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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擬打造內地碳金融中心
專家武漢開論壇 籲速建統一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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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天網」工程全覆蓋
公安機關信息互聯互通

人
事
動
態
內蒙古赤峰市人
2003.01—2003.12：內蒙古克
什克騰旗委書記；
2003.12—2006.02：內蒙古赤
峰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
黨組副書記、黨組書記；
2006.02—2010.09：內蒙古赤
峰市委常委、秘書長；
2010.09—2011.11：內蒙古自
治區信訪局局長、黨組書記；
2011.11—2015.04：呼和浩特
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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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西安法律顧問進社區
三年實現全覆蓋

葛源礦區現亞洲最大鉭礦
江西

出台首部促進民族團結法規
貴州

川藏線上第一橋開始維修
四川

合肥入選中歐低碳生態城試點
安徽

江蘇

山東 動物標本館集世界十大名蝶

河南

中國首座世界眼鏡文化主題博物
館——鷹潭世界眼鏡博物館在江西省鷹潭市日前正式開館。該博
物館總建築面積3,700平方米，總投資4,000餘萬元，旨在推介眼
鏡文化，普及眼鏡知識，改變大眾對眼鏡的傳統認知。據悉，鷹
潭素有「眼鏡之鄉」的美譽，具有200多年的經營眼鏡歷史，如
今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眼鏡市場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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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壇上，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
席、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

主任委員辜勝阻提出：「碳市場是治理
城市群中城市病的有效市場手段，通過
對排放進行總量控制，運用市場手段淘
汰落後產能，不僅能夠增強產業的集中
度和技術先進度，增強產業的競爭力，
避免產業轉移帶來污染轉移，同時還能
有效降低社會減排成本，充分調動企業
主動減排的積極性。加快建立全國統一
碳市場，將是實現『一帶一路』國家戰
略可持續發展，構建生態補償機制的重
要支撐。」

七省市擬建碳交易試點
國家碳市場管理部門——國家發改

委氣候司蔣兆理處長在論壇上回應，
《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辦法》去年
底發佈，擬在湖北、北京、上海、天
津、重慶、廣東和深圳等七省市碳交
易試點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全國統一
碳市場。
據悉，中央先後在中部湖北開展了

碳排放權交易、低碳城市、排污權交
易等一系列圍繞「兩型社會」（資源
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的試

點、示範。作為中部唯一的碳市場，
自2014年啟動以來，湖北碳市場總成
交量、總成交額、日均成交量等市場
指標僅次於歐盟碳市場，位居全球第
二、中國第一。
截至今年3月31日，湖北碳市場總

成交量1,186萬噸，交易總額2.7億元
（人民幣，下同），分別佔全國成交
總量48%和成交總額的32%；同時，
湖北碳金融產品創新數量與規模始終
保持內地第一，各類碳金融授信已達
800億元。
而企業投資減排、主動減排的積極

性也被調動起來，2014年企業在節能
改造上的投資比2013年提高38%，部
分控排企業通過碳交易已經直接獲取
減排收益5,534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珊珊 武漢報道）長江論壇分論壇——中國碳

市場創新與城市群發展論壇昨日在湖北武漢舉行。與會專家共同呼籲盡

快建立全國統一碳市場，用市場化的手段引導社會節能減排，控制污染

排放總量。湖北省委黨校副校長、湖北省經濟學會會長鄒德文提出：

「湖北武漢已初具全國碳市場中心、碳金融中心、碳定價中心雛形，建

議在武漢建設全國碳金融中心，通過金融市場手段推進長江經濟帶綠色

發展，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
道）全長79.652 公里，預算投資總金額
79.85億元人民幣的新疆烏魯木齊繞城高速
（東線）現已復工。

54橋樑年內竣工
記者獲悉，繞城高速（東線）上共要架
起大小54座橋，除了石人子溝特大橋、葛
家溝特大橋外，還有大橋30座，中小橋22
座；長隧道1座（葛家溝隧道），短隧道1
座（石人子溝隧道）。今年，54座橋基本
可以完工。
「石人子溝特大橋全長2,560米，跨越石
人子溝的一座高架橋，是繞城高速（東
線）最長的一座橋。由於橋墩較高達到70
多米，石人子溝大橋在施工時採用了掛架
模板施工，這也是新疆首次採用這一技術
施工。」中交二航局烏魯木齊繞城高速
（東線）二標項目副經理章繼堯說，去年
10月底石人子溝特大橋雛形已現，而現在
橋墩的收尾工作也已結束，剩餘的只是橋
面鋪裝工作。
繞城高速（東線）所經之處，大都處於
丘陵地帶，人煙稀少。沿途還有眾多水
庫、鐵路等，施工難度相對較大。但建成
後，城市骨架拉大，南來北往的車輛不需
再經城區，通行更加順暢。此外，也將大
大緩解烏魯木齊城區交通壓力，有利加快
烏昌（吉州）地區和天山北坡經濟帶等區
域幹線公路網的銜接，完善烏魯木齊市的
路網結構，改善區域交通出行環境，進一
步方便百姓出行。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
報道）陝西西
安市日前召開
依法治市暨司
法行政工作會

