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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瑞雪哈爾濱報道）一年
一度的中國．哈爾濱國際啤酒節今天在哈爾濱冰雪

大世界園區正式拉開帷幕。在為期12天的活動期間，來自世界各地
的200多種啤酒將匯聚一堂，為遊客奉上一場狂歡盛宴。
哈爾濱是中國第一桶啤酒的生產地，哈爾濱的啤酒銷量歷來排

在內地城市首位，在國際上也緊隨德國慕尼黑之後排在第二位。
哈爾濱啤酒節由來已久，早在1988年就與首屆國際啤酒博覽會同
時問世，如今已成功走過27個年頭。

哈爾濱國際啤酒節今開幕
黑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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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合肥報道）國家發展改革委近日正式印發經國務院

批覆同意的《大別山革命老區振興發展規劃》(下稱《發展規劃》)，安徽省六安、

安慶兩市全部被納入規劃範圍，標誌着皖西革命老區發展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鵬、李青
霞，通訊員 呂運濤、周勝藍 湖南報
道）記者從湖南省農委獲悉，自去年
起，湖南省以實施「百企千社萬戶」
現代農業發展工程、「百片千園萬
名」科技興農工程、「百城千鎮萬
村」新農村建設工程為抓手，加快推

進農業產業化、機械化、科技化、規模化、
合作化，走出了一條產出高效、產品安全、
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
2014年，湖南省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同比增長
4.7%，增加值增長4.6%，為近5年來增長最
快的一年。
據介紹，「百企千社萬戶」現代農業發展
工程是指扶持發展100家龍頭企業、1,000個
現代農機合作社、10,000戶家庭農場。工程
實施以來，湖南省共重點扶持了102家農業
產業化龍頭企業，並以此推動全省農產品加
工企業發展到5.1萬家，農產品加工業銷售
收入首次突破1萬億元人民幣，農產品加工
產值與農業產值比由2013年的1.1:1升至1.9:
1，全省農業產業化水平不斷提升；472家農
機專業合作社得到重點扶持，全省水稻生產
全程綜合機械化率達65.5%；通過扶持2,907
戶家庭農場，推動全省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
到36,315家，各類家庭農場發展到29,084
個，30畝以上的種糧大戶發展到14萬多戶，
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基本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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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西革命老區發展納國家戰略
六安列入核心區域 安慶主打文化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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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全面推行分級診療
緩解「看病難看病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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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修芳
任河南鶴壁市委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秋紅
西安報道）為從根本上緩解群

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陝西省將於
今年下半年啟動分級診療工作，2016
年形成較為完善的分級診療制度。

記者從陝西省政府新聞辦舉行的新
聞發佈會上獲悉，分級診療制度是指
按照疾病的輕、重、緩、急及治療的
難易程度，由不同級別和服務能力的
醫療機構承擔不同疾病的治療，並按
病情變化情況進行及時便捷的雙向轉
診，從而建立科學有序的診療秩序，
確保病人得到適宜治療。其核心是：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
治、上下聯動。

陝西省衛生計生委副主任黃立勳在發佈會上表示，陝西省希望通
過建立和不斷完善分級診療制度，引導優質醫療資源下沉基層，使
群眾能夠就近得到方便安全的首診、治療和分診服務。同時，加強
醫療機構的協調聯動，將患者有效分流到適宜醫療機構，緩解大醫
院人滿為患的局面，遏制大醫院規模過度擴張，改善群眾就醫體
驗。促進醫療、醫保、醫藥等各方面政策的互動調整，推進公立醫
院綜合改革，構建新的醫療服務體系框架，為實現2020年人人享有
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奠定堅實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宇綜合報道）在23日
上午召開的河南省鶴壁市
領導幹部會議上，河南省

委組織部副部長朱是西宣讀省
委決定，任命范修芳為中共鶴
壁市委書記，不再擔任鶴壁市
市長職務。

1959 年出生的范修芳是河
南虞城人，研究生學歷，1985
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1
年3月參加工作，從其履歷來看，范修芳曾長期在河南省政府部門
工作，2007年當選濮陽市政協主席，後任河南省旅遊局局長，2013
年出任鶴壁市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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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首屆生博會開幕
引領林業轉型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盼、實習記者劉亮荀江油報
道）「用生態旅遊引領林業產業轉型升級發展，架起綠水
青山與金山銀山的橋樑。」近日，由四川省林業廳、四川
省旅遊局、綿陽市主辦的以「生態旅遊新動力 美麗四川
新機遇」為主題的四川首屆生態旅遊博覽會（以下簡稱生
博會）在綿陽市隆重舉行。期間，不僅有來自全川各地的
生態產品集體亮相展場，在主場館內還會有全川21個市
州的主題日推介活動輪番上演，可謂精彩不斷。

