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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企業名稱網上登記全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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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借力外資加碼港口航運
吸逾百億建碼頭 打造海絲互聯互通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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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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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新政促創新發展
科研成果轉化收入歸個人

據悉，目前在閩建設經營外資碼頭的
主要有香港、台灣、新加坡、印尼

等地區或國家的企業。已建成投入運營的
共41個泊位，其中香港22個、台灣8
個、新加坡7個、印尼4個。
日前，由福建省發改委牽頭制定「福建

省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實施
方案」的送審方案已形成。該方案提出，
福建將發揮福州、廈門、泉州、漳州、莆
田、寧德等6個沿海城市港口優勢，完善
集疏運體系和口岸通關功能，積極打造海
上合作戰略支點。支持泉州市建設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先行區，支持建設福州新
區，加快平潭綜合實驗區等開放合作重點
功能區建設。

沿海重整六大港口群
方案還顯示，目前，在福建沿海，從北

到南，正在把原來分散的小碼頭、小港口
整合起來，建設包括兩大集裝箱、兩大散
貨、兩大石油石化液態在內的六大港口
群。福建同內陸地區的合作也在進一步加
強，與內陸省份相連的鐵路大通道正在建
設當中，年內有望開工建設吉永泉（江西
吉安—永安—福建泉州）鐵路、福廈高鐵
等一批重大項目。這些鐵路建成後，將形
成對接內陸省份的「三縱六橫」的便捷交

通網，為江西、湖北等內陸省份打通便捷
的出海口。
梁金焰指，在建設「海上絲綢之路」
戰略樞紐，加強與東盟國家港航合作方
面，福建以「打造東南沿海海絲能源礦
產進口重要口岸，形成對接海絲資源和
能源接卸轉運中心」為目標。此目標
下，重點建設湄洲灣港羅嶼作業區25萬
噸級（結構40萬噸）礦石碼頭，計劃今
年主體完工並投入使用；開工建設可滿
足1.8萬標箱集裝船通航的廈門港主航道
擴建四期工程；加快推進印尼三林集團
投資的福州港羅源灣可門6至7號1個30
萬噸級和1個15萬噸級泊位、神華港電
儲一體化項目配套2個30萬噸級泊位和
漳州古雷作業區南3號30萬噸級（結構
45萬噸）原油碼頭項目前期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建忠 福州報道）福建被確立為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構建「一帶一路」重要的互聯互通樞紐的
格局開啟。福建省交通運輸廳副廳長梁金焰近日說，隨着福建海絲
核心區的啟動，港口航運業進一步受到外資青睞，目前，外資在建
及擬建的碼頭項目共有27個，其中香港10個、台灣7個、新加坡4
個、印尼6個，總投資約130億元（人民幣，下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倩、通訊員 沈雁 杭州
報道）按照相關規定，在同一市、縣境內，不得使用
已登記的同行工商企業名稱，因此，企業在註冊登記
之前，必須要做「查重」工作。記者從浙江省工商局
獲悉，浙江工商目前在全省實現企業名稱預先核准業
務全程網上辦理，為企業節約大量的時間成本和經濟

成本。
浙江企業名稱網上登記系統，即「企業名稱自助查重申報系
統」，覆蓋了全省所有企業登記機關，申請人可以在任何時間
通過省、市工商（市場監管）部門的官網或直接登錄網址自行
「查重」或申報名稱預先核准業務。

該系統改變了以往「表格下載，窗口申報」的傳統網上政務
模式，在線上全程模擬線下的辦事流程。申請人不再需要為所
選擇的名稱字號因重複、或申請材料不全而多次往返於辦證中
心，只要根據系統的提示或審核人員反饋的手機短信等，在網
上對材料進行修改完善，即可完成企業名稱的申請和核准。
此外，系統會根據申報的企業住所、企業類型、資本情況
信息，自動對應到登記機關和經辦人員；也會自動校驗證照
信息的真偽等。據統計，名稱自助查重系統開通以來，浙江
省工商局辦理各地上報26,000多件冠「浙江」的企業名稱審
批業務，其中99%以上的實現了網上審批，而無需申請人再
來省局的辦證大廳辦理。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楊
奕霞、于永
傑，實習記
者 杜學嬌 山
東報道）山東
省 日 前 出 台

《關於深入實施創新
驅動發展戰略的意
見》，該 23 條措施
從人才培養、科技成果轉化、深化知識產權、財稅政策支持等方
面，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該意見明確規定，高校、科研院
所的科研人員帶着科研成果到企業兼職從事科技成果轉化活動的，
其收入歸個人所有。而職務發明成果轉化收益也要按不少於70%、
不超出95%的比例用於獎勵科研負責人。