議，計劃在年內實現
40%以上的村（社區）
配備法律顧問，在三
年之內實現法律顧問
在 西 安 市 的 村 （ 社
區）全覆蓋。

據悉，今年西安市將重點規範和提高區縣公共法律服務中心服務
水平，同時，促進鎮街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站和村（社區）公共法律
服務工作室在年底時覆蓋率達到80%以上。在普遍建立法律顧問制
度方面，年內不僅要積極為黨委、政府各部門和企事業單位配備法
律顧問，還將大力推動普遍建立法律顧問制度向基層延伸，年內村
（社區）法律顧問配備率將達到40%以上，此後將在三年時間裡實
現全覆蓋。

此外，在法律服務制度改革方面，西安市還將健全律師依法行使
執業權利保障機制，建立規範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與律師關係
制度，建立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記錄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翁雪 寧夏報道）記者近日從寧
夏公安廳獲悉，2009年至今，寧夏自治區累計投入5.7億元人民
幣，搭建起了區、市、縣三級智通圖控聯網平台，初步實現了全

區公安機關視頻圖像信息互聯互通，以及重點要害部位、治安複雜場
所「天網」工程全覆蓋。今年，全區公安機關還將在一級場所建設
1,800個高清視頻監控頭，引導、協調行業管理部門和社會單位在二、
三級場所建設9,696個視頻探頭。

目前，寧夏已經建成5個市級監控中心、26個縣(區)級監控中心、96
個派出所監控室，在一級場所建設視頻監控頭16,519個，實現了全區
公安機關所建的治安監控、道路監控、電子警察以及卡口等視頻圖像
資源的互聯互通。

隨着「天網」越織越密，寧夏各地安裝視頻監控頭的公共區域，
「兩搶」案年降幅均在20%左右；各地運用視頻圖像信息，破獲的刑
事案件數佔全部破案數的20%以上。

秦義辭呼和浩特市長
將任住建廳要職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張
鵬宇 內蒙
古電） 內
蒙 古 呼 和
浩 特 市 十
四 屆 人 大
常委會前日舉行第二十次會議。會議
表決同意秦義辭去呼和浩特市市長職
務，同時，表決通過李傑翔代理呼和
浩特市市長的決定。據消息人士透
露，秦義將在內蒙古住建廳擔任要
職。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牛琰 江西報道）江西省
有色地質勘查局近日發佈消息，由該局礦勘院詳查的橫

