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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但唐文 成都報道）以
「互聯網+時代下的進口供應鏈管理創新」為主題的第

八屆中國西部國際採購商大會開幕式暨2015中國供應鏈管理高峰
論壇近日在四川成都開幕。
論壇圍繞「『互聯網+』時代下的進口供應鏈管理創新」這一主

題，從進口貿易、供應鏈管理和物流運輸三大方向展開討論，涉
及進口市場分析、跨境電商、國家供應鏈戰略、通關一體化、多
式聯運等多個論點。

中國西部國際採購商大會聚焦「互聯網+」
四川

據業內人士分析，隨着北京申
辦冬奧會的成功，全國各地

將會大力發展冰雪產業，滑雪
場、冰上場館正快速增長。到
2025年，全國雪場的數量將達到
1,500家，與之相對的人才崗位缺
口將達到10萬個，在體育管理與
維護、冰雪場地運營、冰雪救
護、冰雪機械操作等方面更是
「一將難求」，但現如今對於冰
雪體育相關人才的培養還遠遠滿
足不了市場需求。

首批招生學員479名
作為中國冰雪運動發源地的黑

龍江省，冰雪體育職業學院的設
立更是對該省發展冰雪體育事業
具有重要意義。學院負責人楊永
生說，目前學院共設置了冰雪運
動訓練、體育服務與管理、運動
康復治療與護理等六大專業，首
批招生學員479名。多個國家級教
練、奧運冠軍將以實訓指導教師
的形式為學生授課。此外，學院
還將與冰雪體育發達國家合作，
引進國際化行業的職業標準和國

際職業資格考核標準。
據了解，該學院的學員基本實

現「訂單式培養」。今年，北
京、河北張家口市的冬奧會規劃
比賽場館方面均向學院提出人才
需求。也就是說，到2022年，該
學院至少有四期學員有機會參與
或直接為冬奧會提供服務。
黑龍江省體育局局長郭銘玉表

示，在保證運動訓練的同時，提
高運動員的文化素養，也就是完
全意義上的體教結合，成為了解
決運動員後備人才問題的關鍵。
該學院的成立使黑龍江真正完成
了從中小學到高等院校的冰雪教
育「一條龍」的發展路徑，也為
黑龍江省完全意義上的體教結合
扣上了最後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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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心者 哈爾濱報道）黑龍江冰雪體育職業學院近日正式

揭牌成立，這是內地第一所以冰雪體育職業教育為主要特色的高等院校。它的設

立填補了黑龍江省乃至全國體育職業教育的空白。在籌備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

背景下，該所院校不僅將起到儲備高素質冰雪體育人才的作用，學員還將有機會

助力北京冬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蘭州報
道）「千人計劃專家蘭州新區行」活
動近日在甘肅蘭州新區正式啟動，17
名「千人計劃」專家參加活動，浦東
新區歸國留學人員聯合會常務副會長
程東表示，從改革開放到2014年，中
國有355萬人出國留學，其中半數已回

國，用好海歸人才資源，將其吸引至蘭州新
區創業，既能為人才提供機會，也能為新區
找到發展支撐，希望以此為起點，建立機
制，促進歸國專家赴蘭州新區考察創業。
程東認為，習近平主席近日訪問英國引
起世界震動，全世界都在向東看，而中國
的發展應該向西看。「一帶一路」建設
中，蘭州新區是重要起點，歸國專家了解
了蘭州新區，才能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
設作出貢獻。

堅持「人才特區」戰略
蘭州新區黨工委書記李睿表示，蘭州新區
着力打造國家向西開放的戰略平台，始終堅
持「人才特區」戰略，把引進人才作為新區
發展的第一動力、第一資源，不斷完善人才
引進發展機制，優化人才創新創業環境，成
立了專家智庫，引進包括中科院院士和百千
萬計劃、國務院特殊津貼在內的高層次人才
126人，為新區開發建設提供高端智力支
撐，高層次人才已成為新區開發建設最寶貴
的資源和最大的競爭優勢。
「『千人計劃』是國家最高層次的人才引
進計劃，專家學者、創業明星、行業領軍人
才為蘭州新區會診把脈、傳經送寶，指導
性、前瞻性的意見將幫助蘭州新區開啟思
路、加快發展。」李睿說。
與會專家實地考察了蘭石集團、科天化
工、四聯光電等蘭州新區重點企業。程東等
專家對新區開發建設以來所取得的成績感到
震撼，並對合作前景、發展展望進行了交
流，希望今後能在各自領域與相關企業深化
交流合作，共同參與蘭州新區的開發建設，
助推國家向西開放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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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補運動員培育空白 助力北京冬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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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籌建日本商品中心
促中日經濟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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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華任雲南副省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長寧區政府在新
聞發佈會上透露，長寧區正在立足於複製、推廣上海自貿區經
驗，加強區域貿易核心功能，區內高島屋百貨進口商品保稅展示

