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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蚌埠打造「泛長三角」文產基地
園區升格國家級 推皖北特色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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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港優勢助創意產業轉型
遼寧

設「陽光班級」矯正問題青年
江西

投三千億建水利等重點項目
新疆

國際車展下月舉行
天津

四川 成都高新區重獎創新人才

福建

重慶

北京仿古「鐺鐺車」觀光二號線昨日開通運
營。該趟「鐺鐺車」途經前門、天安門、故宮、北海、王府井等
熱門景點，總長10公里，全程設站15處上車地點，行程約45分
鐘。圖為司機駕駛仿古「鐺鐺車」駛過天安門廣場。 ■中新社

北京鐺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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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蚌埠大禹文化產業園依據
目前蚌埠市的產業優勢，園區

形成了皖北地區特色鮮明的文化產
業集群，正着力打造文化創意業、
文化旅遊業、藝術品業、出版印刷
業、文化娛樂業、傳媒廣告業、文
博會展業七大產業領域，成為帶動
安徽省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強力引
擎，並成為「泛長三角」文化產業
的重要基地。
蚌埠大禹文化產業園面積55平方

公里，園區累計完成投資210.09億
元人民幣，2013年園區內文化企業
千餘家，約佔園區企業總數的
70%，同時，園區文化產業收入約
佔總營業收入的78%。

以三核心區進行佈局
目前，園區圍繞城區布點、呈環
狀分佈打造，分別以張公湖、龍子
湖、雙墩遺址為三個核心集聚區，
進行文化產業佈局和建設，並逐步
向市郊和三縣區域拓展，旨在建設
一個集藝術開發、生產加工、展銷
貿易、觀光旅遊為一體，功能齊
全、配套設施完備、產業鏈條完整
的產業園區，並將其打造成皖北乃

至全省文化產業園興起的標杆。園
區依托本地歷史文化資源優勢，着
力發展壯大文化產業，已成規模化
發展，形成了皖北地區特色鮮明的
文化產業集群。
據了解，早在「十二五」規劃初
期，蚌埠市就根據市情制定蚌埠大
禹文化產業示範園區規劃建設方
案。目前，大禹文化產業園區建設
已納入蚌埠經濟社會發展整體規
劃，充分發揮了園區在品牌打造、
資源整合、企業集聚等方面的優
勢，以主導產業為龍頭，帶動關聯
產業加快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
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促進
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在
內地文化產業領域具有引領和示範
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玲傑 安徽報道）安徽省蚌埠市大禹文化產業示範

園區近日成功獲批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位列第五批國家級文化產業示

範園區僅有的兩個席位之首，是繼蚌埠高新區、蚌埠國家農業科技園區之

後，該市又一個國家級產業園區，實現安徽省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零的

突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瑞雪 哈爾濱報
道）黑龍江哈爾濱機場口岸對51國72小時免
辦簽證政策日前正式獲批，哈爾濱繼瀋陽、
大連後，成為東北地區第三個開通72小時過
境免簽城市。記者從哈爾濱邊防檢查站獲
悉，該政策最快將在一個月後實施。
據悉，來自51個國家的公民，只要持有有

效國際旅行證件和72小時內確定日期、座位
前往第三國（地區）的聯程機票，就可免辦
中國簽證，在哈爾濱市行政區域範圍內自由
活動72小時。哈爾濱機場目前已開通至俄羅
斯、日本、韓國等13條國際定期客運航線，
去年共接待入境旅客近29萬人次。

提升國際中轉競爭力
黑龍江機場集團相關負責人表示，實行
72小時過境免簽政策，在給部分外籍旅客
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將提高哈爾濱機場的國
際中轉競爭力，增加航空公司的國際中轉旅
客，從而刺激哈爾濱入境旅遊市場，並將帶
動餐飲、購物、住宿、休閒等消費。有關部
門應積極開展國際旅遊推介，設計主題鮮明
的自助旅遊產品，完善配套服務和地面交通
設施。
1月18日東北首條第五航權航線葉卡捷琳

堡—哈爾濱—曼谷正式開通，哈爾濱成為東
北首個開放第五航權的城市。第五航權航線
的開通，為哈爾濱與俄羅斯、東南亞搭建了
航空運輸通道，也為哈爾濱爭取72小時過
境免簽帶來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曹宇 鄭州報道）
在河南鄭州市東風路與
天明路附近的非機動車
停車場上，近百個規
範停車的隔離墩日前
被 美 術 愛 好 者 「 穿

上」卡通「外衣」，原本灰白
色的石墩被塗成了機器貓、海
綿寶寶、聖誕老人等卡通人物形象，靚麗的色彩和可愛的圖案吸引了
很多市民的圍觀點讚。然而，部分成年人對於這些深受年輕人喜歡的
卡通石墩卻並不熱愛，隨後也引起了城管部門的注意和反對。