峰葛源礦區鉭鈮礦項目，經專家認定，探明鉭礦儲量近3萬噸，達
特大型，規模為目前亞洲最大，整個礦床潛在經濟價值超500億
元人民幣。

開封10億元打造「智慧農場」

泰州千年溱潼會船節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通訊員黃獻、記者高攀 河南報道）繼2015年政府工作報
告中提出「互聯網＋」概念後，總投資10億元人民幣的河南首個市級大型互
聯網休閒生態農業項目——仙儂園建設，近日提上日程。河南萬鼎投資集團
相關負責人介紹，仙儂園項目將不僅僅滿足於提供傳統的遊玩、休閒度假服
務，還將運用大數據、雲計算和物聯網技術，為客戶提供前所未有的參觀和
互動種植體驗。作為一種新的經濟業態，「互聯網+」更注重在實體經濟發展
中以信息流帶動物質流，通過更新生產方式，進而解放生產力，提高生產效
率。
據悉，仙儂園項目位於開封市第五大街，規劃佔地面積3,500畝，該項目由
開封市人民政府與河南萬鼎投資集團共同推進。目前總體規劃了6大區域，分
別為生態農業培育區、農業科學研究區、高端農業產品繁育推廣區、觀光體
驗農業種植區、現代農業科技主體建築區以及休閒養老區，項目建設周期
將持續4年左右。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朱皓 泰州報道）有「天下第一水上廟會」美譽
的泰州姜堰溱潼會船節昨日在江蘇溱湖景區開幕，萬餘名會船手撐着500多條
船隻奏響一年一度的「溱湖篙歌」。中國濕地生態旅遊節、中國泰州水城水
鄉國際旅遊節也同時開幕，「三節合辦」全面展示水鄉自然生態之美、人文
風情之美、旅遊景觀之美、會船民俗之美。
溱潼會船節是一種古老的漢族民俗活動。源於宋代，相傳山東義民張榮、
賈虎曾於溱潼村阻擊金兵，溱潼百姓助葬陣亡將士，並於每年清明節撐篙子
船，爭先掃墓，祭奠英魂，久而久之，形成撐會船的習俗。溱潼會船歷千年
而不衰，有「溱潼會船甲天下」之說，被譽為「民俗文化之大觀，水鄉風情
之博覽」，入選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列入內地十大民俗節慶活動。
歷屆旅遊節已成為泰州旅遊業的助推器，「水城慢生活」的旅遊品牌已經
逐漸打響，泰州將打造生態旅遊、醫療健康旅遊、鄉村旅遊、文化創意等
多種旅遊業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宇軒 青島報道）愛神鳳蝶、翠葉紅頸鳳蝶、藍綠
鳥翼鳳蝶、黃裳貓頭鷹環蝶等世界十大名蝶標本攜百種千隻蝴蝶標本，近日
進駐山東最大動物標本館—青島濱海學院世界動物標本藝術館。展區按照春
夏秋冬四季布展，近百個品種的千件精美蝴蝶標本分排排列。這些標本大都
價值不菲，品種大多來自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馬來西亞等幾十個國家
或地區，有些還是瀕危品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盼四川報道）在「休眠」40
多年後，川藏線上第一座鋼架橋——飛仙關橋（又名飛

仙關懸索橋），近日開始維修工作，該工程採用修舊如舊的辦法，
預計本月20日前這座老大橋將重展當年英姿。據悉，1950年，原
西南軍區在飛仙關修建懸索大橋，該橋於1951年竣工通車，成為西
進康藏的318國道線上的重要設施，被譽為川藏公路上的第一座
橋、全國為數不多的「三跨連續鋼桁加勁懸索橋」之一。同時也是
新中國成立後道橋專家們引為自豪的「國產」大橋傑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合肥報道）住房和城鄉建
設部近日發文，同意將安徽省合肥市列入中歐低碳生態

城市合作項目專項試點城市。此次作為中歐低碳生態城市合作項
目專項試點城市，合肥市試點範圍將主要包括城市建設投融資機
制、水資源與水系統、綠色建築三大領域。據悉，合肥入選此類
試點並非首次。2013年5月，內地首批6個中美低碳生態試點示範
城區公佈，合肥佔據一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 貴陽報道）貴州省十
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近日高票表決通過《貴州

省促進民族團結進步條例》，將於5月1日起正式實施。該《條
例》將成為內地國第一部省級層面出台的、專門規範民族團結進
步事業的地方性法規。《條例》將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幫助和扶
持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職責職能進行明確和固
化，還規定每年10月為全省民族團結進步宣傳教育活動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袁巧重慶報道） 重慶市首個
LNG（液化天然氣）船舶加氣碼頭——巴南麻柳富江

LNG加氣碼頭將於10月建成投用，可為長江沿線上萬艘貨船提供
更經濟、清潔的液化天然氣加注服務，替代污染物排放較多的柴
油、重油等燃料，降低對長江航道的污染，實現節能減排。
重慶巴南麻柳富江LNG加氣碼頭是長江上游第一個液化天然氣

碼頭，從2012年6月開工建設，計劃建成1個3,000噸級兼顧5,000
噸級加氣泊位，加注能力15萬立方米/日，建成後LNG儲備量可
達2,000立方米，每天可為12艘貨船提供LNG加注服務。

江西眼鏡博物館

■湖北擬打造內地碳金融中心。 網上圖片

■■新疆黨委書記張春賢在烏魯木齊了解新疆黨委書記張春賢在烏魯木齊了解
全市路網工程建設情況全市路網工程建設情況。。 本報新疆傳真本報新疆傳真

■西安市法律援助中心到敬老院為老人提供
法律諮詢。 網上圖片

■溱潼會船節開幕式
上，百舸爭流氣勢恢
宏。 實習記者朱皓攝

■■山東動物標本館清明展出數山東動物標本館清明展出數
百種蝴蝶標本百種蝴蝶標本。。 本報青島傳真本報青島傳真

■■秦義秦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