交易廳日前已正式對外營業，成為上海首家海關特殊監管區外保稅展
示交易試點。同時，日本商品中心正在籌備之中，未來或成為中日間
經濟、文化、技術交流中心，這將是內地首創案例。

據指，長寧區通過貿易便利化平台，聯合海關、檢驗檢疫等相關部
門，共同探索突破方案，為上海高島屋百貨定製了「前店後倉」的全
新保稅展示模式，亦是查驗模式的創新，成為了第一個海關、檢驗檢
疫事中事後查驗的成功案例。

此外，日本商品中心依託長寧貿易便利化服務，亦向海關申請保稅
展示功能，目前已獲海關批准，正在籌備之中。據悉，建成後，日本
商品中心不但將是一個服務全國、服務長三角的進口商品展示交易中
心，並將通過搭建技術、文化展示功能，成為中日間經濟、文化、技
術交流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芮田甜
昆明報道）雲南省第十二屆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
近日表決通過有關人事任免事項：
根據雲南省人民政府省長陳豪的提
請，決定任命董華為雲南省人民政
府副省長。

董華，男，漢族，1961年生，
雲南昭通人，中共黨員，1982年8
月參加工作，法國巴黎高等商學院
高級工商管理專業畢業。曾任雲天
化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董事
長、黨委書記。2013年4月調任雲南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
管理委員會主任、黨委副書記。

城
市
安
全

天津發佈建設綱要
嚴格落實安全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明 天津報道）天津市政府昨日發佈《安
全天津建設綱要》（簡稱《綱要》），旨在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
院關於安全發展的重要要求和習近平總書記對天津安全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深刻汲取「8‧12」事故沉痛教訓，全面提升城市安全保
障水平。在嚴格落實安全責任方面指出，要強化「企業主體」、
「部門監管」和「政府屬地」三個責任。

《綱要》稱，近年來，天津市安全生產工作取得了積極進展，但
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安全基礎依然比
較薄弱。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
故，造成嚴重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暴露出安全投入不充分等一系
列突出問題。

在深入治理重點領域方面，《綱要》把「實施危險化學品安全工
程」放在首位，將嚴格危化品企業准入，優化企業佈局，全面排查
治理安全隱患，實施危化品儲存分區、分類、分庫管理，嚴格新
建、改建、擴建的港口危險品項目的安全審查和驗收。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劉瑞華山東報道）記者近
日從山東省政府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獲悉，

2015年前三季度，山東省環保系統累計行政處罰案件5,745宗，處
罰金額達2.7億元（人民幣，下同）。
山東省環保廳副廳長謝鋒說，前三季度，全省環保系統累計行
政處罰案件5,745宗，處罰金額達27,358.6萬元。按日處罰34宗，
金額達3,184.894萬元，查封扣押196宗，限產停產215件，向公
安機關移送環境污染拘留案件230宗，移送污染犯罪案件128宗。

前三季環保行政處罰金達2.7億
山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攀，通訊員 石顥 鄭州報
道）河南省衛生計生委和省財政廳近日聯合下發了《關

於印發河南省新農合跨省就醫費用核查和結報試點工作實施方案
的通知》，10月1日起，河南省正式啟動跨省即時結報工作，首
先選擇信陽市、固始縣作為該省新農合跨省就醫結報試點地區，湖
北省人民醫院和武漢亞洲心臟病醫院為跨省結報試點醫療機構。
2016年起逐步完善跨省就醫結報工作機制，擴大試點範圍，
2020年全面開展跨省就醫直接結報。至此，原河南省參合農民在
省內享受的「出院即可報銷」政策，今後也同樣適用於省外。

新農合跨省就醫可即時報銷
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在陝西商
南縣近日舉行的2015年第三場廣場問政上，該縣縣長

崔華鋒和6名副縣長首次接受民眾面對面質詢。
此次縣長接受廣場問政，也標誌着由商南縣在全國率先發起的

廣場問政再升級，實現了基層問政全覆蓋。

商南縣長率隊「廣場問政」
陝西

新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
晶 新疆報道）第二屆「中
國．喀什農業博覽會」近日
在新疆疏附縣疆南農副產品
批發市場盛大開幕。據悉，
截至目前，該博覽會簽約金
額達到70.56億元人民幣，是
首屆博覽會簽約金額的兩倍
多。
此次農業博覽會以「擴大

