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董曉楠 湖南報
道）湖南省近日召開米蘭世博會中國館
湖南活動周新聞發佈會。湖南作為內地
參加米蘭世博會的八個重點省份之一，
將以「洞庭魚米鄉」為主題，於明日至
23日舉辦活動周，以經貿、旅遊推廣活
動為載體展示湖湘文化魅力。

促進湘歐經貿交流
據湖南省貿促會會長李沛介紹，湖南周

期間還將舉辦「湘戀米蘭」經貿洽談會、
「錦繡瀟湘、快樂湖南」旅遊推廣活動、
湘菜美食周等系列經貿文化交流活動。此
外，在中聯重科企業推介日將向全球發佈
最新VI系統並邀請嘉賓參觀CIFA工廠，
由湖南大學與意大利米蘭理工大學合作成
立的中意設計創新中心策展的「鄉·分享
家鄉的味道」，將湖南湘西少數民族元素
以當代藝術形式展現，湘籍音樂家譚盾攜
手米蘭斯卡拉愛樂樂團上演「中國湖南之
夜」。據悉，開幕日當天（20日），湖南
省著名書法家創作的30米長大草大篆《離
騷》作品，將被贈送給世博園有關國家館
收藏。
湖南省商務廳副廳長周越希望藉米蘭世

博會平台向全世界充分展示湖南新時期發
展的巨大成就，促進湖南和歐洲交流，學
習借鑒世界最先進的理念和經驗，推動湖
南與世界各國發展友好交往和加強經貿文
化科技的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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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活動周新聞發佈會現
場。 記者董曉楠 攝

A38 中國新聞地方視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記者近日從
重慶兒童醫院獲悉，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與重

慶兒童醫院合作開展「9958兒童緊急救助」項目，滿足條件的患
兒，可向中華兒慈會9958救助中心申請救助。申請通過後即可以
持《9958兒童緊急救助項目告知書》前往重慶兒童醫院檢查治
療，治療費用由救助中心籌集，最高可獲享人民幣3萬元救助金。

重症兒最高可領3萬救助金
重慶

絲綢之路旅遊推廣聯盟以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為指導，以「合作、聯
動、交流、發展」為宗旨，以「美麗中國·傳奇絲路」為主題，通過資

源共享、市場共促、形象共推、責任共擔的方式，旨在促進絲綢之路中國段
沿線區域旅遊產品一體化開發推廣和聯合營銷，在聯盟成員之間的區域聯動
與合作的基礎上共拓境內外旅遊市場，攜手做亮做強絲綢之路旅遊品牌。

實現品牌共塑產品互補
甘肅省旅遊局局長何偉表示，絲綢之路旅遊推廣聯盟是響應中央「絲綢之

路經濟帶」建設決策部署，以及國家旅遊局「絲綢之路旅遊年」主題活動之
舉，上月15日至21日，聯盟成員單位已赴哈薩克斯坦、土耳其、意大利等
國，舉行了聲勢浩大、豐富多彩的中國絲綢之路旅遊宣傳推廣活動。
聯盟成立後，各成員旅遊局將按照統一形象、統一品牌的原則，圍繞絲綢

之路旅遊品牌，利用資源互補優勢，在舉辦「敦煌行·絲綢之路國際旅遊
節」、建設立體化旅遊交通網絡體系、打造絲綢之路黃金段大景區、推出絲
綢之路全線跨國汽車遊和自駕遊、製作絲綢之路旅遊宣傳片等方面聯合協
作，實現資源共享、品牌共塑、產品互補、市場互動。
絲綢之路是連接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和古希臘、古羅馬諸多文化的

國際通道，在這條國際第一大黃金旅
遊線上，有世界第八大奇跡、兩千年
前的地下軍陣—秦兵馬俑，舉世聞名
的藝術寶庫—敦煌莫高窟，萬里長城
的西起點—嘉峪關，「鳥的王國」之
稱的青海鳥島，如詩如畫的「塞上江
南」寧夏，歌舞和瓜果之鄉新疆等世
界級文化旅遊資源，是推進「一帶一
路」建設的重要通道和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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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實施足球改革方案
10年擬建1800所特色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

記者 胡霄 西安報道）
日前，陝西省政府正式
下發《陝西省足球改革
發展實施方案》，根據
該方案，全省中小學將
把足球列入體育課教學
內容，加大學時比重，

中小學校園足球特色學校將在三
年內達到 750 所，2025 年達到
1,800所。同時，陝西還明確提
出將建立自己的中超球隊，打造
省內三級聯賽等具體發展目標。

