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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攀 鄭州報道）河南中醫學
院「河南中藥植物園」一期日前建設完工，並舉行了開

園儀式。
據河南中醫學院藥學院副院長董誠明教授介紹，整個園區佔地

138畝，分為河南地道藥用植物區、各省市主要中藥材種植區、籐
本藥用植物區、陰生藥用植物區、科研引種馴化區、觀賞藥用植
物區、水生藥用植物區、種苗繁育大棚八個部分。每個藥用植物
標牌都有二維碼，掃瞄後便可與科研文庫相連，方便師生學習了
解中醫藥知識。

中醫學院建「中藥植物園」
河南

作為內地最早進行林改的省份，
福建20餘年來秉持賦予農民更

多財產權利的核心理念。去年福建林
業產業總產值逾4,000多億元（人民
幣，下同），位居內地前列，成為農
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
福建省林業廳廳長陳則生表示，福

建林改初步實現了「山定權、樹定
根、人定心」和「國家得綠，林農得
利」目標。福建還將全面深化集體林
權制度改革、國有林場改革，繼續為
內地林改探路。

鼓勵社會資本參與
此次林改新舉措也明確了近期將林

農集約化的發展目標。
根據通知，今後5年，福建省每年

新培育林業專業合作社200個以上、
股份合作（家庭）林場100個以上，
鼓勵社會資本參與生態建設，2015年
選擇7個縣（市、區）開展省級試
點。
此外，福建省還將優化林業金融服

務，加快推進森林資源資產評估、林
業抵押擔保等平台建設，扶持省級林
木收儲平台建設，繼續推進森林綜合

保險。為扶持林產業發展，2015至
2018年福建省財政每年安排7,000萬
元專項補助資金，扶持引導林下經濟
科學發展。

設定林業生態紅線
通知亦表示，福建將劃定並嚴守林

業生態紅線，建立紅線管控制度和森
林資源承載能力預警機制。
令人關注的是，今年年底，福建將

完成全省林業生態紅線劃定工作。根
據規劃，到2020年，林地和森林紅
線需確保全省林地保有量不低於912
萬公頃、全省森林保有量不低於
801.27 萬公頃（含非林地中的森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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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日前，福建下發《關於推進林

業改革發展加快生態文明先行示範區建設九條措施的通知》（下稱「通

知」），提出深化林權管理改革、科學管理使用林地濕地、大力發展特色

林產業等九條措施，確保今後5年林業產業總產值每年增長8%以上；到今

年底，全省森林覆蓋率將達65.95%以上，森林蓄積達6.08億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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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林改新舉紅利普惠林農
林業總產值擬年增8%以上 優化林業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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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牽頭六省稅收一體化
推徵管協作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實習記者 宗露寧 綜合

報道）近日，四川國稅牽頭，聯合重慶、雲南、貴州、
湖北、湖南等六省市國地稅在宜賓市召開稅收徵管協作會
議，共同簽署《長江經濟帶上中游六省市關於建立長江經濟
帶信息共享和徵管協作機制的意見》和《聯席會議制度備忘
錄》、《信息共享備忘錄》、《徵管協作備忘錄》，標誌着
長江經濟帶上中游稅務機關稅收徵管服務一體化進程邁出堅
實步伐。

據悉，與會單位初步確定了聯席會議機制、稅務信息共享
機制、稅收徵管互助機制、聯動查處機制等六項工作機制，
計劃六省市國地稅分別成立信息共享和徵管協作工作領導小
組，逐步建立完善配套制度和辦法，加快推進跨省市和本省
（市）國地稅信息共享平台建設。四川省國稅局黨組書記劉
建國表示，四川國稅正與地稅部門深度合作，並積極推行網
上辦稅和「三證合一」，為納稅人帶來便捷和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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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長白山南景區開放
倡保護原始生態綠色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吉林報道）以運動
遊、科普遊、生態遊、綠色遊為重點的吉林長白山
南景區日前正式開放。據介紹，該景區仍以保護原
始生態環境為首要原則，倡導無煙無車的旅行方
式，實行限量預約旅遊。在生態保護的前提下有限
度地開展徒步與運動騎行、火山地質與森林科普科
考、婚紗與生態攝影等專項定制旅遊。重點探索和