反對理據是，「如果繪畫的畫面充滿正能量，又與周邊環境相協
調，那就無可厚非。但是，你也塗，他也塗，一條街上如果多個地
方同時出現這種情況，就可能有礙觀瞻」。

這種新奇好玩的創意的確能吸引大眾的眼球，但也需確保交通安
全和不影響市容。在法律規範的盲區，任何個人行為都應與城市街
景相協調，倘若人人都凸顯個性，反而會適得其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榮娣 河北報道）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環
境保護審判庭近日正式成立。該院黨組成員、副院長王越飛介紹，
環境保護審判庭受理河北省複雜、疑難、影響較大的涉環境刑事、

民事、行政案件，採用的是環境刑事案件、環境民事案件和環境行政案
件「三審合一」集中審判的模式，提高環境保護司法的效率和能力。

據悉，河北省法院將建立環境保護訴訟的配套機制，設立環境保護
審判專家諮詢委員會或環境保護專家庫，推動環境損害司法鑒定體系
的早日建立；積極推動建立省法院、省檢察院、公安廳和環境行政執
法機關之間的環境保護執法司法協調機制。

與此同時，河北還將把推進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作為突破口，不斷完
善創新環境公益訴訟審判機制，依法確定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責任方式
和賠償範圍，並積極創新環境公益訴訟賠償金的分配方式，探索建立
獨立於政府機關的環境公益訴訟專項基金，將環境賠償金專款用於恢
復環境、修復生態，維護環境公共利益。

近年來，河北省中、基層法院陸續組建了8個環境保護審判庭和21
個環境保護合議庭。據統計，2012年至2014年，全省法院共審結涉及
環境保護類案件3,490件。

湖南新寧推村民自治
助監管部門保障食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董曉楠、肖建花，通訊員楊堅、王玲

湖南報道）湖南省新寧縣通過推行農村食品安全村民自治制度，
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導、部門協作、村民參與」的共治工作機制。截
至3月16日，自治委員會共協助食品監管部門搗毀製假售假窩點34
個，查辦食品違法案件320多起，在各職能部門的指導下開展食品快
速檢測3,200次，檢測食品500餘個品種，防範食品安全事故100餘
起。

為規範農村食品市場秩序，築牢農村食品安全監管基礎，新寧縣積
極探索和創新農村食品安全監管方式，於2009年開始先後在全縣10
個村以村為主體，試點推行農村食品安全村民自治制度。據悉，自治
委員會由鄉鎮幹部、德高望重的村民和誠信經營的食品生產經營戶組
成，在食藥監、工商等食品安全監管部門指導下制定《食品安全村民
自治章程》，負責全村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維
權，監督食品生產經營戶的生產經營行為，配合監管部門做好食品質
量檢測等。

近兩年食品監管部門還舉辦食品安全法律法規、食品安全標準以及
食品安全知識等專題培訓班36期，試點村村民食品安全知識普及率達
到了1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盼 成都報道）四川成都高新區18日召開2014年度
企業表彰會，對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優秀高新技術企業、優秀創業企業、
創新創業人才等進行了表彰，累計獎勵金額達5,910萬元（人民幣，下同），
其中3,700萬元重獎創新創業人才，佔獎金總額的62.6%。今年成都高新區將
着力打好政策「組合拳」，充分發揮去年以來制定的「三次創業」產業、科
技、人才、創業等政策。
據悉，成都高新區2014年度企業表彰會獎項共設置綜合類、轉型升級類、

創新創業類和社會責任類四獎項。表彰會上，41名符合表彰標準的高層次人
才予以表彰，分別是成都先導藥物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李進等31名高層次人
才每人獲100萬元獎勵，以及成都京東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資深高級研究員周
全國等10名高層次人才每人獲50萬元獎勵。
國家「千人計劃」入選者、奧泰醫療系統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鄒學明，帶
領團隊研發出中國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超導磁體和超導核磁共振整機
系統，獲得「成都高新區創新創業成就獎」，並給予100萬元獎勵。

首開校園足球特色學校

第6個國家級高新區落地龍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麗寬 龍岩報道）記者從福建龍岩市科技局獲悉，

龍岩高新技術產業園區近日獲准升格為「國家級高新區」，並定名為「龍岩
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據稱，這是繼福州、廈門、泉州、漳州、莆田之
後，福建第6個國家級高新區。
龍岩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始建於2012年，範圍涵蓋新羅、長汀、永定三個

