行政案件。原告
提起行政訴訟後，認為管轄法院可能受到行
政機關影響不能公正審理案件的，可以向受
案法院提出由異地法院管轄的書面申請。受
案人民法院收到原告申請後在七日內報請上
級人民法院審查決定，上級法院經審查後在
七日內做出裁定，對符合異地法院管轄的案
件作出裁定，並指定異地法院管轄；認為原
告申請理由不能成立的，裁定不予准許，由
受案法院繼續審理。
原告在提起訴訟前也可提出異地管轄申請，
可以直接向上級人民法院申請指定異地人民法
院管轄，也可以請求該上級人民法院管轄，上
級人民法院經審查後七日內作出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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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型城市，徐州這個因煤而興的城
市，近年來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生態
困境。由於徐州採煤歷史超過百
年，形成了大量的採煤塌陷區，也
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

曹新平：資源枯竭城市
也能搞好生態

曹新平主政徐州8年多來，最核
心的工作就是推動徐州的生態修
復，尋找一條資源枯竭型城市的再
生之路。曹新平說：「生態轉型就
是徐州多年來最核心的戰略性工
作。」徐州一方面投入大量財力修
復採煤塌陷區，像主城區的九里
湖、賈汪區的潘安湖，都是生態修
復出來的「城市綠肺」；另一方面

又關閉了絕大部分煤礦，即使仍然
在使用的煤礦，也採用生態開採的
模式。此外，徐州也大量引進環境
友好的新興產業，以取代資源性產
業的主導地位。
實現徐州生態轉型的目標，曹新

平提出，「搞生態修復就要捨得花
錢，環境的改善是無價的」。在他
的主導下，徐州先後成立了生態文
明建設研究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研究
院，並設立一個生態文明建設基金
會，一座城市設立這樣的研究團
隊，在內地都是罕見的。
此外，曹新平表示，徐州將主城

區湖邊的黃金土地都用來做綠地公
園，而不是蓋房子；亦投入巨資提
升荒山綠化標準和城市行道樹。
他繼續說：「我們把生態做好，一
方面是城市轉型的需要，給後世子孫
留下綠水青山，另一方面是為資源枯
竭型城市的轉型探路，尋找一條生態
保護與
經濟增
長並行
不悖的
發展之
路。」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楊明奇楊明奇、、趙勇趙勇 徐州報道徐州報道））江江
蘇徐州去年已有蘇徐州去年已有4343個鎮成為國家級生態鎮個鎮成為國家級生態鎮，，在全市在全市
所有鄉鎮中的佔比超過了所有鄉鎮中的佔比超過了4040%%，，這一生態鎮比例在內這一生態鎮比例在內
地城市中屬罕見地城市中屬罕見。。同時同時，，徐州下轄的沛縣已通過國家徐州下轄的沛縣已通過國家
生態縣技術評估生態縣技術評估，，銅山銅山、、賈汪兩個區分別通過了江蘇賈汪兩個區分別通過了江蘇
省級生態縣省級生態縣（（區區））命名命名，，而在徐州主城區而在徐州主城區，，綠化覆蓋綠化覆蓋
率則達到率則達到4343%%。。作為江蘇唯一一個國家級資源枯竭型作為江蘇唯一一個國家級資源枯竭型
城市城市，，徐州這個曾經生態欠賬嚴重的百年煤城徐州這個曾經生態欠賬嚴重的百年煤城，，已蝶已蝶
變成一座生態城變成一座生態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鵬宇 內蒙古報道）為進一步推動工商註冊便利
化，探索制定符合內蒙古發展要求、依法合規的審批制度，內蒙古工商局去
年底代擬了工商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組織機構代碼證「三證合一」改革
方案，並在包頭市、鄂爾多斯市東勝區、赤峰市翁牛特旗等地先行先試。記
者日前獲悉，該項改革試點工作成效初顯，平均1個工作日誕生747個老闆。
據介紹，該項改革採取「一窗受理、抄告相關、內部流轉、統一發證」運行

模式，實現新註冊企業登記一次性提交申請材料、一次性繳清所有費用、一次
性辦結審批事項。並確定工商部門為企業註冊登記項目聯合審批牽頭部門，實
行首問、首辦責任制，從受理申請材料到審批結果送達，由牽頭部門跟蹤負
責，公安、國稅、地稅、組織機構代碼管理部門配合工商部門開展工作。
取消一般性前置審批，實行同步審批，法定要件不得重複審查且統一納入
政務大廳電子化平台，審批流程由改革前50個工作日縮短到4個工作日辦理
完結，簡化了企業註冊登記項目審批程序，促進了行政審批向規範化、制度
化、系統化的轉變。
內蒙古推行商事制度改革以來，從去年3月至12月，全區新登記市場主體
24.6萬戶，平均每個工作日新登記747戶，即一天有747人當上老闆。