打造人與自然最為和諧的原生態旅遊服務項目和內容。
長白山南坡是鴨綠江源頭所在地，此外，錦江、矸河、老

黑河等水系也是松花江源頭的重要組成部分。水系之上是長
白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南部最為完整的苔原帶、岳樺林帶等
植物垂直生態系統，苔原、河谷、濕地、森林、雪原等景觀
隨處可見。以岳樺雙瀑、炭化木遺跡等景點為主的長白山南
景區於2008年最早開放，其後由於生態保護、道路安全等原
因關閉。被譽為長白山最具神秘感的旅遊「處女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由中國再生
資源回收利用協會和重慶市巴渝公益事業發展中心共同

推進的「綠色社區」服務示範項目日前正式啟動，「垃圾分類信
息平台」軟件進入重慶渝中區、渝北區的10個試點社區，重慶市
民通過關注微信公眾號「垃圾分類信息平台」或者打電話預約，
就會有專人上門進行垃圾分類回收服務。
據了解，試點社區配備了專業回收人員，回收人員後台接訂

單，再主動與居民聯繫進行上門服務。

拓微信預約垃圾分類回收
重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心者 哈爾濱報道）日
前，東北亞旅遊集散中心正式進駐黑龍江省牡丹江

市。這一集散地將把原來鬆散的東三省旅遊產業資源進行整合，
規範旅遊市場，打造全方位綜合性的旅遊平台。
據了解，東北亞旅遊集散中心包含多種旅遊中必不可少的優質資

源，如交通平台、餐飲住宿、金融通訊、聯運售票、購物娛樂、旅
遊諮詢、景點門票代售、郵政速遞等全方位的旅遊服務項目。

東北亞旅遊集散中心啟用
黑龍江

山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桂麗，實習記
者 劉思懿 青島報道）2015 中國（青
島）國際軟件融合創新博覽會將於下月
2日至4日在青島國際會展中心舉行，工
業機器人和3D打印展示成本屆博覽會
的亮點。
本次展會以「ICT助力互聯網工業」

為主題，旨在通過展示軟件技術最新成
果，推進供需對接，促進招商引智，提
升青島市軟件產業發展水平。

據了解，本屆軟博會共設置了軟件技
術及成果展示會、「互聯網工業」高峰
論壇、行業信息發佈會及對接活動、全
市重點高校電子競技精英挑戰賽四大板
塊內容，將在該中心1號館和2號館同步
舉行，總面積達2萬平方米，預計參展觀
眾2萬人。
截至目前，已邀請到國內外近200家企

業參展。其中，杭州展團首次組團參展
青島軟博會。

青島國際軟博會下周召開

昨日，中鐵上海工程局的施工人員完成最後
一節鋼軌焊接。至此，寧波軌道交通1號線二
期工程正線軌道全線貫通。該工程西起東環南
路站，東至霞浦站，穿越鄞州區東部及北侖新
區，全長約25.3千米，計劃於明年上半年通車
試運營。 ■新華社

浙江寧波 1 號線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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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
報道）依托雄厚的軟件、通信、服務
等相關產業基礎，內地十大骨幹軟件
園區之一、瀋陽最大開放性軟件園
區—瀋陽國際軟件園日前在東北率

