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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前方、張恩誠貴陽報道）貴州
發明專利去年呈大幅增長態勢，增速位居全國第一。日

前發佈的「2014年貴州省知識產權保護狀況」（白皮書）披露，
去年，貴州共申請專利2.2萬餘件。其中，發明專利8,203件，同
比增長105.7%，增速全國第一。新聞發言人認為，近年來貴州專
利申請大幅增長，與期間貴州實施「兩加一推」主基調、主戰略
成「正相關」關係，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發明專利申請增速冠絕內地
貴州

火災發生後，圍繞把獨克宗古城「建成香巴拉幸福理想城，打造大香格里拉旅
遊一張靚麗的名片，申報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的目標，按照「尊重歷史、

尊重民族文化，修舊如舊、以存其真，建新如舊、以復其貌，舊中透新、以顯特
色，重建與提升並重」的原則，有序推進古城的恢復重建工作。

商戶配合工程進度快
獨克宗古城「1·11」火災恢復重建指揮部辦公室主任郭東生介紹，於2014年5

月8日開工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中，已完成了11條道路的恢復重建，為居民復建保
障了水、電、路三通。民居復建工程於同年8月25日啟動。
獨克宗古城恢復重建指揮部民房組副組長楊繼祖對記者說，恢復重建工程計劃3

年內完工，因商戶積極的配合，現在重建的工程進度較快，預計今年國慶期間，古
城有望對遊客重新開放。據了解，獨克宗古城是中國保存最好、最大的藏民居群，

是茶馬古道的樞紐，有1,300多年的
歷史。
2014年1月11日，獨克宗古城發

生火災，過火面積98.56畝，佔古城
核心保護區面積的17.81%。火災共
燒毀房屋246戶343棟，損失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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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燕飛 迪慶報道）記者12日從雲南迪慶州香

格里拉獨克宗古城「1·11」火災恢復重建指揮部辦公室獲悉，獨克宗

古城恢復重建工作進展順利，古城基礎設施一期建設現已完成焚毀區

11條道路的恢復重建，為民居復建保障了水、電、路三通，因災受

損的246戶民居九成以上已開工重建，獨克宗古城有望10月重新開

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瑤瑛，通
訊員莊愛萍、林泳坤泉州報道）長
度全國第六、福建第一的跨海交通基
礎設施工程——泉州灣大橋12日順利
建成通車，該橋全長26.7公里，投資
69.23億元人民幣。據新華網報道，泉
州灣大橋起於晉江市新塘街道南塘

村，接泉州環城高速公路（二期）晉江至石
獅段，於石獅市蚶江鎮跨越泉州灣，經台商
投資區秀涂村，止於惠安縣螺陽鎮錦水村。
據悉，該橋論證10年，施工4年。大橋通

車後，泉州灣兩岸的距離從27公里縮短到9
公里，驅車通過只需8分鐘。同時，泉州環
城高速和大橋同步閉合貫通，串聯起泉州市
乃至福建省經濟社會發展最為集中活躍的地
區。

首採海工混凝土
據了解，大橋地處沿海高速風帶，風速
大、風況複雜，自然環境惡劣、海上工程量
大、施工戰線長等大橋建設面臨的大難題。
為解決這些難題，大橋在內地首創幹拼組合
樑，取消高空現澆作業，大大縮短現場作業
時間。此外，為克服海洋環境的強腐蝕性，
大橋還首次在福建省內大規模使用致密性
好、耐久性好的海工混凝土。
目前，泉州正全力打造「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先行區」和「海上合作戰略支點」，
交通的飛躍式發展將在海絲新征程中發揮關
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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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獨克宗古城有望10月再迎客
曾遭嚴重火災 受損民居逾九成開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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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拓宣傳渠道
促文化旅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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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委常委王曉
兼任西寧市委書記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于珈琳營口
報道）遼寧省提出

到 2020 年把旅遊產業打
造成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
柱產業，其中推動旅遊與
文化產業的深度融合成為
題中之義。旨在以文化產
業帶動智慧旅遊、以藝術
作品推動城市宣傳的大型
情感電影《愛在望兒山》
日前在母愛文化發源地遼
寧省營口市鱍魚圈啟動拍攝，成為鱍魚圈打造東北旅遊勝地、遼寧
中部城市群旅遊目的地的新亮點。