交流、促進合作」為主題，
與首屆農博會相比，規模更大、專業性更強。展覽總面積達到6萬平方米，
設置室內外展位660個，1,500多家企業參展，參展涉農產品達到300種，涵
蓋農、林、牧、漁及農產品深加工等，還新增了周邊國家農產品展示。
此次農業博覽會旨在通過「企業運作、政府引導、農村經濟合作組織（企
業）參與、農民得利受惠」的模式，依託國內大中城市農產品批發市場和電
子商務平台，推動喀什農產品走向全國乃至國際市場，拓寬喀什農產品銷售
渠道，與全國涉農企業和採購、批發商深化交流合作。

喀什農博會簽逾70億大單
推農產品走向國際市場

福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
瑤瑛 泉州報道）記者從近
日在北京舉行的泉州（北
京）央企專場招商洽談會上
了解到，24家國資委直屬央
企與福建泉州市簽署戰略合
作協議，共涉及 46 個項
目，其中百億元大項目 4
個，總投資1,190億元人民
幣。
據泉州市委書記鄭新聰介紹，此次泉州市向央企重點推介了200個招商項
目、90個PPP項目，現場簽約了46個項目。這些項目涵蓋國家重點支持的
「7+4」工程包，涉及的石化、軌道列車等。值得注意的是，泉州今次推出的
雲計算、跨境電商、數字交易、物聯網等，都是泉州虛擬經濟發展亟需突破
的潛力項目。
鄭新聰介紹，近年來，泉州央地戰略合作開花結果，中國石化、中國中
車、中國遠洋、中國節能和幾大發電集團等一批大項目落地建設，廣大央企
實現了新的發展，也為泉州創新轉型注入了強大的動力。

泉州與24央企簽協議
攬千億資金助力創新轉型

湖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湖南報道）逾80
名外籍友人逛岳麓書院，
聽湖湘講堂，參觀銅官窯
遺址。由湖南長沙市委宣
傳部、市外僑辦共同主辦
的「美麗長沙．我的
家——外國人眼中的長
沙」系列主題活動近日正
式啟動，這也是長沙首次
舉辦面向外籍友人的大型
系列主題外宣活動。
據介紹，此次活動設置了「文化探尋、發展觀摩、生活樂享、幸福展現」
四個系列，以「美麗長沙-我的家」主題攝影活動為主線，通過走訪參觀長沙
歷史文化名建築、現代企業，體驗特色美食等方式，展示長沙的人文風貌與
發展新貌，增強中外文化的交流與情感的溝通。
據悉，長沙作為國務院首批公佈的歷史文化名城和全國首批優秀旅遊城

市，連續7年入選「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岳麓山、湘江水、橘子洲，勾
勒出了「山水洲城」於一體的城市風貌。

長沙首辦系列主題外宣活動
逾80名外籍友人逛岳麓書院

廣西梧州「三寶」之一的六堡茶，享譽海內
外。目前，廣西梧州市擁有茶園面積7萬畝，年產量超10,000
噸，產值超10億元。圖為一家六堡茶生產加工企業的車間裡，工
人將做好的茶葉分類裝在包裝袋裡。 ■文 /圖：中新社

廣西六堡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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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省開展「百萬青少年上冰雪」
已有37年的歷史。 本報黑龍江傳真

■董華 記者王晉攝

■■「「88‧‧1212」」事故中受損嚴重的天津事故中受損嚴重的天津
港大門已修葺一新港大門已修葺一新。。 記者達明記者達明攝攝

■■中國中車在泉州投資建基地中國中車在泉州投資建基地。。
圖為在該基地生產投入使用的和圖為在該基地生產投入使用的和
諧號列車模型諧號列車模型。。 記者黃瑤瑛記者黃瑤瑛攝攝

■外籍友人參觀岳麓書院。 記者李青霞攝

■會展現場。 本報新疆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尚勇 寧夏報道）記者從寧

夏回族自治區林業廳獲悉，寧夏自2013年開始對「生
態移民遷出區」進行生態修復，截至目前已完成土地修復面積
182.27萬畝，部分移民遷出區生態環境得到明顯改善。
據自治區林業廳介紹，移民遷出區分佈在六盤山水源涵養區、
黃土丘陵水土保持區和乾旱帶防風固沙區，當地生態環境脆弱敏
感，需及時採取植被恢復措施。今年是寧夏「十二五」生態移民
搬遷的最後一年，移民遷出區生態環境修復也進入關鍵期。

「生態移民遷出區」環境改善
寧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