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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建花、關鈺琳 沅江報道）湖南首
屆沅江蘆筍美食推介會於日前於湖南沅江市舉行。推介會以蘆

筍美食為媒，通過舉辦蘆筍原料基地采風、蘆筍產品洽談推介、蘆筍廚
藝現場競技等活動，旨在拓寬蘆筍銷售市場，加快蘆筍產業發展，力爭
實現百億元（人民幣，下同）規模。
沅江地處洞庭湖腹地，全年可採摘蘆筍27萬噸。去年開始，沅江市委、
市政府轉變發展思路，瞄準人們對綠色消費的需求，決策打造蘆筍產業，
推動蘆筍向健康食品、保健品、藥品轉型升級。
去年，沅江市蘆筍產業蓬勃發展，實現綜合產值5億元。市委書記鄧宗

祥表示，沅江市力爭5年內實現蘆筍年綜合產值達到100億元。

沅江蘆筍產業爭創百億
湖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帆河北報道）記者近日獲悉，河北
省石家莊與韓國濟州實現直航，每天一班，這是石家莊機場開

通的首條至濟州的國際定期航線，目前，濟州島對中國公民實行免簽政
策。據了解，目前石家莊飛往濟州的首航航班機票已經全部售罄，其他
日期最低票價99元起，有出行的旅客建議提前訂購。

石家莊至韓國濟州直航開通
河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尚勇寧夏報道）今年寧夏將投入
6,784萬元，改善涉及17個縣(區)的200個農村教學點辦學條

件。目前，改善教學點工作已經開展實施。
此次改善教學點條件工作，包括改善教學點校舍、室外運動場地，購

置計算機、圖書、數字教育資源存儲設備等。其中，改擴建校舍面積
14,829平方米，建設室外運動場地51,972平方米，購置學校生活設施
1,412套，圖書7萬多冊，購置數字教育資源容量1,500GB，購置計算
機、教學儀器設備等9萬餘部。

斥資逾六千萬改善農村教學點
寧夏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河南省政府提出的「在鄭州設立國際
郵件轉運中心和全國郵政口岸，建立國際郵件集疏中

心」戰略構想，助力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建設和河
南外向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進一步拓寬合作領域，提升
合作層次，4月27日，河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與河南省郵
政公司簽訂《關於共同促進郵政口岸健康發展合作備忘
錄》，進一步加強合作，有效發揮雙方職能優勢。

拓展國際郵件交換站功能
據悉，備忘錄合作內容涉及到四個方面，主要包括：河

南檢驗檢疫局和河南省郵政公司根據河南經濟社會發展需
求，加大投入，共同加強郵政口岸核心能力建設，拓展鄭
州國際郵件交換站的國際郵件進、出、中轉功能，檢驗檢
疫加大查驗設備和人員的投入，提高現場查驗能力，確保
進出境郵寄物及時驗放；加強合作，共同把好郵政口岸國
門安全，建立健全進出境郵寄物檢驗檢疫監管聯合工作機
制，防止中國珍貴物種資源流失；數據共享，共同提高郵
政口岸信息化水平，推動進出境郵寄物郵政網絡數據與檢
驗檢疫信息系統對
接，實現進出境郵寄
物數據共享；建立機
制，充分整合應急資
源，綜合協調、分工
協作，實現預案聯
動、信息聯動，共同
提高突發事件應急處
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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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攀 鄭州報道 ）繼北京、上海和廣州之後，河南鄭州將成內地

第4個郵政進口口岸，建成後，主要負責中原地區的郵政進口業務，輻射中部6省及周邊

省份，形成中部地區最大的郵政進口集散地。目前，鄭州郵政進口口岸正在進行緊張的

籌建工作，預計年內將正式開關運行。目前，河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已與河南省郵政公

司簽訂《關於共同促進郵政口岸健康發展合作備忘錄》，進一步加強合作，有效發揮雙

方職能優勢，建立健全進出境郵寄物檢驗檢疫監管聯合工作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傅龍金福州
報道）預計6月底正式開通運營的安
徽合肥至福建福州高鐵，日前福建
段、安徽段已完成聯調聯試，全長
800多公里，設計時速300公里，全
程預計3個小時，福州至北京由原來
的11小時縮短至8小時內。分析指，

合福鐵路將帶旺福建旅遊業。
據了解，合福高鐵將新增動車組列車39
對，作為京福高鐵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
溝通華中與華南地區的一條大通道。合福
高鐵北起合肥，南至福州，連接福建武夷
山、安徽黃山、江西婺源等「世遺」，沿
途可觀賞中國最美的鐵路風景線，因此被
稱為「最美高鐵」。福建旅遊局相關負責
人表示，合福高鐵將串聯黃山、婺源、三
清山、武夷山等風景名勝區，成為閩贛皖
三省最具發展潛力的旅遊黃金走廊，「高
鐵旅遊將使福建旅遊業的發展更有熱
度」。
目前，福建高鐵旅遊宣傳中，自然風光