營口開發區黨工委書記王百勝表示，近年來，營口開發區高度重
視文化事業的發展，此次啟動拍攝的電影《愛在望兒山》，以母愛
聖地營口望兒山為主題，對母愛文化的深入挖掘和弘揚，也是拓寬
宣傳渠道、創新宣傳載體的積極探索，對於豐富城市文化內涵、提
升地區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必將起到積極而深遠的作用。

營口是中國十大愛心城市之一。鱍魚圈母愛文化歷史悠久，自
1995年首辦的「中國·營口望兒山母親節」至今已成功舉辦21屆，
創造世界上連續舉辦屆數最多的母親節活動世界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青海

省 10 日宣佈西寧市
黨政主要領導職務調
整決定，由青海省委
常委王曉兼任中共青
海省西寧市委書記，
免去其中共青海省人
民政府黨組成員職
務。張曉容任中共西
寧市委副書記，為西
寧市市長人選。

2003年 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2009年 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2013年 任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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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東站乘高鐵
無身份證須20元拍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娟鄭州報道）有網民近日在網絡
抱怨，到河南鄭州東站乘坐高鐵時忘帶身份證，結果被該
站公安製證處指引到旁邊的自助拍照機花20元拍照。此消
息一出立即引起網絡上一片熱議。很多網民稱對這種強制
消費表達不滿。

上述網民稱，以前忘帶身份證開證明，報上身份證號即
可，而且免費。但這次卻被工作人員要求提供一張一寸彩
色照片，他只能花20元拍一版9張的照片。 有網民表示，
「這是另一種強制消費嗎，20元錢，真不便宜啊！」

鄭州東站高鐵派出所對此作出的回應是：根據中國鐵路
總公司相關規定，「五一」小長假後，要求辦理身份證明
的旅客提供一張近期彩色照片。如果沒帶，可以到製證處
旁的拍照自助機前自費拍照。

記者發現，對於規定中的提供照片，很多旅客願意配
合。但不滿的是這種「綁架收費」，本來交一張照片2元
就夠了，卻非要花20元拍9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淮南報道）安徽省淮南市
是安徽省重要的工業城市，也是合肥經濟圈成員之一。

淮南市發改委副主任胡東輝近日透露，目前，淮南市正在謀劃聯
合當地具有一定規模的煤電廠，組建地方電網公司，對經濟圈內
城市的工業用電大戶直接供電。組建地方電網一方面將淮南的煤
炭優勢轉化成穩定的利益並給兄弟城市提供穩定價廉的用電，同
時也可吸引投資落戶淮南或經濟圈內城市。

淮南籌建地方電網供電合肥圈
安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袁巧重慶報道）重慶市扶貧辦
通過一年的摸排，在全市範圍內精確識別出100個「最

貧困村」。目前，重慶相關部門已委託重慶大學、西南大學、重
慶工商大學、農科院等有關專家，組成工作組赴相關區縣實地調
研，分析這些村致貧原因，再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差異化的幫扶措
施，力爭2020年前全部實現脫貧。據悉，這100個最貧困村大多
地處偏遠山區，交通不便，其中98個村的集體經濟收入為零，農
民年人均收入多數僅兩三千元，遠低於重慶平均水平。

採新措助百「最貧困村」脫貧
重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瑞雪哈爾濱報道）記者日前
從黑龍江哈爾濱機場獲悉，六月底哈爾濱將開通直飛日

本名古屋的國際航線，這是哈爾濱首條直飛日本中部地區的航
線。據了解，哈爾濱至名古屋航線由空客A320執飛，每周一、
三、六飛行。直飛航線開通後，3個多小時就可從哈爾濱抵達名古
屋。

哈市至名古屋將通航
黑龍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田一涵北京報道）北京市政府
辦公廳日前正式公佈《北京市2015年辦好重要民生實

事項目分工方案》，涉及29件重要民生實事，其中包括北京地鐵
今年要通車14號線中段和昌平線二期。京城軌道交通里程將從目
前的527公里增加至550公里。《方案》中提及29件重要民生實
事中，共有 7件與交通出行有關，涉及軌道建設、停車、疏堵、
公租自行車、公交線路調整等多個方面。《方案》同時鼓勵居住
區停車管理自治，城六區建設完成12處停車管理示範小區。