據悉，生態旅遊是綠色產業和陽光產業，更是綠色發展
的基礎。此次生博會是首次大規模、高規格、集中展示四川省通過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
展生態旅遊、促進林旅融合新業態；全面建設幸福美麗新村、推動
農村實現全面小康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同時，也全面系統地展示了
四川全域生態旅遊景觀資源和上下游產業鏈系列產品，並打包推出
全省21市州近2,000億元人民幣最具潛力的林業生態旅遊招商引資
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肖剛嘉峪關報道）第五屆敦煌
行．絲綢之路國際旅遊節16日在甘肅省嘉峪關市開

幕，本屆節會首設主賓國，匈牙利打頭陣於旅遊期間開展本國文
化旅遊資源推介。此後，每屆旅遊節都將有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
國家以主賓國身份開展推介，以促進各國在文化旅遊產業方面的
相互了解、交流與合作。

絲路旅遊節首設主賓國
甘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建麗、實習記者圖們內
蒙古報道）日前，記者從內蒙古民政廳獲悉，自

2014年起，內蒙古通過建立家庭經濟狀況核對機制和全面推廣低
保對象認定綜合指標體系，以「雙輪」驅動的方式準確認定低保
對象。據統計，全區農村牧區低保對象由2014年末的122萬人下
降到目前的119萬人。截止目前，全區共有368所敬老院，共有床
位4.74萬張，供養五保對象8.9萬人，供養能力達到53%。

統一低保對象認定標準
內蒙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燕飛雲南報道）近日，以「夢
開花的地方——世界的香格里拉」為主題的中國．香格

里拉五月（農曆）民族傳統賽馬節隆重開幕並舉行文藝展演。
迪慶州委副書記、州長黃政紅在開幕式上表示，近年來，香格
里拉縣團結帶領各族幹部群眾，人民生活不斷提高，社會大局和
諧穩定，走出了一條具有藏區特色、符合香格里拉發展的路子。
2014年12月16日，國務院批准同意香格里拉撤縣設市，標誌着香
格里拉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香格里拉的發展迎來了新的歷
史機遇。

舉辦香格里拉五月民族賽馬節
雲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尚勇寧夏報道）23日，記者
從銀川人才工作服務局獲悉，銀川市首家海外引才工作

站在德國正式運營。
近日，銀川人才工作服務局、銀川市經濟合作和外事僑務局與德

國華人華僑聯合會，就共建中國銀川歐洲(德國)人才工作站簽署合作
協議，本次合作自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目前，該工作站已在
德國法蘭克福市燦特馬克路30號街區投入運營，通過多種形式，全
力推動歐洲優秀人才和留學生到銀川參與經濟社會建設。

銀川首家海外引才工作站德國運營
寧夏

山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實習記者 張嫣然、杜學姣 山東報道）記者
從此間舉行的新聞發佈會獲悉，山東已編制完成省級政府53個部門的責任清
單，對行政處罰、行政強制、行政徵收、行政給付等其他9類權力進行全面
清理，省級行政權力事項由7,371項精簡到4,227項，壓減了42.6%。
山東省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劉維寅表示，把細化追責情形、完善究
責機製作為編制責任清單的重要內容予以明確，這是該省的一個創新。據其
介紹，此次發佈的政府權力清單包括行政審批事項目錄清單、行政權力清
單、政府部門責任清單、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其中行政審批方面已先後六次
分批消減省級行政審批事項400項，包括把總投資3億美元以下15類外商投
資企業的設立、變更、註銷事項全部放至市級商務主管部門管理，取消外商
投資廣告企業事項審批等。
另據了解，此次山東針對優化營商環境，推出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亦被
稱為改進政府管理方式、建立現代市場體系的一項創新舉措。2013年以來，
該省連續兩年修訂省政府核准投資項目目錄，累計削減73項。