先提出「互聯網+產業基地」發展規劃，
謀建東北地區大眾創業集聚地，助力新一
輪東北振興。瀋陽國際軟件園董事長趙久
宏日前在此間出席加強港澳台僑和海歸創
業人士聯絡聯誼活動時接受記者專訪，他
透露，《瀋陽互聯網+產業基地發展規
劃》將把瀋陽打造成東北亞地區的互聯網
產業航母。
趙久宏介紹，目前瀋陽國際軟件園中已
有近300家軟件企業入駐，一個新的趨勢
是這些企業正向互聯網軟件開發轉向，加
之園區內的近60家移動互聯網軟件開發企
業，園區打造「互聯網+產業基地」的產
業優勢非常突出。目前，園區已建成20萬
平米的產業基地。未來，這裡還將延續
「創業場—孵化器—加速器—產業基
地」的成長模式，力推瀋陽互聯網產業規
模化，促成瀋陽新興產業叢林化。

已有458企業入駐
目前，瀋陽國際軟件園已完成投資50餘

億元（人民幣，下同），已建成並可投入使用的產業
用房約70萬平方米，已有入駐企業458家，其中世界
500強企業33家，中國軟件百強企業11家，上市公司
及子公司55家，包括EMC、飛利浦、DELL、京東研
究院等國內外知名軟件企業及研發中心。去年園區總
產值330億元，其中軟件業收入190億元。

■■趙久宏趙久宏（（前前））
出席活動出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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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霍蓉 雲南報道）據悉，今年
雲南省地方公派留學名額達135人，將圍繞雲南省煙

草、旅遊、能源、生物、礦產業5大支柱型產業展開。據了解，本
次公派留學報名人員包括：在雲南就職生活的港澳台地區人員、
雲南省各高等院校在職管理和教學人員及有關單位的在職人員，
報名截至日期為下月5日。
據悉，公派人員還新增足球教練、小語種人才及高等教育高級
行政管理人員等3個短期出國留學項目。

公派百餘位留學生深造
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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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招400農村定向醫學生
每人每年補助最高六千元

陝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
道）記者日前從陝西省文物局獲悉，自
去年6月22日陝西7處遺產點被正式列入
《世界遺產名錄》以來，遊客數量均呈
增長態勢，其中張騫墓增幅最大。
絲路申遺成功一年來，陝西7處遺產點

遊客數量均呈增長態勢。其中張騫墓由
原來遊客人數不足5萬人上漲到了10.2萬
人，增長了110%。彬縣大佛寺石窟遊客
人數漲幅也超過了30%。小雁塔僅去年7
月至12月遊客數量就達到了60.6萬人，
比上年同期增長了34%。

陝西省文物局副局長周魁英表示，絲
綢之路申遺成功，填補了陝西27年來沒
有新增世界文化遺產的空白。此外，七
處遺產點不斷完善文物保護、陳列展
示、環境整治、監測管理等基礎工作，
進一步提升了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水
平。
同時，履行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承

諾，確保世界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
性，並以絲綢之路申遺成功為契機，推
進全省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的提檔升
級。

七世界遺產景點遊客普增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牛琰 江西報道）記者
近日從江西省教育考試院獲悉，今年該省將繼續實
施農村訂單定向醫學生免費培養項目。今年江西招
錄定向醫學本科生、專科生各200名。據了解，對定
向醫學本科生，中央財政每人每年補助6,000元（人
民幣，下同）；對定向醫學專科生，省級財政每人
每年補助5,000元。此外，定向醫學生報到後納入鄉

鎮衛生院編制內管理，保證有編有崗。培養院校對定向
醫學生提供優惠政策，在助學金和獎學金方面予以傾
斜。定向醫學生晉升職稱時享受鄉鎮衛生院衛生專業技
術人員的傾斜政策。
據了解，國家項目招錄定向醫學本科生200名，招錄
院校、專業和名額分別為江西中醫藥大學中醫學專業50
名、贛南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50名、九江學院臨床醫學
專業30名、井岡山大學臨床醫學專業40名、宜春學院臨
床醫學專業30名。省級項目招錄定向醫學專科生200
名，全部為臨床醫學專業，招錄院校和名額分別為贛南
醫學院75名、九江學院50名、江西醫學高等專科學校75
名（含文科25名）。

■■小雁塔小雁塔。。 本報陝西傳真本報陝西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