兩地鐵新線年內開通
北京

內蒙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建麗，實習記者 圖們
內蒙古報道）記者日前獲
悉，內蒙古河套灌區夏灌
工作4月8日全面啟動，
因黃河上游來水量明顯減
少，今年河套灌區年用水
缺口達10億立方米，夏
灌形勢非常嚴峻。
據介紹，今年，國家黃

委和自治區分配給河套灌
區全年用水指標為34.625
億立方米，其中4至6月
夏灌用水指標為12.547億立方米，與夏灌計劃用水量相比缺口達6億立方
米。從2008年開始，巴彥淖爾市實施中低產田改造，土地種植面積逐年增
加，再加上農作物價格上漲，導致用水矛盾更加突出。
據悉，內蒙古巴彥淖爾市水務部門在河套灌區採取井渠雙灌、錯峰運行、

工程節水等措施，最大限度地解決供水矛盾。將用水指標逐級分解到各直口
渠、協會和群管組織，細化田間管理，提高用水效率，確保夏灌順利進行。

河套夏灌形勢嚴峻
缺水十億立方

陝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曉芳 西安
報道）陝西省人民政府日前下發《關
於批准公佈西安城牆等五處全國和省
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規劃的通
知》指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西
安城牆、阿房宮遺址、龍崗寺遺址、
乾陵和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馬援墓
的保護規劃已於陝西省政府第5次常
務會議審議通過。乾陵博物館館長樊英峰表示，在規劃中，乾陵將建新的乾陵
博物館。
樊英峰說，在規劃中，乾陵將建新的乾陵博物館位於被列入陝西省十大文化

景區的乾陵唐文化區。新建的博物館將會展出更多與乾陵有關的唐三彩、壁
畫、棺槨等文物，以及展示乾縣流傳至今唐代風俗習慣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還
會舉行公主、太子的專題文物展。《乾陵保護總體規劃》主要內容包括考古與
保護項目、遺址展示項目、基礎設施項目、環境整治和綠化項目等。

五處重點文保規劃發佈
乾陵將建新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劉亮荀 成都報道）為了讓場
鎮居民掌握基於地震預警的避
險方法，提高基於地震預警的
應急避險能力和防震減災意
識，內地首次場鎮地震預警演
習7日在四川成都崇州市三郎
鎮舉行。
成都市防震減災局副局長徐

水森介紹，此次演習模擬崇州
市雞冠山鄉發生5.5級地震，
將對三郎鎮產生破壞性影響。
演習啟動後，地震預警警報響起，場鎮居民按照《三郎鎮2015年地震預警應
急演習方案》進行了安全、有序疏散。
據了解，地震預警四川省重點實驗室和成都高新減災研究所聯合研發本次
演習的場鎮地震預警專用終端。上述重點實驗室負責人王暾博士介紹，地震
預警四川省重點實驗室正與有關單位一起探索地震預警服務的「管幹分開」
服務模式，即「地震預警服務商提供地震預警服務，地震主管部門監管，業
主購買服務」模式。

場鎮地震預警演習
內地首次舉辦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縣象山森林公園內，近日
已安家築巢的數十萬羽鷺鳥進入繁殖旺季。該公園有「鷺鳥王
國」的美譽，每年3月初至7月底都會有30至40萬羽鷺鳥飛抵棲
息和繁衍後代。圖為12日一隻白鷺在給幼鳥餵食。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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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今年母親節期間的望兒山拜母儀式上，
少年代表進行成人禮宣誓。本報遼寧傳真

江西白鷺餵食

■河套灌區夏灌缺水嚴重。 本報內蒙古傳真

■唐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
本報陝西傳真

■參加演習的居民正有序地進行地震疏散。
本報四川傳真

■泉州灣大橋順利建成通車。記者黃瑤瑛攝

■正在有序重建的藏式民居。 本報雲南傳真 ■保存完好的獨克宗古城龜山公園。
本報雲南傳真

王曉小檔案

■王曉兼
任西寧市
委書記。
本報西
安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