惠州機場下月初復航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余麗齡、郭若溪 惠
州報道）據吉祥航空官
方消息，經過10年的
努力，廣東惠州機場將
於 2 月 5 日春節前復
航，上海－惠州、杭
州－惠州兩航班將正式
開航。
據悉，通過校飛、試

飛後，惠州機場候機
樓、貨站區等內部設施設備均已基本調試結束，預計到本月中旬準備就緒。
根據吉祥航空官網，兩條新航班周期均為每日往返各一班，其中上海、杭州
飛惠州分別於上午8時和7時40分起飛，惠州飛上海、杭州起飛時間為10時
25分和11時05分，單程時長2個小時。開航初期，惠州飛抵上海及杭州優惠
機票價格僅199元（不含稅），預計惠州航線含稅後總價約279元。
記者查詢發現，2月5日深圳至杭州經濟艙票價為620元，深圳至上海機票

經濟艙最低為820元；與廈深鐵路動車相比，惠州南至上海虹橋，二等座票價
462元，惠州南至杭州東票價415.5元。惠州市旅遊局局長黃細花表示，惠州
機場開航旅遊業首先受益，以上海為例，老年人口佔比大，人們出遊心態積
極，同時吉祥航空票價相對較低，將能吸引更多個人遊、旅行團到惠州旅
遊。此外，對消費者來說，較前往廣州、深圳登機，至少節省2小時。

秦山核電站拓為內地最大核電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俞晝 嘉
興報道）浙江省
秦山核電廠擴建
項目——方家山
核電工程2號機
組近日首次併網
發電成功。至
此，整個秦山核
電基地的總裝機
容量達到 654.6
萬千瓦，年發電
量約500億千瓦
時，成為內地核
電機組數量最多、堆型最豐富、裝機容量最大的核電基地。
此次併網發電的方家山核電工程2號機組是秦山核電基地第9台機組，也是

該基地建設的最後一台機組。方家山核電工程裝機容量為2台108萬千瓦壓水
堆核電機組，是目前中國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自主化、國產化程度最高的核
電站之一，設備國產化率達到80%。
隨着核電基地建成，核電站所在地——浙江海鹽核電關聯產業也借勢起

飛。自2010年浙江省政府與中國核工業集團在海鹽共建「中國核電城」以
來，海鹽共引進核電關聯產業項目68個，總投資200多億元（人民幣，下
同）。目前，海鹽已有核電關聯產業企業76家。去年，海鹽核電關聯產業聯
盟總產值達180多億元，同比增長7%。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蕊、實
習生 李旋燁 鄭
州報道）河南省
鄭州市新落成的
一座大橋近日成
為網絡熱點。該

橋兩側的34根燈柱，上半
截為白色，下為土黃色，
形似香煙，故被網友戲稱「香煙大橋」。有禁煙人士表示，目前內
地對煙草廣告全面叫停，有必要對公共設施的外形作出規定，不允
許設計成香煙模樣，更不允許在建築設計中，通過外形載入具體的
香煙品牌信息。

該橋已經建成逾4年。一根根電線桿筆直站立，下面統一刷成過濾嘴般
的黃色，上面刷成煙身白，中間銜接處還被刷成黑色，儼然一支支放大版
正在燃燒的香煙。儘管有煙民認為「香煙大橋」設計獨特，有親近感，但
禁煙人士卻表示，設計「煙臭味」太濃，甚至是變相煙草廣告。禁煙人士
說，即使設計者並非有意為之，但相關部門應在審核建設時，慎重考慮會
否對市民產生誤導。但鄭東新區市政局工作人員卻回應稱，「景觀路燈桿
並非故意設計成香煙的樣子，具體像什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合肥報道）安徽省合肥市經開區近
日獲准規建合肥空港進境水果指定口岸。該進境水果指定口岸建
成啟用後，相關產品直接由合肥入境，不必再從其他口岸轉運，

縮短進口時間，降低物流成本。
根據國家質檢總局規定，進口水果、肉類、種苗、糧食等檢驗檢疫

風險較大的動植物產品僅允許從批准的指定口岸入境。目前合肥市水
果進口主要是從上海、廣州等口岸入境檢驗檢疫後再轉到合肥銷售。
該進境水果指定口岸建成投入使用後，進口水果可直接由合肥入境，
帶動合肥本地進出口貿易、消費、物流業發展，尤其是使當地居民以
更便宜的價格，享受更新鮮的進口高品質水果。

