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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任福州副市長
福建平潭人，出生於1960年。
1995年起，任羅源縣副縣長，福
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
馬尾區副區長，福州經濟技術開發
區管委會副主任（正處級）、馬尾
區委常委、馬尾區副區長，閩侯縣
委副書記、副縣長、代縣長，閩侯
縣長，連江縣委書記等職。
2013年至2015年4月，任福建省
總工會副主席、黨組成員。

高明小檔案

鄭州擬設4萬輛公共自行車
河南

千年古縣旅遊節梨花綻放攬客
天津

美食節重現乾隆祭祖盛況
吉林

科
技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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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發放4000萬元創新券
無償資助科技成果轉化

銀川23企因環境違法被查
寧夏

新疆 首向外籍及港澳台人士發社保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新疆
日前發放首批外籍和港澳
台地區參保人員社會保障
卡，來自澳洲、阿塞拜
疆、中國香港的3名參保
人領到了社會保障卡，這
是新疆社會保障卡首次向
外籍及港澳台地區人員發
放。據悉，外籍及港澳台地區參保人員與新疆本地參保人員繳納
的險種一致，享受國民同等的待遇。
為方便外籍及港澳台地區參保人員在新疆及時享受社保各項待

遇，新疆社會保障卡管理中心對原有的社會保障卡卡務管理系統
做了升級改造，增加了「外籍及港澳台地區參保人員制卡」模
塊，開通了綠色通道，解決了外籍及港澳台地區參保人員無二代
身份證、製卡數據無法完成公安比對的問題，在證件類型中增加
了「護照編號」及「港澳台通行證編號」，並在系統開發期間發
行了社會保障卡臨時卡，解決了外籍和港澳台地區參保人員的刷
卡問題。
從卡面上看，外籍和港澳台地區參保人員社會保障卡與普通社

會保障卡完全相同，「社會保障號碼」處印有「護照編號」或
「港澳台通行證編號」，照片信息則採用實時採集的方式。

湖北 恩施大峽谷拾一公斤垃圾可換門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芯 湖北報
道）記者從湖北省旅
遊局獲悉，五一小長
假期間，恩施大峽谷
景區遊客撿拾一公斤
垃圾，可換取恩施大
峽谷內演出及景點門
票。
景區經理譚曉敏

稱，去年國慶假
期，共兌換了100多張門票，而今年這次活動撿拾垃圾量達到兌
換標準的只有4個人，說明隨手丟垃圾現象大幅減少，遊客文明出
遊的意識在增強。
恩施大峽谷景區在「五一」期間開展「撿垃圾換門票」活動，
為遊客發放印有卡通圖案、寫着「垃圾『袋』回家」等標語的垃
圾袋，希望遊客在遊覽美景的同時，也能共同協助保持景區的衛
生潔淨。

四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盼、實
習記者 劉亮荀 四
川報道）「五一」
小長假期間，內地
首個演藝鎮在四川
成都市龍泉驛區洛
帶啟幕，埃及、蒙
古、俄羅斯、印
度、蘇丹等國演藝
團體將長期駐場演
出，是成都「中法文化產業園」的重要項目。
從五月一日開始，有八台演出在洛帶古鎮同時上演，其中包括

埃及、蒙古、俄羅斯、印度、蘇丹等五台外國演出，並陸續推出
川軍抗戰題材的大型實景演出《血戰》，反映客家文化的《客入
客家》、大型舞台劇《尋找香巴拉》等原創作品。今後，還將引
進格魯吉亞、烏茲別克斯坦、日本、秘魯等多個國家，以及國內
多個民族演藝團體輪番上演，實現世界藝術大交流。
「集林演藝鎮與其他演藝模式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它是常年

演、白天演、晚上演、天天演，最大的特點就是貼近觀眾，能夠
從演出內容、演出形式、演出時間等滿足不同觀眾群體的需
求。」活動組委會有關負責人說。

演藝鎮誕生 多國團體長駐演出

星期二、四、六刊出 ■責任編輯：譚月兒 2015年5月5日（星期二）

江淮分水嶺是安徽省長江、淮河
流域的分界線，是連接皖江城

市帶與皖北「四化」協調發展先行
區的紐帶，在安徽省區域經濟發展
格局中佔有重要地位。此次規劃範
圍包括肥東、肥西、長豐、金安、
裕安、壽縣、定遠、鳳陽、明光、
南譙、全椒、來安、田家庵、大通
14個縣(市、區)，土地總面積2.48萬
平方公里。

