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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截至今年 5 月底，
广西累计批准实施的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共计 270 个，
计划投资 317.5 亿元。据了解，广西各地的危旧房改住房
改造项目，须纳入各地保障性安居工程，审批纳入“绿色
通道”。

据悉，这 270 个改造项目计划拆除危旧住房 152 多万
平方米，计划新建住房建筑面积 1000 多万平方米。其中，
大板结构住房改造是危旧房改住房改造的重点。目前，全
区已经审批了 16 个单位 17 个项目，计划改造 47 栋大板住
房。危旧房改住房改造即通过拆旧建新的方式，对原有旧
住宅区土地进行第二次集约利用，让广大居民住上功能齐
全的新房。

据悉，广西将建立健全新建住房的申请、审核、公示制
度和工作机制，严禁各单位将不符合条件的家庭列入供应
对象。今后，广西将建立危旧房改住房改造职工信息管理
软件系统。

广深高铁运客突破400万人次——

奔驰在珠三角的“幸福快车”
本报记者 邓海平 通讯员 曾 勇

本报讯 记者郑明桥从武汉市民政局
获悉：到 2015 年，武汉市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 （站） 将超过 300 家。武汉市为养老
方式多元化提供硬件支持，并在加强养老
事业规范化管理、增强服务功能和水平、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 28 条措施
和任务。

武汉市将加速推进公办福利机构建
设，制定市、区养老事业发展空间布局规

划。在新建小区和旧城改造时，将养老服
务设施作为公共配套设施，按一定比例一
并配建。加快推进区级公办福利机构建
设，年底前 3 个区投入使用、5 个区主体工
程竣工，其他区达到进度要求。

据武汉市老龄委工作人员介绍，目前，
武汉市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 132 万人，
人均寿命近 80 岁，均达到历史最高值。全
市养老服务格局是，90%老人家庭养老、5%

老人在社区、5%老人在机构养老。居家养
老是大部分家庭的选择。

如何提升居家养老质量，成为提高城
市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课题。今年初，武
汉市民政局公布的保障民生目标提出，积
极探索高龄、空巢、单亲和失能、半失能、失
智老人的养老保障和康复手段及“养医结
合、康护一体”新模式。

6 月 13 日，汉阳桥西社区启用智能化
居家养老新模式——“三维可视数字管理
系统”，向老人免费提供“一键通”手机。

桥西社区 75 岁的欧阳清香老人在家
里按了一下手机上的 SOS 求助按键，在社
区的电脑大屏幕上，以 3D 画面形式显示出
她所在的具体位置、病史信息以及其他基
本信息。辖区医院 120 急救中心和辖区卫

生服务中心医生、社区书记、亲属可同时收
到这样的信息。

欧阳清香的女儿表示：“我们不愿将老
人送入养老院，但平时要上班，不能 24 小
时在家照顾老人，现在有了‘一键通’SOS
救助服务平台，我们放心多了！”

据介绍，社区居民的各类信息可通过社
区定期采集更新到“一键通”系统，遇到相关
问题，民政、公安等部门可以随时调用。

2011 年，武汉市有 6863 名老人率先享
受到“居家养老护理服务”，今年 2 月，武昌
区投资 300 余万元建成智能化居家养老服
务平台，为 5000 户居家养老对象发放“一
键通”手机，老人只需拨通服务专线，就可
不出家门预约洗衣、做饭、维修、理发、送米
等日常生活服务。

百 字 新 闻

青岛市南警方助力地方经济
本报讯 记者刘成报道：青岛市市

南公安分局以专项行动为抓手，以打击
各类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犯罪活动
为重点，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实行快速
受理、快速侦查、快速破结。他们制定了
严密的行动方案，密切警种协作，全力推
进“破案会战”，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通讯员杜芳

报道：由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和江西电视
台合并组建的江西广播电视台日前挂牌
成立。据悉，合并组建后的江西广播电
视台将保留原电台、电视台的所有频率、
频道和呼号，初步形成以广播电视为主
业的综合性文化产业格局。

温州为残疾人配置无障碍设施江西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
本报讯 记者张玫报道：今年，温州市

启动了“无障碍设施进家庭、进企业”工作，
将为全市 1000 户残疾人家庭免费配置一
件以上无障碍器具或实施无障碍改造；在
福利企业做试点，为残疾人的生活和工作
提供更多便利。温州市今年还将把无障碍
设施规范化建设摆上重要日程。

武汉养老步入多元化智能化

本报讯 记者李己平、通讯员丁薇

报道：吉林省白山供电公司坚持“真诚服
务、共谋发展”理念，着力提升供电服务
水平。公司成立了重点项目推进工作
组，调整电网规划，现场办公，跟踪服
务。对居民用电，推出 24 小时办结制
度，配备报装接电车，保证按时送电。

吉林白山供电公司提升服务

计划投资 317亿元

广西推进危旧房改住房改造

本报长沙6月25日电 记者刘麟报道：国内最具规模
的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站——长沙新奥燃气星沙储配站今
天竣工投产。

目前，长沙新奥燃气已发展居民用户近 80 万户，工商
用户 2000多家，日最大供气能力 290万立方米。

据了解，长沙新奥燃气星沙储配站在 2010 年 7 月正式
开工，历时两年多，耗资 2.6 亿元，主要工艺设备有 2 套天然
气液化装置、1 套天然气气化装置、1 台液化天然气储罐。
建成后的长沙新奥燃气星沙储配站是目前国内最具规模的
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站，集天然气液化、储存、调压计量等
综合功能为一体，将为确保长沙市燃气安全保障供应发挥
重要作用。投产后，长沙新奥燃气公司将在夏季气源较充
足、用户需求量相对较低的情况下，采用深冷工艺将气态的
天然气液化后进行储存，每天天然气液化能力为 20 万立方
米，其储气能力达 1200万标方。