此外，陝西力爭在2015年—
2020年，有職業足球俱樂部參加
中國足球超級聯賽；2021年—
2025年職業足球俱樂部躋身國內

一流行列，並參加亞洲冠軍聯
賽。同時，為完善足球體系，陝
西將重點打造「陝超」、「陝
甲」、「陝乙」三級聯賽；省運
會足球項目將增設行業組、大學
生組，增設五人制足球。

■眾多中小學生參與商洛青少年
校園足球聯賽。 本報陝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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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嘉峪關報道）日前舉辦的第五屆「敦煌行·絲
綢之路國際旅遊節」開幕式上，由甘肅省牽頭，陝西、寧夏、青海、新

疆、山東、山西、河南、四川、重慶、雲南、廣西等12個絲綢之路沿線省

區市及新疆建設兵團共同發起的「絲綢之路旅遊推廣聯盟」正式成立。

甘肅牽頭成立絲路旅遊聯盟
沿線12省區市資源共享 合拓境內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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瀘醫更名四川醫科大學
獲億元人才引進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允
玲、宗露寧 瀘州報道）四川醫
科大學發展推進會日前在瀘州
召開，經教育部、省教育廳同
意瀘州醫學院授牌更名為四川
醫科大學，並獲得瀘州市委、

市政府1億元的「高端人才引進
基金」。

四川省政府副秘書長王七章在
講話中表示，四川醫科大學對四
川高等教育特別是高等醫學教育
的提升，有着重要意義。他也希
望把學校打造成為四川醫藥衛生
人才培養、科技創新的重要基地
和川滇黔渝結合區域醫療衛生中
心。

對於更名後學校的發展和規
劃，四川醫科大學黨委書記廖斌
說：「四川醫科大學將繼續秉承
『厚德精業、仁愛濟世』的校
訓，堅持服務地方、服務行業，
與研究型大學差異化發展，努力
建成特色鮮明的地方高水平醫科
大學。」

■瀘州醫學院更名四川醫科大
學。 記者張允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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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崢任寧夏自治區黨委常委
此前擔任黨委秘書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經中
央批准，紀崢同志任寧夏回族
自治區黨委常委。

目前，寧夏黨委領導班子
已重歸「一正二副加10名常
委」模式：書記李建華，副書
記劉慧（自治區主席）、崔
波，常委蔡國英（宣傳部部
長）、陳緒國（紀委書記）、
徐廣國、傅興國（組織部部
長）、李文章、張超超、李
銳、昌業廷、馬廷禮（統戰部
部長）及紀崢（秘書長）共
13人。

漢族，1964 年
11月生，江蘇如
皋人。
1984年8月參加
工作，中共黨

員，寧夏農學院畢業，農藝師。
2004年起歷任銀川市委常委、靈武市
委書記、秘書長、寧夏回族自治區黨
委副秘書長、寧夏回族自治區商務廳
黨組書記等職務。
2013年8月擔任寧夏自治區黨委秘書
長。

■紀崢 網上圖片

紀崢
小檔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吉林報道）記者日前
從長白山旅遊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長白山今年暑期將

聯合東方航空公司開通北京至長白山旅遊包機業務，並將推出與
之配套的旅遊產品。
據悉，北京至長白山旅遊包機從7月1日開始至10月24日結

束，每周三、五、日三班。包機18:20從北京出發，20:15抵達長
白山；返程21:00從長白山起飛，23:00抵達北京。

長白山至北京包機下月開通
吉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近日，天津
方言語音建檔工程開始錄音工作。此次方言錄製的內容

包括天津民謠民歌、俗語諺語、俏皮話、吆喝叫賣、勞動號子
等，文本共計2萬餘字。為生動再現老天津衛的生活場景，部分內
容將採用對話的形式。全部錄製工作完成後，天津市檔案館將對
此次錄音資料集中編輯整理後永久保存。

方言語音建檔錄製作業開始
天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廈門報道）海峽國家
版權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日前在福建廈門揭牌，世界知識

產權組織副總幹事王彬穎、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福建省副
省長李紅出席揭牌儀式。
據悉，海峽國家版權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由廈門文廣傳媒集團有

限公司牽頭發起，註冊地在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廈門片
區（保稅港區），旨在充分發揮股東在傳統出版、雲服務及數字
知識產權保護等技術、文化投資、版權進出口代理及交易、金融
服務等領域的優勢資源。

