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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公證護航助老字號傳承發展
提供法律服務 保障企業知識產權

貴州回族學會成立
為社會發展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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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長青任河南濟源市委書記

1965年7月生，河南內黃人
2002年9月至2012年4月：任河南省發展計
劃委員會政策法規處處長，河南省政府副秘書長，省政府辦公廳主
任、黨組副書記、黨組書記，省委省直機關工作委員會委員
2014年2月至2015年8月：任河南省新鄉市委副書記（正市廳級），
河南省濟源市副市長、代市長（正市廳級）、市委副書記、市委書記

宗長青小檔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芳芹 河南
報道）河南省濟源近日召開全市領導幹
部大會，傳達省委決定，任命宗長青為
濟源市委書記。

■■宗長青宗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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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廈高鐵年底動工
設計時速350公里

港專家建消化系統疾病醫療站
內蒙古

五大洲16鼓隊月中雲集吉首
湖南

「月圓江油」月底向全球華人直播
四川

長影世紀城列5A級景區
吉林

陝西 選派第一書記助6852村脫貧

甘肅

上海

遼寧瀋陽昨日有近百人參與了互相投擲
橙子果肉的「橙子大戰」。大戰中的參與者一邊防護，一邊尋找
機會。該活動使用的1,000斤橙是來自於瀋陽某水果市場的過期
貨。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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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動期間，公證處將對老字號企業
所獲得具有歷史傳承意義商標證

書、名優證書、榮譽證書等證書，辦理書
證保全證據公證；對企業老照片、老設
備、歷史文獻資料，以拍照、攝像等方式
辦理保全證據公證；對老職工的證言材
料，辦理證人證言保全證據公證；對企業
授權網點及銷售許可材料，辦理網絡及書
證保全證據公證；對侵犯企業知識產權的
侵權情況，辦理保全證據公證。
不久前，哈爾濱一家老字號企業一位年
逾八旬的老員工攜帶自己保存多年的黑白
老照片、老居住證等資料，前往哈爾濱公
證處諮詢保全證據公證的相關事宜。最
終，老人決定申請辦理本人的證人證言保
全證據公證和老照片、老證件、老資料的
物證保全證據公證。公證員運用了記錄、
彩印、錄像等多種方式，辦理了上述保全
證據公證。

公證服務常態化 隨時與企業對接
據悉，哈爾濱的一些老字號企業存在着

商標糾紛和侵權隱患；同時，許多古老珍
貴的歷史資料正在逐漸消失，很多知情的
老職工也相繼過世，這些證據亟需通過法
律形式固定、保存下來。
哈爾濱公證處行政人員李志強介紹

說，為老字號企業提供公證服務將是常
態化工作。活動開展以來，公證處已與
哈爾濱30多家老字號企業進行對接，將
隨時為這些老字號企業提供證據公證等
服務。
據工作人員介紹，公證機構通過辦理

證人證言、物證、現場情況以及網絡、
音像資料的保全證據公證，能夠將證據
以公證方式加以保存和固定。同時，根
據《公證法》和《民事訴訟法》的規
定，經公證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
義的事實和文書，應當作為認定事實的
根據。因此，保全證據公證具有法定證
據效力，可以在訴訟中直接作為認定事
實的依據。老字號企業通過辦理相關保
全證據公證，有利於遏制侵權行為，充
分保障企業自身的合法權益和老字號的
悠久歷史傳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瑞雪 哈爾濱報道）黑龍江哈爾濱公證處
日前開展「傳承老字號護航有公正」活動，為哈爾濱老字號企業提
供公證法律服務，為老字號企業極具文化底蘊的珍貴資料，提供多
種形式的保全證據公證，防止因時代變遷和人員更替而湮滅，以保
障老字號企業的合法權益，確保老字號企業的傳承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
報道）第十四屆中國國際裝備製造業
博覽會於本月1日至5日在遼寧省瀋陽
市舉行，並首次引進國際機器人展，
規模居內地第3。在本屆展會中，智能
製造與高端智能裝備產品的比例大幅

增加，國內外知名機器人企業總展位達到
570個，智能機器人、新能源裝備、軌道交
通設備、海洋工程裝備、3D打印技術和設
備、工業設計等高端智能裝備也悉數亮相。

加快中德高端製造對接
瀋陽市市長潘利國在開幕式致辭中表
示，瀋陽是中國重要的裝備製造業基地，當
前正全力推進製造業智能升級行動計劃，大
力發展以機器人、民用航空、電子信息、
IC裝備、軌道交通裝備等為重點的戰略性
新興產業，加快實施以中德裝備園為重點的
中德高端製造對接計劃，全力推進國家全面
創新改革試驗區建設，把瀋陽建成國家先進
裝備製造業創新引領基地。
據介紹，本屆展會面積達11萬平方米，
特裝展位達85%，海內外參展企業849家，
展位數量4,026個，境外及外商投資企業展
位佔33%，台灣友嘉、東台精機等38家世
界著名裝備製造業企業和64家500強及跨
國公司同時參展。
至於國際機器人展則吸引了德國庫卡，
瑞士ABB、日本安川、川崎及瀋陽新松機
器人等國內外知名機器人企業參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瑤瑛 泉州報道）福建福廈（福
州至廈門）高鐵將於今年底動工，明年全面開工建設，有望
於2019年竣工。記者日前從泉州市發改委獲悉，福廈高鐵
客運專線將跨越泉州灣，與泉州灣大橋並行，其中泉州境內
的泉港區、台商投資區、晉江有望增設高鐵站。

