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9 神 州 大 地 / 經 貿 信 息 ■責任編輯：王嘉程 / 黃遠楷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8年8月28日（星期二）

20182018年年88月月2828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8年8月28日（星期二）

投入飲料瓶、紙箱、舊衣
物、塑料等垃圾，便可根據數
量或重量，自動換取現金。昨
日，位於上海市靜安區的萬航
公寓小區內，一台名為「小黃
狗」的全新智能垃圾分類回收
機正式投用，吸引了不少居民
前來嘗試。
據運營方介紹，這樣的智

能垃圾分類回收機「小黃
狗」，上海已有30多台在多個住宅小區投
用。根據運營方的計劃，到今年年底，這一
數據預計將達到1,000台。不過，受小區場
地、回收便利性等因素影響，這種智能垃圾
回收機的投放將以郊區為主。
「1個、2個……22個，一共22個飲料
瓶，可拿1.1元（人民幣，下同）。」昨日
上午10時許，居民黃女士拎了兩個裝滿飲
料瓶的大購物袋，來到「小黃狗」前，將飲
料瓶一個個地投入其中的「飲料瓶和易拉
罐」回收箱，屏幕上自動顯示出飲料瓶個數
和可獲得的現金。
黃女士表示，這台機器安裝於一周前，

試裝當天，她就投入了10個飲料瓶，每個
飲料瓶可獲得0.05元。聽說這次正式投

用，她便將這周攢下的22個飲料瓶都帶來
了。「很方便的，只要下載個App，回饋金
額就能自動進入賬戶，滿 10 元便可提
現。」黃女士說。

多種智能垃圾箱房試水
據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透露，除了
「小黃狗」，在上海部分居民小區，多種具
備不同功能的智能垃圾箱房已開始試點。它
們之中，有的集身份識別、信息屏幕及端口
掃描等多功能於一體。相關負責人表示，智
能化設備的運用，將改變居民的垃圾投放習
慣，能夠讓垃圾箱房從對保潔員、志願者值
守的依賴，逐漸向無人化、自助化發展。

■澎湃新聞

2018年黃河上游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動
近日於青海省貴德縣舉行。記者從活動現場
獲悉，通過多年持續的生態保護及增殖放
流，位於長江、黃河、瀾滄江源頭的青海省
境內目前51種土著魚類資源保存完好，種
群數量明顯恢復。

逐年增殖放流 累計60餘次
位於三江源頭區域的青海省河湖廣佈、

水體資源較為豐富，當地僅常年水面面積超
1平方公里的天然湖泊就有242個，水域面
積共達1.34萬平方公里。統計數據顯示，
目前分佈在該省的水生野生動物有獸類1
種、兩棲類10種、魚類51種，其中歐亞水
獺、川陝哲羅鮭、青海湖裸鯉等不少物種均
屬珍稀物種或高原特有物種。

據了解，昔日受捕食、盜捕等因素影
響，青海省境內部分水生生物特別是土著
魚類資源量一度逐年降低，個別物種瀕臨
滅絕。為促進相關種群恢復，該省多年來
在施行封湖育魚等嚴格水生生物保護制度
的基礎上，陸續突破花斑裸鯉、極邊扁咽
齒魚等物種的人工繁育技術，同時有計劃
地逐年開展增殖放流活動，活動數量累計
達60餘次。
經過多年持續保護，目前青海省境內的

土著魚類種群數量明顯增多，僅青海湖裸鯉
資源量就已恢復至8.12萬噸，是保護初期
的31倍。隨着相關人工繁育技術日趨成
熟，在水質長期穩定保持在二類以上標準的
水生環境下，青海土著魚類種群今後有望持
續穩步恢復。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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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的村民們就開始「騷動」起來
了，大家騎着電動車，三五成群，全副武
裝自發聚集到村口，因為村民要去田地裡
抓蟋蟀，他們被稱為「蟋蟀獵人」。據村
民介紹，每年很多在外地打工的年輕人都
會趕回來，家裡除了老人幼童外，幾乎全
村都會出動，到地裡去「尋寶」。

村民經驗滿滿 出發全副武裝
馮恒蘭也是「獵人」中的一員，當日下

午5點多，她就早早地吃完了晚飯。「去
地裡得穿長袖和厚點的衣服，否則玉米葉
子容易劃到臉。」馮恒蘭說，出發前，她
還把逮蟋蟀的網兜、竹筒等工具裝了滿滿
一書包，頭上戴着一個明晃晃的探路燈。
到了晚間7點左右，記者跟馮恒蘭一