海峽版權交易中心落地廈門
福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山東濟南
大學生海外就業工程日前在山東交通學院啟動，按照計

劃今年將通過邀請國外用人企業來濟南高校召開用人洽談會等方
式，推動千名大學生實現海外就業。日本、韓國、阿聯酋、卡塔
爾將成為濟南大學生海外就業的主要國家。
數據顯示，今年濟南應屆畢業生達8萬人，大學生平均起薪僅

為人民幣2,483元。為促進就業，自2012年起，山東設立「山東
省對外勞務合作服務平台」，以推動大學生海外就業。

大學生海外就業工程啟動
山東

新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新疆
報道）以「芳香霍城 浪漫之旅」為
主題的中國·霍城第五屆薰衣草文化
旅遊節在新疆霍城縣蘆草溝科古爾琴
薰衣草園拉開了以薰衣草文化旅遊節
為主題的行程。記者從霍城縣旅遊局
了解到本屆薰衣草文化節為期兩天共
由霍城縣首屆桑葚採摘節活動、霍城
縣第四屆暨蘆草溝第三十一屆民
間賽馬會活動、科古爾琴薰衣草

園系列活動等17個系列活動組成。
本屆中國·霍城第五屆薰衣草文化

旅遊節，依托霍城豐富旅遊資源，圍
繞「中國薰衣草之鄉—霍城」的城
市品牌推廣方向，打造集觀光、遊
園、美食、購物、文娛為一體的綜合
性城市慶典，掀起一場全疆全國「遊
霍城」的旅遊熱，全面提升霍城城市
品牌形象，帶動城市旅遊產業，推動
霍城經濟發展。

霍城薰衣草文化旅遊節開幕

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月展，實
習記者 李藝佳 洛陽報道）日前，由
新華社新聞信息中心策劃，河南省洛
陽市政府主辦的「中國夢 絲路
夢」互聯互通絲路行車隊在古絲綢

之路東端起點—洛陽定鼎門遺址啟
程，10輛上海大眾新途觀組成的實地
探訪絲路車隊，攜帶榮耀通信設備將
橫跨亞歐大陸，展開一次行程數萬公
里的友好交流之旅。
據悉，去年為響應「一帶一路」戰

略倡議，新華社在全球範圍內啟動了
「新絲路 新夢想」大型車隊跨國採
訪活動。為了使「一帶一路」各國聯
繫更緊密，本次絲路行車隊從古絲路
東方起點洛陽出發後，穿越河南、陝
西、甘肅、青海、新疆等省區，橫跨
哈薩克斯坦、俄羅斯、格魯吉亞、土
耳其、希臘等亞歐多國，最終抵達
2015米蘭世博會中國館。車隊將洛陽
市長鮑常勇贈送的牡丹瓷轉贈於絲路
沿線國家和人民。

探訪絲路車隊洛陽啟程

黑龍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瑞雪 哈爾
濱報道）黑龍江呼蘭河口濕地公園歡
樂水世界今日正式開園營業，於今年
擴建的水上樂園新增海浪海嘯池、競
賽滑道等多項水上遊玩設施，佔地
面積20萬平方米，是目前東北地

區最大的水上樂
園。
呼蘭河口濕地公

園負責人介紹，呼
蘭河口的水域面積
達38.5 平方千米，
是內地最大的一塊
城市濕地。水上樂
園主要分為海嘯造
浪區、漂流區、大
水寨、回環滑道
區、親子戲水區、
兒童戲水區等。

為了帶給遊客更多選擇、更多樂
趣，今年公園對月亮灘大型水世界進
行擴建，擴建後園區內新增海嘯海浪
池、兒童造浪池、超級互動水寨、並
列競賽滑道等多項驚險刺激的娛樂設
施。

東北最大水上樂園今開業

昨日，河北霸州一家
有機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員在採摘有機蔬菜。在食品安全備受關注
的今天，河北省霸州市民越來越青睞有機蔬菜，由當地一家有機
食品公司推出的「有機蔬菜配送業務」走俏當地市場。 ■新華社

河北有機蔬菜配送到家

星期二、四、六刊出 ■責任編輯：曹思遠 2015年6月18日（星期四）

■國家旅遊局局長李金早（前左三）、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執行主席佐爾坦·索莫吉（左
五）調研甘肅河西走廊葡萄酒產業。 記者肖剛 攝

■遊客盡情在薰衣草園中拍
照留念。 記者馬晶晶 攝

■探訪絲路車隊。 記者李書寶 攝

■園區內的超級互動水寨。 本報黑龍江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