該指定口岸位於合肥市空港經濟示範區內，緊鄰新橋國際機場貨運
區，佔地面積10畝，總投資2,000萬元人民幣，建築面積2,520平方
米，包括300噸暫扣冷藏庫、600平方米實驗室等，另有查驗場及各種
檢驗檢疫設施。目前，合肥經開區已啟動規劃設計等前期工作，計劃
今年初開工建設，確保一次性驗收運行，並同步推進肉類、冰鮮、種
苗等指定口岸申報工作。

新疆組「利劍」突擊隊
提升反恐處突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為提

升反恐處突能力，有
力打擊、強力震懾各
類違法犯罪活動，打
造專業化反恐突擊力
量，新疆公安邊防總
隊機動支隊日前組建
「利劍」突擊隊。

突擊隊有專門設計的臂章和胸標。選取「利劍」突擊隊這個名稱，
意取「利劍」快、狠、準的特點，寓意着突擊隊員臨危不懼，英勇果
斷，劍鋒所指，所向披靡的英雄氣慨。

「利劍」突擊隊隊員不僅要求心理素質強、體能素質過硬、各類槍械
樣樣精通，還要在實戰技能、一招制敵等方面勝人一籌。此次遴選的隊
員大多有着豐富的實戰經驗，先後完成了包括中吉（吉爾吉斯斯坦）演
習、全國機動部隊建設現場會、第四屆中國亞歐博覽會邊防安保、網格
化巡邏防控等在內的數十次邊防安保、處突任務和專項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劉亮荀 成都報道）四川省
正籌建四川人民抗日紀念館，為群眾提供一個開展抗日

戰爭紀念活動的場所。民革四川省委建議，可以借抗日戰爭勝利70
周年的契機，規劃建設四川人民抗日紀念館和「成都大轟炸死難紀
實」群雕牆，使其成為四川省「9．3」愛國主義紀念活動及國家公
祭日的主要活動場所，提升抗戰紀念活動的社會影響力和知名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據重慶市交委消
息，一條連接重慶兩個5A景區的旅遊鐵路最快將於今年

底建成，屆時遊客可乘火車遊歷古劍山、黑山谷、金佛山等景區。該
旅遊鐵路全長66公里，起於綦江三江鎮與渝黔鐵路三江站接軌，經
萬盛至南川與南涪鐵路南川站接軌（簡稱「三萬南鐵路」）。該工程
是對原有沿途鐵路幹線的整體改造升級，全程設計時速由80公里/時
提高至120公里/時。全線有7個站，其中新建三江東、萬盛、石蓮、
南平鎮4個車站，改擴建三江、萬盛西、南川3個車站。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睿航 吉林報道）吉林
省農村工作會議日前在長春召開。吉林省糧食單產去年

繼續保持內地首位，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超過萬元人民幣，
實現「十五連增」。今年，吉林省將加強圍繞糧食增產、農業增
效、農民增收，全面深化農村改革，推進農村法治建設，轉變農
業發展方式，確保「三農」工作落地生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建花、董曉楠 湖南報道）記
者從湖南省衛生計生委獲悉，有關「單獨兩孩」政策的

補充通知已於近日實行，滿足條件的「單獨」再婚夫妻的可再生育
一個子女。據通知，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再婚夫妻：獨生子女一方
無子女，另一方有一個子女，雙方婚後再生育一個的；獨生子女
一方無子女，另一方有兩個子女的；雙方再婚前各有一個子女
的，滿足上述三種情形可依法申領再生育證，再生育一個子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內地設計規
模最大的垃圾氣力輸送系統，近日在中新天津生態城投

入使用，實現了以空氣作為動力在地下運送垃圾的新模式，既節
省了人力成本，又避免二次污染。據生態城的工作人員介紹，整
套系統全封閉運作，管道採用先進的埋地低碳鋼材料，將垃圾在
管道內摩擦掛留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居民們只需把分類後的生活
垃圾投入氣力垃圾投放口，垃圾進入設置在地下的封閉管道後，
在抽風機負壓作用下通過氣力輸送管道，自動運送到中央垃圾收
集站。此次率先投用的2號系統，2萬餘名居民受益。

■■新疆新疆「「利劍利劍」」突擊隊突擊隊
員正在進行綜合素質員正在進行綜合素質
訓練訓練。。 本報新疆傳真本報新疆傳真

■■大橋兩邊的路大橋兩邊的路
燈儼如一支支點燈儼如一支支點
燃的香煙燃的香煙。。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陝西商州西街被拆遷陝西商州西街被拆遷，，爆發三百餘人集爆發三百餘人集
體體「「民告官民告官」。」。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徐州主城區的九里湖濕地公園，原是採煤塌陷地。 資料圖片

■■曹新平曹新平

■■秦山核電廠秦山核電廠。。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廣東惠州機場廣東惠州機場
將於春節前復將於春節前復
航航。。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