起，來到了離村子幾里外的田地裡。只見
她取出麥麩子一小堆一小堆丟在地上，以
引誘蟋蟀來吃，方便抓捕。「頭大、牙
大、個頭兒大、品相好的就能賣上好價

錢。」馮恒蘭與記者分享經驗。

市場人多熱鬧 凌晨依然火爆
延津縣有10多個交易市場，分為早市和

夜市，每天這裡都有大量來自全國各地來
收購蟋蟀的老闆。從田地出來，已是晚上
9點多，村民們收穫滿滿，一路上有說有
笑。68歲的張大娘也抓了幾隻，她表示，
五六天時間，她的蟋蟀賣了2,600餘元。
記者隨馮恒蘭、張大娘一起來到附近夜

市。此刻，已有很多村民拿着蟋蟀前來交
易。張大娘手上的提籃裡放着10多個裝蟋蟀
的罐罐，每當有買家相中，不管多少錢，她
都會賣掉。她說，都是地裡撿來的，賣點錢
總比不賣強，就這樣她也很開心。
據現場村民說，前幾天有人一隻蟋蟀賣了

一萬七千多。「這個市場已經有好幾十年
了。」村民介紹，每年8月，早市凌晨4到5
點，夜市9點多就開始了，人多也熱鬧。夜
已深，快到凌晨的交易市場仍然火爆，村民
們在燈光映照下，臉上堆着笑容。

上海智能回收機
垃圾自動變現金

三江源地區土著魚類明顯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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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地裡抓蟋蟀去！」每年8

月，在河南新鄉延津縣，夜幕降臨，村

民就會全副武裝，帶着抓捕工具，三五

成群去玉米地裡逮蟋蟀，然後再拿到附

近市場上售賣。這裡聚集着全國各地的買家，只要老闆們看上，每隻蟋

蟀少則幾十元上百元（人民幣，下同），多則萬餘元，每年這時，很多

在外地打工的村民都會回家專門抓蟋蟀。 ■《大河報》．大河客戶端

■從各地前來的蟋蟀收購老闆仔細觀
察「貨品」，再給出價錢。網上圖片

■■村民三五成群村民三五成群，，在在
田間搜尋田間搜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村民捕捉的蟋蟀村民捕捉的蟋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村民全副武裝村民全副武裝，，在玉米田在玉米田
中尋找中尋找「「獵物獵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工作人員幫助居民使用「小黃狗」(見右圖)。 網上圖片

陝西赴俄推介簽資21億

今年年初，中俄兩國元首共同宣佈今明
兩年為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為兩國

地方合作深入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陝西省
商務廳廳長趙潤民在推介會主旨演講時表
示，近年來，陝西與俄羅斯的地方交流合作
不斷深入，陝西與卡盧加州於2000年建立
了友好省州關係，並與奔薩州、車里雅賓斯
克州有着密切的經貿交往。據介紹，2017
年，陝西與俄羅斯貿易額達18.85億元，增

長102%。

可實現中俄優勢互補
趙潤民着重介紹了陝西的區位交通優勢、

人才與能源優勢、產業合作優勢和宜居宜業
的優良環境。他建議雙方在貿易物流、能源
化工、裝備製造、航空航天、現代農業以及
科技創新和人文交流等領域加強務實合作，
實現優勢互補和共贏發展。

與奔薩州簽友好協議
俄羅斯總統顧問格拉濟耶夫指，陝西是內地高

速發展的省份之一，在促進中俄經濟合作方面具
巨大的技術和投資潛力。中國駐俄羅斯公使銜商
務參贊李靜援稱，相信陝西省有潛力、也有能力
成為中國對俄地方合作的新亮點，為深化兩國地
方間務實合作貢獻更多力量。會上，陝西省還與
俄羅斯奔薩州簽署了友好省州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仕珍 西安報道）記者日前

從陝西省商務廳獲悉，為加

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的交流與合作，8月15日，

陝西省經貿代表團在莫斯科

舉辦了「中國（陝西）—俄

羅斯經貿合作推介會」和

「陝西精品MINI 展」。陝

西能源化工、裝備製造、建

築工程等領域40餘家龍頭骨

幹企業與俄方企業及政商界

代表進行積極交流互動，並

簽署了21.4億元（人民幣，

下同）的合作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韶紅 甘肅報道）7月26日，甘肅省
公航旅集團成功定價發行3年期3.5億境外美元債券，並成為自
本年4月起發行的首筆地方基礎設施類企業境外債券，實現地
方國企在境外債券市場的「破冰之旅」。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會長、交銀國際董事長譚岳衡認為，
該項目對於香港資本市場加快建設「一帶一路」國際板和
「一帶一路」內地段擴大國際融資都具有重要借鑒意義。他
認為，「一帶一路」國際板應圍繞已有融資平台進行建設，
通過債券融資、股本融資雙管齊下形成。
據了解，甘肅省公航旅集團屬西部省屬國有企業，本次所發
行的債券品種為高等級無抵押債券，標普惠譽評級均為BBB-
（分別為「穩定」和「正面觀察」），期限3年，票息
6.25%。債券最終獲得41個投資者賬戶近2倍認購。