與人文是主要賣點。福州將推出高鐵+自駕
的「組合遊」，武夷山則加入「武夷山+婺
源+黃山」的旅遊新線。此外，長期以來，
從廈門到武夷山遊玩的旅客，通常要乘坐
12小時的普速列車，開通後，廈門北到武
夷山北預計在3小時20分左右，廣東與台
灣遊客經廈門游武夷，時效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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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郵政口岸料年內開通
河南檢驗檢疫聯手郵政 有效發揮雙方職能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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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區百抗戰遺址
宋子文公館免費開放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袁巧 重慶報

道）重慶作為抗戰
時期的陪都，抗戰
遺址豐富，全市共
有 395 處 抗 戰 遺
址，其中有105處
位於渝中區內。今
年，位於渝中區的
法國領事館舊址、
宋子文公館「怡園」等抗戰遺址也將在修復完工後，對民眾免費開
放。未來還將打造抗戰主題旅遊。

重慶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委會秘書長吳濤介紹，渝中區保存的
抗戰遺址類型豐富多樣，基本涵蓋了當時戰時首都的國民政府機關
及社會團體、紀念性遺址、名人舊居、外國在華機構、國民經濟相
關的金融商貿建築、名人墓、烈士墓及紀念設施、石刻題記、軍事
機關及設施共八大類。近日，渝中區抗戰遺址保護總體規劃通過市
級專家驗收，區內抗戰遺址將被整體保護，專家們還確立了渝中區
九大特色抗戰遺址片區。

遺址修復完畢後，除了作博物館、展覽館、陳列館對公眾進行開
放之外，渝中區還將利用現有的抗戰遺址資源，打造主題旅遊產
業，擴大抗戰文化旅遊線路。

■重慶渝中區的法國領事館舊址。本報重慶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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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娟鄭州綜合報道）據
河南省委統戰部網站消

息，4日下午，河南省委統戰
部召開省直統戰系統幹部職
工會議，宣佈中央和省委關
於省委統戰部主要領導職務
任免的通知，陶明倫任河南
省委統戰部部長，史濟春不
再擔任。據了解，今年1月，
史濟春當選省政協副主席，
並任政協黨組副書記。

陶明倫曾長期在河南省駐馬店工作，
2001年至2008年任共青團河南省委
副書記、書記；
2008年3月先任商丘市人民政府市
長，後任中共商丘市委書記。今年4
月任河南省委常委。

陶明倫小檔案

陶明倫陶明倫
任任河南河南統戰部長統戰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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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召回
逾千「不為」官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路艷寧貴陽報道）貴州省黔西南州
去年起開始推行「不勝任現職幹部召回管理辦法」（簡稱
「幹部召回」制度）。日前已經有千名「不為」幹部被召
回。這些被召回的幹部有些通過培訓後重新上崗，有些被
轉崗甚至被免職。

幹部召回制度，在對懶政幹部起到一定震懾作用的同
時，還能體現幹部管理的溫情和人性，不少公務員對此拍
手叫好。

在記者看來，幹部召回制度是解決幹部管理問題的一劑
良藥，但絕非「萬應靈藥」。據了解，被召回的問題幹
部，將進行為期一周的集中培訓，費用自理。集中培訓包
括核心價值觀、人事紀律和法規、心理輔導、組織觀看典
型電影、組織到工業園區實地學習或參加軍訓等內容。
「幾節課，幾堂考試，感受一下革命傳統，就能將思想扭
轉過來嗎？」有群眾質疑，被召回幹部除了有些「丟臉」
外，大部分還可以回到原來崗位，未「傷筋動骨」，召回
制度恐將流於形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合肥報道）阜南縣位於安徽省西
北部，人口172.1萬，近70萬人外出打工，空殼村和留守村等

問題普遍存在，加上防範資源體系老化等現實因素的制約，各類案件高
發多發。日前，阜南縣出資1,200萬元，在農村鄉鎮招聘建立專職綜治協
管員隊伍，加強基層社會治安。
專職綜治協管員，除要當好治安巡防員外，還要當好糾紛協調員，協

助調處化解民事糾紛，及時報告社會治安、維穩、信訪、矛盾糾紛等不
穩定信息。當前綜治協管員制度已覆蓋阜南縣下轄的15個鄉鎮，共選聘
1,049名綜治協管員，每個鄉鎮專職治安可用力量達40人以上。

