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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金蘭 北京報道）
第七屆北京月季文化節日前在北京市大興區

魏善莊鎮納波灣月季園舉行，本屆月季文化節以誕生於
二戰時期的「和平」月季為主題花。今年是世界反法西
斯勝利70周年，本屆月季文化節以「和平」為主題花，
表達了月季不僅是愛和美的象徵，也是和平和友誼的象
徵。

「和平」成月季節主題花
北京

昨日是第十六個
世界計量日，當天雲南昆明市質監局開展了「計量在你
身邊」系列活動，邀請社區民眾參觀計量實驗室，向社
區民眾普及計量知識。並將每月的20日定為昆明市質監
局「計量服務日」。圖為民眾參觀計量實驗室。■中新社

據悉，本屆中博會有中部六省以及來自
全球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5萬名代

表參展，首日舉行的中博會簽約式，共簽
約項目292個，投資總額3,944億元，外方
出資額2,937億元。湖北省商務廳負責人介
紹，簽約項目中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等
項目多，一批符合現代產業趨勢的「互聯
網+」、「工業4.0」概念高新技術項目落
戶，綜合物流園、電子商務區、商業綜合
體在眾多項目中分外搶眼。

借地利優勢「東聯西進」
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山西
等中部六省獻策「一帶一路」戰略，路網
建設、產業對接以及跨區域合作，成為各
省熱議話題，打造溝通東西南北的交通網
絡、將中部建成「一帶一路」重要走廊，
成為各省共識。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晉平稱，在「一
帶一路」戰略中，中部地區處於「東聯西
進」特殊地位，只要充分發揮優勢，非但
不會被政策邊緣化，反而會成為東部與西
部的橋樑，被兩邊「愈加依賴」。他表
示，中部地區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強大
的產業實力，為承接東部工業轉移打好基
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汪

洋在中博會上表示，中國經濟新常態下，
中部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為國家經濟發展提
供了有力支撐，中部在國家發展格局中佔
據重要地位，面臨着新的發展機遇。在經
濟下行壓力下，中部地區需穩中求進，堅
持深化改革與創新驅動，他為中部六省提
出三條發展建議：改革開放打開新局面，
簡政放權，打造國際化、法治化營商環
境，讓國內外投資者進得來、留得住，成
為內陸開放前沿；經濟發展塑造新優勢，
將轉方式、調結構放到突出位置；區域合
作邁上新台階，建設區域交通體系、區域
物流中心，建立健全食品、藥品、知識產
權執法合作體系。
此外，針對港澳特區代表團，汪洋提
出，港澳應當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發掘與
中部省份的合作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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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珊珊、實習記者 張宇 武漢報道）歷

時三天的第九屆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昨日在湖北武漢閉幕，

首日舉行的項目簽約式上共簽約項目292個，投資總額3,944億

元（人民幣，下同）。中部六省獻策「一帶一路」戰略，倡打造

溝通東西南北的交通網絡，打通省際及沿線城市交通節點，將中

部建成「一帶一路」重要走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
新疆阿勒泰至富蘊至准東鐵路（簡稱「阿富
准」鐵路）將於10月開建，2018年9月竣
工，屆時新疆北部將首次形成環準噶爾盆地
鐵路網。

總投資95億 以貨運為主
「阿富准」線西起在建的北阿鐵路終點阿

勒泰市，鐵路正線長427公里，全線共分佈
車站28處（含阿勒泰、准東、准東北三
站），總投資約95億元人民幣。該項目建
成將優化新疆鐵路線路，成為北通道的重要
組成部分之一，是一條以貨運為主兼顧客運
的區域幹線。
據悉，按規劃，「阿富准」鐵路完工後，
終點將與烏魯木齊至准東鐵路的准東站對
接，這樣，在新疆北部就會形成一個以蘭新
鐵路北疆線、奎北線和「阿富准」鐵路線構
成的環準噶爾盆地鐵路網。
同時，該線路在准東會合後，從准東延伸

至哈密與蘭新鐵路會合，阿勒泰地區群眾不
但可乘火車從奎北鐵路經烏魯木齊前往甘肅
蘭州，還能從阿勒泰出發，經富蘊、准東、
哈密直達內地。此外，阿勒泰市也將因此一

躍成為新疆重要的國際鐵路樞紐，以該市為節點，可
通過口岸延伸至蒙古國和俄羅斯。
「阿富准」鐵路建設將進一步構建以阿勒泰市為中心、
沿線重點縣為依托的交通網。屆時，奎北鐵路和阿富准鐵
路一西一東分佈在阿勒泰地區兩側，終點集中在了阿勒泰
市，讓阿勒泰市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交通樞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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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六省中博會吸金近4千億
簽近300項 多為新興及現代服務業

陝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 記者從
陝西省西安市文物局近日舉行的「5．18國際博物館
日」活動中獲悉，西安市博物館協會正式成立，已徵
集團體會員50個。隨着5家新成立民辦博物館揭牌，
西安博物館數量已達113座，在國內省會城市中名列
前茅。
近年來，西安的博物館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博物

館豐厚的館藏優勢得以發揮，館際交流日益增加，社
會公眾的認知度和需求日趨增長。以西安博物院《豐
腴之美—唐代仕女生活展》、曲江藝術博物館《東波
齋珍藏展》等為代表的臨時展覽不斷走出省門、國
門，以西安半坡博物館《史前工廠》、大明宮遺址博
物館《青少年考古課堂》等為典型案例的四項教育活
動入選首屆「中國博物館教育項目示範案例」，佔到
內地總數的10%。