目前，線路可研方案進入審查階段。根據審查會的可研方
案，在主要技術標準方面，專家們推薦福廈高鐵的速度目標

值設定為350公里/小時，最小行車間隔設定為3分鐘。
據悉，擬新建的福廈高鐵客運專線是「一帶一路」核心區重點

項目，是福建省今年計劃新開工建設的4個鐵路項目之一。該項目
線路全長289.5公里，按每小時350公里標準設計。全線擬設福
州、福州南、福清、莆田、泉港、泉州南、晉江南、廈門北、
（角美預留站）、漳州等9個車站。

據專家分析稱，項目建成後，將實現泉州與內地高速鐵路網絡
互聯互通，促進泉州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先行區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 貴陽報道）貴州省回族學會成立大會
日前在六盤水市召開，來自貴州省各市、地、縣的回族會員400餘人
參會。據悉， 回族是貴州17個世居民族之一，遷入貴州700餘年間，
歷史悠久，文化豐富。

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貴州省現有回族人口近19萬人，分散
居住在全省各地，由於居住分散的原因，長期以來相互交流較少，對
回族文化的傳承、發展產生了一些阻礙。貴州省回族學會的成立，對
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具有導向作用。

未來，學會將團結廣大回族知識分子、專家、學者和熱愛伊斯蘭文
化，尤其是貴州回族文化的社會各界各民族朋友，充分利用各會員所
掌握的歷史資料和民俗資料，對貴州省回族歷史、經濟、文化、宗
教、藝術等進行深層次，全方位的探索、整合和研究，為貴州的經濟
社會發展、民族團結提供智力支持。學會將對加快貴州民族地區經濟
開發，維護貴州民族地區穩定，促進貴州民族地區法制建設，維護貴
州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共同團結進步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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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為推動農村脫貧，促進農民增
收，從今年起，陝西省將為6,852個建檔立卡貧困村選派第一書記。同時，還
將在714個「升級晉檔」差類村和1,609個軟弱渙散後進村派駐第一書記。
此次向貧困村選派第一書記，旨在充分發揮「第一書記」牽線搭橋、引資
引智、參與管理、共商良策、促進發展的作用，搞好精準扶貧，同時達到培
養鍛煉幹部的目的。
據悉，第一書記任期一般為1至3年，不佔村「兩委」班子職數，主要從各

級機關優秀年輕幹部、後備幹部，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優秀人員中遴選，
對有農村工作經驗，或涉農方面專業技術特長的幹部可優先選派。對革命老
區縣要加大選派力度，做到應派盡派。
此外，陝西省還要求省、市、縣三級均要建立幹部駐村聯戶扶貧工作台賬，

探索建立幹部駐村聯戶考核與駐村期間幫扶村「兩委」班子建設、發展規劃和
脫貧計劃落實，以及扶貧項目實施等情況的掛鈎機制，做到不脫貧不脫鈎。同
時，對參與幹部駐村聯戶扶貧的省、市、縣三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以及
擔任「第一書記」和駐村扶貧幹部、掛職扶貧副縣長實行考核制。

蘭州建成區綠地率32.43%

旅遊節61景點門票半價

遼寧「橙戰」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王岳、李燕
華 蘭州報道）甘肅
蘭州市政府副秘書長
顏燁魯日前在蘭州市
創建國家園林城市新
聞發佈會上表示，國
家考查組正在對蘭州
市創建國家園林城市
進行檢查驗收。全市
目前建成區綠地率達
到 32.43%，綠化覆
蓋率達到36.2%，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達到10.87平方米。統籌規劃建設黃河風
情線，建成總長31.4公里、寬3米的濱河健身步道，成為內地最長的沿河開放
式公園和綠色生態長廊。
全面創建國家園林城市顏燁魯表示，面對地質條件差、降水量過低、環境
污染重等影響園林城市創建的突出問題，蘭州市重點從生態綠化、大氣防
治、交通優化、功能提升、設施完善、景觀打造、文化提升、社會保障等方
面抓起，初步形成了以南北兩山為屏障，以城市主次幹道為骨架，以黃河風
情線為主線，以單位庭院綠化為基礎，以公園、廣場、遊園為景點的城市綠
化新格局。先後建成了龍源園、水車博覽園、百合公園、銀灘濕地公園、馬
拉松公園等主題公園和桐蔭休閒路、彩色景致路、秋楓景致路、銀柳景致
路、玉蘭景致路、櫻花景致路6條特色景觀道路，沿城區黃河兩岸新增綠地
150多萬平方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
璟 上海報道）2015上海旅遊
節將於本月12日召開。據上海
旅遊局官方披露，此次活動中
備受關注的景點門票優惠半價
活動仍將持續，同時，在旅遊
節期間，秉承「人民大眾的節
日」宗旨，上海還將舉辦近百
項活動，且大部分活動均是免
費參與。
日前，內地多景區將漲價的