優化水資源配置格局
《規劃》提出，根據水源地空間
分佈，優化嶺區水資源調劑和配置
格局，推進大中型水庫、小型水庫
和農村塘壩統籌發展，全面改善嶺
區城鄉用水狀況；加快鐵路、公
路、水運運輸通道和綜合交通樞紐
建設，增強嶺區承東啟西、連南接
北的樞紐作用。

打造16個產業群專業鎮
根據規劃，實施肥西縣城西擴、

肥東縣城南擴，融入合肥主城區；
按照合肥副中心城區定位，高標準
建設長豐縣城。規劃還提出，江淮
分水嶺地區還應以中小城鎮作為城

鎮化發展的重要節點，打造16個產
業集群專業鎮。其中，長豐縣崗集
鎮要發展汽車零部件、長豐縣吳山
鎮主攻電纜線材、肥東縣撮鎮主打
機械加工、肥西縣桃花鎮突出家電
製造，定位上是各有特色。
此外，根據《規劃》，安徽省加

快實施千萬畝森林增長工程，實施
嶺脊地區退耕還林工程，建設嶺脊
都市森林生態景觀林帶。加強嶺脊
生態保護，合理劃定禁農、禁耕、
禁牧區，建設嶺脊一體化生態廊
道。完成退耕還林工程，新增造林
100萬畝以上；加強重點地區水土保
持和地質災害防治。開展小流域水
土保持綜合治理，推進坡耕地、坡
式經濟林地水土流失綜合整治。加
強水源地保護，加強農田生態林網
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合肥報道）安徽省近日出台《江淮分水嶺區域

發展規劃》，力爭到2020年，嶺區地區生產總值超過4,200億元（人民幣，

下同），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在全省縣域經濟中保持領先水平；實現財政收入

500億元，三次產業結構調整到10：50：40，着力改善嶺區基礎設施支撐，

要留住水，修好路，提升嶺區對外通達能力。

■■安徽合肥市肥西供電公司安徽合肥市肥西供電公司
搶修隊隊員在肥西縣上派鎮搶修隊隊員在肥西縣上派鎮
北張村搶修供電線路北張村搶修供電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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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 山東報道）山
東省近期對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的輪崗交流、
聘任管理、繼續學習、業績評價等方面改革
進行了全面設計。按要求，符合條件的校
長、副校長和在編在崗教師將進行交流輪
崗；同時，到2017年，將在全省全面推行
推進「縣管校聘」。
文件規定，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校長、

副校長，在同一所學校連續任職超過兩屆
（每屆任期一般3至5年）；在編在崗教師，
已聘任中級及以上專業技術職務、在同一所
學校連續任教超過兩個聘期（每個聘期一般3
至5年)，應當交流輪崗。這為優化教育資源
配置，促進教育公平提供了制度保障。
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張志勇表示，今年每

個市要選部分縣（市、區）進行試點，用3
至5年時間實現義務教育學校校長教師交流
輪崗制度化、常態化。

教師將由「學校人」變為「系統人」
「縣管校聘」管理改革是在強化縣域統籌
教師管理的基礎上，打破教師交流輪崗的管理
體制障礙，縣級教育行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
定本縣（市、區）域內教師崗位結構比例標
準、公開招聘和聘用管理辦法、培養培訓計
劃、業績考核和工資待遇方案，規範人事檔案
管理和退休管理服務。中小學校依法與教師簽
訂聘用合同，負責教師的使用和日常管理。這
一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優化教師資源配置，使教
師由「學校人」成為「系統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 貴陽報道）貴州省今年將為超過400家科技型
企業發放4,000萬元（人民幣，下同）科技創新券。近日，向貴州為首期24家
科技型企業發放了近300萬元「科技創新券」。

「科技創新券」是一項普惠式的後補助政策，是針對貴州創新資源缺乏、創
新能力不足的企業、創業團隊及創客空間而設計發行的一種有價證券。「創新
券」採取無償資助方式向企業發放，專用於企業向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務
機構等單位或其他企業購買科技創新服務和技術成果，合同履行完畢後，由科