山東省財政廳副廳長竇玉明表示，山東將鼓勵和允許國有企業在
科技成果轉化實現盈利後，連續3至5年每年提取不高於30%的轉化
利潤，用於獎勵核心研發人員。在政府設立並投資建設的高校、科
研院所中，可將不高於30%的編制員額聘任有創新實踐經驗的企業
家和科技人才兼職，財政按編制內人員經費撥款標準撥付經費。此
外，還將對省政府確定的高層次人才取得的政府獎勵，免徵個人所
得稅。

此外，《意見》明確規定，大學生自主創業、創辦符合條件的小
微企業可分別享受最高額度10萬元人民幣、300萬元人民幣的創業
擔保貸款。

四川廣漢近日舉行三星太極廣場落成暨廣漢市
「全民健身日」活動啟動儀式，千名太極拳愛好者齊打三星太極拳，其雍
容大氣、氣勢磅礴的表演，成為三星太極廣場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政府主
要領導表示，廣漢市每年的9月30日設定為「全民健身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銳 四川報道

四川全民健身

■■浙江推行企業名稱網上登記浙江推行企業名稱網上登記。。圖為台州市一圖為台州市一
網店通過網絡在銷售產品網店通過網絡在銷售產品。。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海滄是東南國際航運中心的核心港區海滄是東南國際航運中心的核心港區，，是廈是廈
門港口集裝箱的重要集散地門港口集裝箱的重要集散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山東滕東中學學生在科普展上觀看「尖端放
電」演示。 資料圖片

福建福州晉安區市容局執法人員，5日強制拆除福州火車站南廣場3處違
建。據執法人員介紹，這3處違建，其中兩處頂部刷成白底藍字，並且還有
「治安」等字樣，他們一直以為是公安部門臨時搭建的治安崗亭。結果，在
國慶期間，搖身一變成了小賣部和大排檔。
當天上午9時許，記者跟隨執法人員來到福州火車站南廣場，看到南側的地
鐵圍擋上有3處違建，
其中兩處緊挨着火車站
進站口。執法人員在現
場拉起警戒線，幾名工
人採用氣割將違建四周
鐵柱切斷，並將房屋拉
倒，依法進行強制拆
除。

■《福州晚報》

千年藏黑陶
承傳統工藝承傳統工藝 拓歐美市場拓歐美市場

河南老君山秋風蕭瑟伴着小雨，近日因為遊客爆棚，老君山
索道不堪重負，觀賞楓林秋景返程的數千遊客等候在索道口一
時難以下山，排隊等候需要兩三個小時，山中修行道士為遊客
送上近兩千碗齋飯。圖為老君廟的道士將熱騰騰的齋飯送至有
需要的人手中。 ■文 /圖：中新社

違建扮治安亭違建扮治安亭國慶變大排檔國慶變大排檔

道士下山

「十一」黃金周，除了堵車、「朋友圈攝影展」
外，還有結婚潮。記者走訪發現，四川成都婚慶行
業早已「客滿」。婚車租賃價格上漲、一車難求，
酒樓婚宴更是在半年前就被訂滿，20對新人提前爭
搶黃金司儀。
「半年前，我國慶的檔期就已經被定滿了。這個國

慶7天，我一共要主持8場婚禮。」黃金司儀胡文的聲音
帶着一絲疲憊。雖然結婚潮讓胡文的黃金周異常忙碌，但也帶給了他可觀的收
入。「半年前，就有20對新人要預約我國慶的檔期，實在沒法兼顧20場婚禮，
只有漲價。」以往，胡文主持一場婚禮的價格為2,500元（人民幣，下同），國
慶期間的價格是3,500元。雖然不能享受國慶假期，但國慶7天胡文就能進賬近
3萬元。 ■《華西都市報》

國慶結婚潮國慶結婚潮司儀司儀77天吸金近天吸金近33萬萬

出身手工藝人世家的白瑪群加20歲時拜黑陶老藝
人扎旺為師，開始潛心學習黑陶製作工藝。而

今，37歲的他已是青海囊謙藏黑陶唯一的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來到白瑪群加的家中，他一
邊手持陶壺沏茶，一邊用流利的漢語給記者講起了
藏黑陶的歷史。

技成出師 辦廠授徒
白瑪群加說，藏黑陶至少有逾千年的歷史。「從
事黑陶製作不僅僅是為了賺錢，更重要的是要把這
一具有數千年歷史的技藝傳承下去。」白瑪群加
說，從2006年開始，技成出師後的他開始在政府部
門的扶持下辦廠授徒。目前，他有3家黑陶作坊，
120多名徒弟。
為了保護和開發藏族古老的藝術，近年來青海在囊