甘肅公航旅首發美元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前7個月，「內陸省份」河南省出
口總值達1,609.1億元（人民幣，下
同），增長8.8%。日前，記者從鄭州
海關獲悉，前7個月，手機出口回暖，
全省手機出口值達到827億元，增長

1.9%。近年來，隨着富士康手機項目落
戶河南，以手機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已取
代傳統產業獨佔外貿進出口鰲頭，並成
為河南外貿的支柱產業。據鄭州市工信
委統計，今年上半年，鄭州市手機產量
突破1億台，達到1.1億台。

河南首7月手機出口值827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
報道）港交所上市制度改革激發內地
企業南下上市熱潮，日前在南京舉行
的「2018 蘇港同行」──蘇港經濟金
融合作推進會上，江蘇8家企業當場與
保薦機構簽署了赴港上市合作協議。
會上，南京市市長藍紹敏和主辦機構

代表共同主持了蘇港產融合作綠色通道
啟動儀式。南京小視科技（AI智能）、
南京格亞醫藥（生物醫藥）、福佑卡車
（智慧物流）、江蘇中泰（機器人）、
江蘇耘林養老集團（現代服務）、百音
高科（計算機及通信）、南京鼎科納米

（新材料）、江蘇洛希爾（芯片）等8
家新經濟企業，分別與香港中泰證券、
財華證券、東興證券等3家保薦機構簽
署了赴港上市合作協議。

鍾創新：歡迎新經濟企業
港交所高級副總裁鍾創新表示，港

交所於今年4月推出IPO新規，放寬
上市門檻，以吸引具有活力和先進生
產力的企業。近期已有小米集團、51
信用卡、映客互娛等多家新經濟企業
成功在香港上市，他歡迎更多的新經
濟企業赴港上市。

江蘇8企簽約赴港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
報道）新疆清潔能源消納持續向好，
根據最新統計數據，今年上半年，新
疆完成新能源外送101.27億千瓦時，
佔疆電外送總電量的41.36%。新能源
外送規模同比提升28.94%，外送新能
源佔比提升5個百分點。
近日，中國中東部地區持續高

溫，用電負荷不斷攀升。而疆電外
送的實施，不僅為內地省份輸送了

源源不斷的電能，緩解了當地的用
電難題，更有力推動了新疆清潔能
源的消納。
目前，新疆並網新能源裝機容量

2,767萬千瓦，位居全國前列。利用已
建成的750千伏新疆與西北聯網第
一、二通道、±800千伏哈密南─鄭
州直流輸電工程等三條通道，疆電外
送範圍覆蓋北京、上海、廣東等16個
省份。

新疆新能源外送逾101億千瓦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韶紅 甘

肅報道）從俄羅斯西伯利亞發出的
1,800方木材日前抵達蘭州新區中川
北站，這是到達蘭州新區的第3列
中歐班列進口木材專列，蘭州新區
中歐木材專列不僅實現常態化運
行，進口木材集散分撥中心也將運
營。
蘭州新區計劃借助中歐班列進口

木材專列，聯手中國甘肅國際經濟
技術合作總公司等企業，打造西北
地區首個木材產業園和漿紙產業
園。2018年預計進口俄羅斯、白俄

羅斯木材年交易量超過20萬立方，
進口額可達3億元（人民幣，下
同），實現繳納進口增值稅約3,900
萬元，銷售額超過3.8億元。
近年蘭州新區依託中川國際機

場、蘭州鐵路口岸、蘭州新區綜合
保稅區、國家多式聯運示範工程
等，相繼開通了蘭州至達卡、蘭州
至迪拜、蘭州至墨爾本貨運航線、
中亞班列、中歐班列等，蘭州新區
向西開放的力度與「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的貿易往來將不斷得到提
升。

蘭州新區實現俄木材進口常態化

■富士康手
機項目落戶
河南。
香港文匯報
河南傳真

■陝西參會企業與俄方企業進行項目簽約。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