技創新服務單位持科技創新券到貴州省科技廳兌現。
據悉，「科技創新券」的發放額度主要根據企業與科技創新服務單位簽訂的技術

合同進行認定。如果是訂立技術開發合同和技術轉讓合同，發放的最高額度不超過
50萬元；如訂立技術諮詢合同和技術服務合同，發放的最高額度不超過20萬元，同
時企業也要匹配不低於合同金額50%的經費。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蘇
榕蓉 福州報
道）記者近日
從福州市第十

四屆人大常委會第
二十八次會議舉行
的第二次全體會議
上獲悉，高明當選
為福州市副市長。 ■高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勇 南京報道）《2015
年一季度人民日報政務指數微博影響力報告》最

近發佈，南京江寧警方的政務微博@江寧公安在線在政務微
博百強中排名第二，僅次於@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除了@
江寧公安在線之外，江蘇共有12個政務微博進入百強，數量
居內地省份首位。據悉，2011年開通的@江寧公安在線原本
只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寧分局的一個政務微博，但因其發佈的
內容實用性強，語言親和力高，還能耐心且專業地解答網友
的疑問和求助，故其影響力逐漸擴大，在歷次政務、警務影
響力評估中，均名列前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寧夏
銀川市近日對23家存在環境違法行為的企業立案

調查。自3月以來，銀川環保部門對兄弟彩興化工公司實施
按日計罰，對寧夏天人和清真豆製品股份公司啟動按日計罰
程序，並開出寧夏首例按日計罰罰單18.9萬元，且已執行到
位。此外，銀川市委、市政府還專門成立督查組，對查處的
問題實行掛賬銷號制度。

陝西西安大
雁塔景區商業廣場內，3,000餘平方米天幕為遊客播放巨型
《清明上河圖》，強大的視覺效果和濃厚的文化氛圍吸引遊
客紛紛拿起手機拍照。據悉，西安大雁塔天幕建於2013年
初，為多塊LED顯示屏拼接而成。 ■中新社

陝西《清明上河圖》天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第七屆
「天津漁陽梨園情旅遊文化節」近日在天津薊縣舉

行。該旅遊文化節是天津薊縣春季旅遊的一個重要品牌。作為
聯合國命名的「千年古縣」，薊縣是京津冀地區知名的旅遊勝
地，被譽為「京津後花園」，年接待遊客1,500萬人次以上。
據悉，薊縣有上千年種植梨樹的歷史，每年4月中旬至5月
底，崇山峻嶺萬畝梨花競相綻放，形成春季特有的旅遊景觀。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睿航 吉林報道）
第十屆吉林市開江魚美食節近日在吉林烏喇文化

主題公園開幕，活動將於下月30日結束。本屆開江魚美食節
開幕式上，包含有首屆小白山滿族祭祖大典和祭江表演。其
中，滿族祭祖大典表演重現當年乾隆皇帝祭祖盛況，規模與
儀制規格全國最大、最高。據悉，吉林市現有滿族同胞二十
多萬，是滿族重要發祥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娟 鄭州報道）河南鄭
州已入選交通部綠色交通試點城市。未來三年，

鄭州將投入50多億元人民幣打造綠色交通，包括在城區四環
內佈設4萬輛公共自行車，支持市民使用綠城通刷卡取車用
車。目前，河南許昌、洛陽、濮陽、駐馬店、濟源、永城等6
地均已設有公共自行車。

■■山東棗莊水泉鎮一山東棗莊水泉鎮一
小學教師在安全教育小學教師在安全教育
日日，，指導學生如何在指導學生如何在
逃生中加強自我防逃生中加強自我防
護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俄羅斯演出團隊參與演藝鎮的表演俄羅斯演出團隊參與演藝鎮的表演。。
記者劉亮荀記者劉亮荀攝攝

■■新疆首次向外籍及港澳台地區人新疆首次向外籍及港澳台地區人
員發放的社保卡員發放的社保卡。。 本報新疆傳真本報新疆傳真

■■為提倡旅遊文明為提倡旅遊文明，，湖北恩湖北恩
施大峽谷推行拾一公斤垃圾施大峽谷推行拾一公斤垃圾
換門票活動換門票活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