謙藏黑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
中，以建立傳習基地、產業化開發、
重點培養傳承人等為重點，逐步實現
了藏族黑陶燒製技藝在產業和市場結
合中可持續保護和傳承。目前，青海
從事藏式黑陶製作經營的作坊有逾
30家，從業人員超過1,000人。

堅持傳統 兼顧創新
受現代工業技術的衝擊，黑陶作為日用品的市場需

求受到了限制，但是作為工藝品的需求卻越來越大。
「傳統藏式黑陶，選料和製作程序都非常講究，而且
非常注重實用性。」白瑪群加說，在現代社會傳承和
拓展藏黑陶的發展空間，既要堅持傳統的工藝，也要
通過創新迎合現代人的消費需求。

白瑪群加為自己的藏式黑陶工藝有限責任公司確定
了「兩條腿」走路的發展方向：一方面，引進現代模
具生產工藝，通過批量生產降低成本的方式，生產日
常生活用品；另一方面，堅持傳統手工方式製作高端
黑陶藝術品。2014年，白瑪群加的藏式黑陶公司與深
圳一家工藝品商貿公司達成了合作協議。「現在我們
生產的黑陶日常用品一件也就50元人民幣左右，而高
端的產品已經遠銷歐美。」

「儘管現代工業生產的鋁壺、鐵壺更加耐用便宜，但我更喜歡

用陶壺來煮茶。」白瑪群加說，「具有數千年歷史的藏黑陶不僅

是日用品，而且承載着豐富的藏文化信息。」如今，他堅持傳統

手工方式製作高端黑陶藝術品已經遠銷歐美。 ■新華社

記者近日從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
術研究院舉行的「年畫與年文
化」——第二屆中國木版年畫國際論
壇上獲悉，中國木版年畫申報世界非
物質文化遺產工作取得新進展，申報
工作的國內審核已順利通過，並納入
國家申報計劃。
據了解，作為節慶民俗的鮮明載
體，木版年畫已擁有至少兩千年的傳
承發展歷史，產地遍佈各地，是中國
民間藝術中應用地區廣泛、文化信息
密集、地域風格豐富、民族心理鮮
明、藝術形式獨具特色的非物質文化
遺產。文化部非常重視和支持中國木
版年畫申報世界「非遺」。「經過幾
易其稿，由我們中心承擔的申報文本
已順利通過了文化部組織的專家審
核。」中國木版年畫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坤說。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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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火車站南廣場的
1處違建。 網上圖片

■白瑪群加在展示自己做
的黑陶。 網上圖片

10月3日，在國歌聲中，五星紅旗
在寧夏吳忠市東關清真寺冉冉升起。
「十一」期間，吳忠市宗教場所紛紛
舉行升旗儀式慶祝國慶。
前來參加升旗儀式的穆斯林群眾穿着
胸前繡有五星紅旗的長袍或坎肩。馬永
成老人說：「朝覲過的哈吉回來告訴我
們，在麥加穿上這樣的坎肩，很受外國
人尊敬，路上還常有人向他們伸出大拇
指。」據悉，吳忠已有逾200個清真寺
建起國旗台，每逢國慶等重大節日就邀
請駐地部隊官兵共同舉行升旗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

記者從重慶市民政局獲悉，從本月起，除辦理台灣、哈薩克斯坦、芬蘭、
奧地利、荷蘭、德國、阿根廷、烏拉圭、墨西哥、波蘭10個國家和地區的公
證事項外，重慶婚姻登記機關不再向任何部門和個人出具（無）婚姻登記記
錄證明。
據悉，由於此前居民婚姻信息並非全國聯網，市民在辦理出國、買房等情
況下，需要出具婚姻登記記錄證明，如「已婚證明」和「單身證明」，用於
記錄證明人是否辦理過登記結婚。據民政部不完全統計，2013年全國29個省
民政部門共提供了841萬份婚姻狀況證明，佔婚姻登記機關工作量的58.5%，
超過婚姻登記的工作量。
重慶民政局負責人表示，取消婚姻登記記錄證明後，重慶將限期完成婚姻
登記記錄聯網前的歷史數據補錄工作，為有法律法規依據的部門核對當事人
的婚姻登記記錄情況，提供有力支撐。

■香港文匯報記者袁巧重慶報道

重慶取消婚姻登記記錄證明重慶取消婚姻登記記錄證明

寧夏宗教場所寧夏宗教場所
升國旗慶十升國旗慶十．．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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