西安博物館數量達113座

星期二、四、六刊出 ■責任編輯：譚月兒 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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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劃33億國資充實社保基金

■山東舉
行省屬企
業部分國
有資本劃
轉省社保
基 金 儀
式。記者
于永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
道）山東日前舉行省屬企業部分國有資本
劃轉省社保基金儀式，山東能源集團、山
東機場公司、山東鹽業集團三戶省屬企業
作為首批劃轉企業，將30%國有資本劃轉
山東省級社保基金理事會持有，共涉及資
金33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能源企
業山東能源集團劃轉資本最多達30億元。
按山東省制定的《省屬企業國有資本劃
轉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方案》，具體操作按

照一次劃轉、分步到位、逐戶完善的原則實施。
此次首批劃轉的三戶企業，是根據其2014年度的
財務報告和實收資本狀況確定資本額度的。
山東省有關方面表示，劃轉國有資本充實社保

基金是建立以管資本為主國資監管模式的關鍵步
驟。股權劃轉後，多元化的股權結構能夠促進省屬
企業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有利於持股單位按
照市場化原則進行資本運營，同時倒逼國資監管機
構加快構建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監管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彭雲 昆明報道）在
「5．20」這個甜蜜的日子裡，昆明滇池國家

旅遊度假區大漁婚慶藝術文化博覽園昨日甜蜜開園。該
婚博園是雲南以婚慶文化藝術為主題的首家婚慶文化藝
術公園，目前已建設完成兩期，共有四期，建設完成
後，將成為西南地區最大的婚慶文化藝術公園。
據投資建設該婚博園的雲南泰平投資有限公司徐勇董事

長介紹，該婚博園佔地274畝，總投資為3千萬元，主要
涵蓋婚紗攝影內、外景基地建設、電影拍攝、文化創意、
構建婚慶產業活動平台、特色婚禮和特種旅遊等項目。

企業斥資三千萬建婚博園
雲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欣 天津報道）受日
圓貶值、簽證條件放寬等多重因素影響，近

年來中國內地赴日本遊客數量持續增加。為此，天津航
空公司在原來4條赴日航線的基礎上，日前兩天內又增
開了「天津-大阪」、「西安-大阪」和「西安-靜岡」3條
赴日航線。
數據顯示，2013年，天津機場日本航線全年旅客吞吐

量4.3萬人次，2014年增至16.2萬人次，同比增長275%。
今年1至4月，天津機場日本航線旅客吞吐量達11.8萬人
次，同比增幅達到570%，實現了數倍增長。目前，天津航
空已開通赴日本航線7條，佔總航線六成以上。

津赴日增三航線紓客流
天津

湖南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關
鈺琳 長沙報
道）湖南省前
日發佈 2015
年《湖南藍皮
書》，以加快
新常態下湖南
發展為主題，
圍繞湖南省情
和發展階段性
特徵，提出了
針對性對策和建議，尤其在電子政務方面提出了大力
推進「互聯網+政務」的發展。
《2015年湖南電子政務發展報告》中指出，2015年
是湖南省電子政務建設面臨重大發展機遇的一年，湖
南省將關注深化改革和政府管理創新的關鍵點、關注
新技術應用的創新點，大力推進湖南省「互聯網+政
務」的發展。據悉，湖南省至今已在多領域推廣「互
聯網+」概念，強調網絡平台與行業的融合，「互聯
網+政務」是政府工作提高服務性與公正性的重要舉
措，旨在提高服務質量，建設統一的公共服務平台。

《藍皮書》推「互聯網+政務」

河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一龍 河北報道）環保部日

前公佈數據，今年首季度內地74個城市空氣質量排名
中，河北保定市再次墊底。記者從保定市有關部門獲
悉，面對日趨嚴峻的大氣污染形勢，該市出台《加強
大氣污染防治監管十項工作制度》，將藍天白雲與官
員職務掛鈎，對治污不力的主管人員將採取撤職的嚴
厲處罰。
據介紹，保定市對各級政府和縣級以上環境保護主

管部門、其他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列
出了會被嚴厲行政問責的十項行為，包括對環境違法
行為進行包庇；依法應當作出責令停業、關閉的決定
而未作出；對超標排放污染物、採用逃避監管的方式
排放污染物、造成環境事故以及不落實生態保護措施
造成生態破壞等行為，發現或者接到舉報未及時查處
的；篡改、偽造或者指使篡改、偽造監測數據等。

保定治污不力主管將撤職

■2015湖南《藍皮書》新聞發佈會現
場。 記者關鈺琳 攝

■■西安市博物館協會揭牌西安市博物館協會揭牌。。 記者熊曉芳記者熊曉芳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尚勇 寧夏報道）
寧夏在打擊違法侵佔耕地中充分利用國土資

源衛星遙感監測手段，對監測發現的違法佔用基本農田
圖斑，做到發現一片、拆除一片、復耕一片，有力保護
了「耕地紅線」安全。
自治區國土資源執法監察局負責人介紹，國土部在對

衛星圖片數據篩查中，確定寧夏區2014年度存在違法用
地1,126宗。今年年初，寧夏向各級政府下發國土資源執
法監察督辦通知書，要求限期拆除違建，及時對土地進
行復墾，並將復墾情況列入年底各級幹部的績效考核
中。截至目前，各地已查處整改1,080宗，其中拆除復耕
387宗，其餘案件正在調查處理中。

重拳整治違法侵佔農田
寧夏

昆明「計量服務日」

■第九屆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在武漢閉幕。本報武漢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