編制完成政府責任清單
壓減四成省級行政權力

遼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珈琳瀋陽報道）記者日前從遼寧省科技廳了解到，
科技創新重大專項實施3年來，遼寧已累計攻克重大核心關鍵技術54項，開
發出重大裝備產品（樣機）18個和重大裝備關鍵部件12個，共申請發明專利
114項，累計引進培養科技創新人才600餘人，併購海外研發中心3個。預計
到2017年，將重點突破100項重大關鍵技術。
遼寧省科技廳副廳長孟慶海表示，世界級裝備製造業基地要有國際先進水
平的重大技術裝備作為支撐。為此，遼寧在《關於加快推進科技創新的若干
意見》中提出，從2013年開始，在高端裝備製造領域組織實施科技創新重大
專項，每年安排專項資金2億元（人民幣，下同），連續5年重點支持智能化
數控機床、智能化工業機器人、軌道交通裝備、海洋工程裝備等一批高端裝
備產品研發。
目前，遼寧已啟動42個重大項目，採購118台（套）試驗設備，建成5個
大型檢測試驗台，預算研發資金總投入42.38億元，其中企業自籌36.38億
元，重點支持購置試驗設備、建設產品試驗台和加強產學研合作、引進國外
先進技術和高端人才及團隊等。

科技創新重大專項
3年攻克54項核心技術

新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晶晶新疆報道）日前，新疆烏魯木齊市首個垃圾填
埋氣體發電項目—烏魯木齊市固體廢棄物處置中心（沼氣）發電工程正式並
網發電，垃圾惡臭的氣體將通過集中收集的方式，變成供千家萬戶照明的電
能。
據悉，用於發電的沼氣由大浦溝一期垃圾填埋區中的生活垃圾產生，收集
起來後可年產1,100萬千瓦時發電量，滿足9,000多戶居民一年的用電需求
（按照一戶居民年平均用電1,200千瓦時計算），年減排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當
量約37萬噸，發電產生的餘熱可用於大浦溝循環經濟園區供暖。
發電項目電氣工程師劉偉華介紹，生活垃圾中的有機物在厭氧情況下發酵
會產生大量沼氣，是一種理想的發電氣體燃料。垃圾填埋氣發電是一種將垃
圾清潔化、資源化處理的利用方式。垃圾填埋後2個月便能產生沼氣，通過
專門裝置回收沼氣即能用來發電。

烏魯木齊推動沼氣發電
首期滿足逾9000戶居民需求

昨日，來自印度尼西
亞和泰國的50名華裔青少年在重慶市綦江區農民版畫院參觀，並
學習製作版畫，希望將親手製作的版畫作品帶回家。據悉，這批
華裔青少年於本月15日到重慶參加「2015中國文化行——重慶巴
渝營」夏令營活動，他們學習了漢語及中國傳統舞蹈、武術、書
法、茶藝等文化課程。 ■中新社

重慶華裔青少年製版畫

星期二、四、六刊出 ■責任編輯：馬 聰 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

■范修芳
本報河南

傳真

■陝西省衛生計生委副主任
黃立勳介紹分級診療制度。

本報陝西傳真

■■工作人員使用甲烷分析儀測試收集井內的甲烷濃度工作人員使用甲烷分析儀測試收集井內的甲烷濃度。。本報新疆傳真本報新疆傳真

皖西革命老區是安徽區域發
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發展規劃》「一核心三
組團」的空間佈局，六安市與
湖北黃岡、河南信陽被列為核
心發展區域；安慶則成為「三
組團」中唯一單獨「成團」的
城市。
《發展規劃》指出六安市和安
慶市未來發展方向為安徽省區域
性中心城市。其中，六安市重點
發展農產品加工、礦產資源加
工、電子信息和新型建材等產
業，努力打造安徽省重要農副產
品基地、礦產資源加工基地和休
閒旅遊度假目的地；安慶市重點
發展農副產品加工、石油化工、
紡織服裝、汽車零部件和文化旅
遊等產業，努力打造安徽省現代
化歷史文化名城、先進製造業和
文化旅遊基地。

將獲更多土地指標
《發展規劃》提出實施差別

化的土地政策，在安排土地
利用年度計劃、城鄉建設用
地增減掛鈎周轉指標等方面

加大傾斜力度；加大老區中央
財政均衡性轉移支付力度，加
大中央預算內投資和專項建設
資金支持力度；加大扶貧資金
投入，優先安排產業發展、基
礎設施、民生工程等項目建
設；加大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
轉移支付力度，探索建立森
林、水土保持生態補償機制
等。
根據《發展規劃》，安徽省皖

西革命老區將在2015年底基本建
成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大幅度
提升互聯網接入寬帶標準，推進
光纖到樓入戶。加快推進貧困地
區互聯網設施建設，集中連片特
困地區通電建制村實現互聯網覆
蓋率達到100%。

■皖西革命老區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圖為安慶市製造業企業中船柴油機生產車間。
本報安徽傳真

■■湖南三個湖南三個「「百千萬百千萬」」工程提速農業工程提速農業
現代化現代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