區縣，2012年7月被批准設立為「省級高新區」，規劃面積達132.9平方公
里，是福建面積最大的高新區。2014年，該園區工業產值達418.5億元人民
幣。
根據國務院批覆要求，龍岩高新區要力爭建設成為促進技術進步和增強自
主創新能力的重要載體，帶動區域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強大
引擎，高新技術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的服務平台，以及搶佔世界高
新技術產業制高點的前沿陣地。
與此同時，龍岩高新區的產業發展要素正在加速完善。據介紹，作為完善
基礎設施的重要工作項目，高新區主幹道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通往龍岩中
心城區的快速通道將於今年底建成通車。此外，日處理量4萬噸污水處理廠的
一期工程已投運，配套高新區發展的110千伏、35千伏變電站建設正加快推
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
冰 重慶報道）近日重慶市
教委發佈消息，包括重慶
市第一中學、萬州區中加
友誼小學等在內的300所
學校獲得校園足球特色學
校命名，每周用一節體育
課進行足球教學，高中階
段學校則開設足球選修
課。
據重慶市教委方面介紹，全市共有782所中小學申報，對照全國校園足球特

色學校基本標準後，確認萬州區中加友誼小學等300所學校為重慶市首批校園
足球特色學校。而這300所學校需嚴格執行《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特色學校基
本標準（試行）》。
足球不僅僅是體育課必備內容，校園足球特色學校應有足球俱樂部或興趣
小組，吸納有興趣的學生參與足球活動。小學三年級以上建有班級、年級代
表隊，學校建有校級男、女足球代表隊；學生基本達到全員參與足球。校方
每年組織校內足球班級聯賽、年級挑戰賽，每個班級參與比賽場次每年不少
於10場；有了充足的運動，學生安全也不容忽視，在為學生實施校方責任
險的基礎上，校方還需為學生新增購買運動意外傷害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賀毓 銀川報道）今年
寧夏回族自治區事業單位將實行遴選制度，機關、事業

單位和國有企業在職人員工作滿5年均可報考。寧夏人社廳事業單
位人事管理處處長馬曉黎說，「事業單位分為三類，分別是全額撥
款單位、差額撥款單位、自收自支單位。以前，全額撥款單位的工
作人員可以調到差額撥款單位、自收自支單位，但是後二者卻很難
調動到全額撥款單位。」今年起，區、市、縣(區)屬事業單位可按照
公開、擇優原則，面向全區遴選。此舉不但破解了機關、企事業單
位人才流動阻力，還樹立了正確用人導向。今年，寧夏事業單位公
開遴選則輻射到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在職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牛琰 江西報道）江西省
努力打造「陽光班級（學校）」，截至目前，江西省共

建立了26個「陽光班級（學校）」，共招生1,130餘人，成功轉
化860餘人。「陽光班級（學校）」是針對不良行為青少年群
體，探索在普通學校內設立臨時班級，對有輕微不良行為的青少
年進行教育轉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2015年新
疆安排重點項目430項，包括在建項目230項、新開工

項目60項、預備項目140項，計劃完成投資逾3千億元（人民
幣，下同）。重點項目依然集中在水利、交通、能源領域。從重
點項目行業看，基礎設施類項目有178項，計劃投資1,317億元；
產業類項目119項，計劃投資1,054億元；民生類項目133項，計
劃投資633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欣 天津報道）2015中國．天
津國際車展將於4月28日至5月3日舉行，屆時將邀請國

內外汽車廠商集中展示新能源、新動力汽車方面的最新成果。本屆
展會以「科技環保．綠色出行」為主題，預計參展車輛將達900餘
輛，涵蓋了頂級豪車、中高檔轎車、商用車、新能源車、運動車、
客車、特種車及改裝車等。與去年相比，今年展會加大了清潔能源
汽車展示力度，倡導綠色環保、低碳高新的汽車工業創新科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毛絮薇 大連報道）由香港貿易
發展局、大連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合辦，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創意香港」贊助的「香港創意營商日」，目的在展示香
港在品牌策略、市場推廣、設計授權服務等方面的優勢和資源，以
助大連企業升級轉型，在國際市場上爭取更多商機。貿發局帶領由
25家香港企業組成的香港創意產業代表團到訪大連，昨日在萬達希
爾頓大酒店出席「香港創意營商日」研討會，並且於研討會後舉行
商貿對接活動，幫助兩地企業尋求合作夥伴及方案。

■各種各樣的卡通隔離墩。
本報河南傳真

■2014年度創新創業人才獎頒獎現場。 本報四川傳真

■■重慶重慶300300所學所學
校獲得校園足球校獲得校園足球
特色學校命名特色學校命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哈爾濱機場檢測哈爾濱機場檢測
旅客旅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園區內光彩玉器文化城。 本報安徽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