消息廣受議論。不過，在即將
開幕的上海旅遊節上，多個上
海熱門景點卻優惠多多。記者查詢上海旅遊官方公佈名單發現，東方明珠、上
海野生動物園、上海杜莎夫人蠟像館等眾多景區，均收錄在半價優惠活動表
上，共計61個，半價優惠活動將由12日至18日為止。然而，一些景區在活動
範圍、時間亦有不同的限制，如東方明珠塔觀光B票半價時段僅限12至14日三
天，上海古漪園僅成人票實行半價優惠。而管理方亦表示，因活動或會出現長
時間排隊等候現象，提醒遊客注意錯峰出行。
另外，上海旅遊節還會有以「海上絲路」為主題的花車巡遊等活動，同時，
上海線上線下元素亦增多，據悉，上海南京路、淮海路免費WiFi亦已上線，
遊客只需簡單操作，就能即刻了解購物、旅遊的最新資訊與活動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俊峰 廣州報道）8月頒發的
《廣州市農家樂管理辦法》將於10月1日實施，屆時將

會對廣州的農家樂進行評等級。廣州副市長王東就該管理辦法接受
採訪時表示，「農家樂吃飯時你就看看有沒有星，有星你就可以大
膽的吃和住，沒有星的話，就小心一點。」目前，廣州旅遊局也已
上線了手機APP旅遊通，港人去廣州旅遊，可通過該平台對廣州農
家樂有更多了解和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建麗、實習記者 圖們 內蒙
古報道）由香港中文大學沈祖堯院士等多位國際知名專

家組成的內蒙古消化系統疾病院士專家工作站近日正式啟動。由15
個國家參與的「亞太大腸癌」篩查工作現已展開，重點承擔內蒙古
地區5,000宗55歲至65歲無症狀人群的免費篩查工作。截至目前，
內蒙古人民醫院先後派出相關領域醫生前往香港中文大學威爾斯親
王醫院進修學習，今後將把國際最新技術應用於臨床診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湖南報道）2015吉首
國際鼓文化節將於本月18日至20日在湘西州吉首市舉

行，屆時將會有來自全球五大洲的16支鼓隊約300人參加。本屆
國際鼓文化節以「世界鼓舞 ·鼓舞世界」為主題，由9項主體內
容構成，包括國際鼓文化交流巡遊、中國苗族鼓舞大賽、「湘西
非遺保護與鄉村旅遊發展」高峰論壇、「北緯28度」國際食品文
化博覽會、港深企業家吉首行投資見面會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吉林報道）國家旅遊
局官方網站上，日前公佈了最新一批國家5A級旅遊景

區名單，長影世紀城名列其中，至此吉林省國家5A級旅遊景區增
至4家。據悉，內地僅有6家主題公園類景區摘得5A景區榮耀，
長影世紀城是第一家電影主題公園5A景區，為電影主題公園的建
設發展提供了經驗和示範。
目前，園內節目已構成了以電影主題體驗為主的四大產品體

系：一是特效影視娛樂；二是電影製作揭秘；三是電影特技展
示；四是電影道具展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實習生 宗露寧 成都報
道）2015中央電視台中秋晚會「月圓江油」，將在四川

江油市國際詩歌小鎮舉行，並於本月27日向全球華人現場直播。
央視有關人士認為，江油是李白故里，歷史悠久、人文薈萃，

李白文化、三國文化、武術文化和現代文化交相輝映，具備舉辦
中秋晚會的文化內涵。據悉，9月下旬，江油還將舉辦第四屆國際
李白文化節暨2015年綿陽旅遊發展大會。期間，江油市將與俄國
詩人普希金故鄉——聖彼得堡市普希金城締結友好城市，並舉辦
江油．普希金城文化交流活動等。

■公證人員為老人辦理公證資料。 本報黑龍江傳真

■■首屆瀋陽國際機器人展覽會凸顯智能首屆瀋陽國際機器人展覽會凸顯智能
機器人等高端智能裝備機器人等高端智能裝備。。圖為展出的圖為展出的33DD
打印展品打印展品「「大白大白」。」。 記者于珈琳記者于珈琳攝攝

■■貴州省回族學會成立貴州省回族學會成立。。圖為參會代表圖為參會代表。。 本報貴州傳真本報貴州傳真

■■蘭州南北兩山綠化區蘭州南北兩山綠化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旅遊節期間，上海野生動物園門票將半
價優惠。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