阜南設協管員維護基層治安
安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仕珍西安報道）陝西省銅川市於全省
率先推進科級幹部個人事項報告制度，嚴防「小官大貪」。據

了解，個人事項報告內容涉及銅川所有科級領導幹部的婚姻狀況、因私出
國、出境、配偶子女從業及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產等14類。
據介紹，銅川市日前制定印發了《關於開展科級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

項工作的通知》，要求在職科級幹部、離崗待退科級幹部必須報告，辭
去公職前和個人事項有變動時也必須報告。該通知同時還要求各單位各
部門按照幹部管理權限，嚴格對照本單位科級幹部人員名冊，做到報告
對象不漏人，確保科級幹部全部報告。

銅川推行科級幹部「報家底」
陝西

內蒙古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郭建
麗、實習記者
白明珠 內蒙古
報道）記者近
日了解到，內
蒙古正鑲白旗
伊和淖爾墓群
在入圍的25項
全國考古項目
中脫穎而出，
榮獲「2014 年
度全國十大考
古新發現」。截至目前，內蒙古已有8項內地十大考古發現。
內蒙古伊和淖爾古墓群位於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鑲白旗伊和淖爾蘇木

寶日陶勒蓋嘎查東北5公里處，海拔1,260米。2013年曾經出土一具松
柏木棺，其外表面塗有黑色漆，完整程度在內地同時期北魏墓葬中較為
罕見。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錫林郭勒盟博物館去年組成考古隊，對該古

墓群進行搶救性發掘，墓內出土了金銀器、玻璃器、陶器等陪葬物。考
古人員在考古中發現，不同文化碰撞、對接，在這個墓葬中得到了完美
的有機融合。

古墓群入選十大考古新發現

雲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樹勇昆明報道）面對不斷下行的經濟壓力，

雲南近期出台27條政策措施，促進該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而招商引資
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重點之一。還從招商引資專項資金中安排2,000萬
元（人民幣，下同），用於獎勵招商落地項目。
針對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等問題，雲南近期從擴大社會投資、加快
重點項目建設、支持工業企業擴銷促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壯大、切實
減輕企業負擔等13方面出台27措施，以期扭轉經濟下行的不利局面。
記者注意到，招商引資作為擴大社會投資的措施列入其中，提出強化定
向招商、精準招商、科學招商，落實簽約項目督查督辦機制。從招商引
資專項資金中安排2,000萬元，用於市場化招商、政府購買服務招商及
產業代理招商，並對代理招商、中介招商、委託招商等模式的落地項
目，按照實際到位資金每1億元給予1萬元獎勵。其目標是今年引進
省外到位資金6,200億元以上。

出台27新措促經濟穩增長

山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許桂麗，
實習記者 劉倩倩
青島報道）山東
青島市科技局、
市財政局近日聯
合出台《青島市
企業研發投資獎
勵實施細則》和
《青島市科技企
業孵化器房租補
貼實施細則》，
標誌「千帆計
劃」正式啟動。
據悉，《青島

市企業研發投資獎勵實施細則》共有13條，從補助對象、補貼範圍和標
準、發放流程等進行了明確與規範。研發投資獎勵對像為中小高新技術
企業、孵化器在孵企業和畢業企業，補貼額依照稅務部門對企業當年加
計抵扣確認研發費用給予不超過10%的補貼，但各單位所獲獎勵最高為
100萬元。
《青島市科技企業孵化器房租補貼實施細則》共9條，從文件依據、

適用對象、補貼標準、具體要求、操作流程等進行了明確與規範。房租
補貼適用於經科技行政主管部門認定，且年度考核評價合格及以上的實
際、國家級孵化器。其中，國家級孵化器房租補貼總額年最高可獲100
萬元。

青島百萬鼓勵企業研發投資

浙江神仙居景區6日經歷了一場小雨後，出現
了雲海奇觀。景區內海拔900餘米的觀音峰盤

坐在雲海之中，栩栩如生，有如南海觀音踏雲而來。行走在景區的懸空
棧道，如在天宮。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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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福高鐵開通後，江西婺源到相鄰的福
建武夷山不到1小時。圖為武夷風光。

本報福建傳真

■河南省郵政公司與檢驗檢疫部門簽署合作備忘錄，共促郵政口岸發展。 本報河南傳真

浙江高山雲海

■內蒙古正鑲白旗伊和淖爾古墓群一角。
本報內蒙古傳真

■「千帆計劃」發佈會現場。 本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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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明倫任河南省委統戰部部長。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