储气能力 1200万标方

长沙投产天然气应急调峰站

“

本报上海6月25日电 记者沈则瑾报道：上海市互联
网经济咨询中心(上海市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中心)今天发布

《2011 年度上海市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报
告》，上海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 2011
年为 75.53，预计 2015年将达到 85。

这是国内首个区域性“两化融合”综合指数。该指数以
企业为主要评估对象，以企业抽样调查为主要评估方法，今
年已是连续第三年发布。2011 年的企业样本总数达到
1218 家，样本中的大型工业企业年销售收入已超过全市大
型工业企业的 40%，中小工业企业年销售收入已超过全市
中小工业企业的 3%。

调查评估结果显示，上海的信息技术与企业运营发展
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2011 年，上海市“两化融合”发展指
数为 75.53，根据“两化融合”阶段模型划分，上海“两化融
合”发展水平整体处于部分融合阶段，具备深度融合的基
础。其中社会“两化融合”得分为 86.75，已经达到深度融合
标准；大型企业得分为 74.39，具备向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
中小企业得分为 65.84，距离深度融合仍有较大差距。

2011年为 75.53

上海发布两化融合发展指数

6 月 21 日，由商务部和青海省、西藏自
治区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2 中国（青海）藏
毯国际展览会（简称藏毯会）在青海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

“青海藏毯国际展览会是全国规格最
高、规模最大，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地毯产业
展会，历经 8 年的努力，它已经成为各国地
毯品牌大展示和民族文化大融汇的重要舞
台。”青海省省长骆惠宁说。

8 年来，藏毯会规模逐年扩大，专业特
色日益显著，展会水平也越来越高。“古老
的藏毯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成为青藏高
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商务部部
长助理仇鸿说。

在 B 馆的西藏喀瓦坚藏毯展馆内，最
引人注目的是一台手工织毯机，70 岁的格
桑扎西正忙着向人们介绍生产藏毯的过程

与技术原理。
1986 年，华裔美国银行家格桑扎西发

现自己的家乡——雪域高原上流传了千百
年的西藏地毯工艺面临失传的，经过深思
熟虑，格桑扎西在西藏拉萨创办了中美合
资的喀瓦坚地毯厂。“我们参加过很多国外
的地毯会，青海藏毯会还是第一次，这对我
们来说非常重要。”格桑扎西说。

作为藏毯会的活动之一，6 月 21 日上

午巴基斯坦馆内特别举行了充满异域风情
的国别日表演活动。欢快的巴基斯坦民族
乐曲，身着艳丽民族服饰的巴基斯坦舞者
引来了不少参展客商驻足观看。“这是藏毯
会首次举办国别日活动，又是巴基斯坦国
别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办好。”世界手工
地毯协会主席、巴基斯坦协会会长库克说。

展会上，国内外展品种类更加齐全，精
品特色更加突出，国外参展样品达到 90 余

吨，国内参展样品 150 余吨，数量比上届增
加了一倍多。展会期间，交易额突破 8000
万美元，比上届增长 16.9%，具有浓郁民族
文化的地毯、艺术挂毯等销售火爆。

藏毯交织着历史与现实，承载着文化
与经济。每一届藏毯会都彰显了藏毯独特
的文化魅力和厚重的历史内涵，促进了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将不断推动国际地毯界
的交流与合作。

整合民政、文化、残联等部门资源，年内新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

70家以上，新增养老床位超过8000张；老人步行10分钟就能找到一家养

老服务机构；网上轻点鼠标，就能选择自己满意的养老机构并预订床位。

日前，武汉市民政局向市民做出以上承诺。

交织历史与现实 承载文化与经济
—— 2012 中 国（青 海）藏 毯 国 际 展 览 会 侧 记

本报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马艳萍

在“珠三角”腹地，广深高铁被称为“幸
福快车”。据统计，广深高铁自 2011 年 12
月 26 日开通以来，截至今年 6 月 12 日，已
发送旅客 400.3 万人次。深圳、东莞、广州
的居民在这列“幸福快车”的带动下,提前
加速驶入半小时经济生活圈。

打造高铁大社区

深圳、东莞均属于流动人口大市。据
湖南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廖克勤介
绍，在“珠三角”工作的湖南籍人口有上千
万，其中 230 万人在深圳。而广深高铁的
开通，不仅使穗莞深居民 30 分钟行走三地
的愿望得以实现，也使得珠江两岸的庞大
城市群实现了 90 分钟内的互联互通，还使
得莞深地区与湘鄂两省的千里行程控制在
4小时左右。

在广州番禺办厂的欧阳彪说：“我们的
业务主要在深圳，广深高铁开通后，我每周
要坐四五趟，有时候一天两趟，感觉比到广

州天河城还方便。”
日益旺盛的客流反过来又激发了广深

高铁运输潜力的不断释放和优化，形成了
良性互动。

广深高铁紧密围绕市场需求灵活调整
运能，列车多次调整、多次加密，更加贴近
旅客出行实际。特别是今年 4 月 1 日后铁
路部门开行深武、深长直达高速动车组，为
武广高铁运能的充分发挥起到了重要作
用。

在深圳做服装生意的汤建雄说：“我在
老家长沙还有一家公司，经常在广东、湖南
两地来回奔波，自己开车太累，有时候事情
太急根本就赶不回去，现在有直达高铁，3
个多小时就从深圳到长沙了，很方便！”

加快经济转型发展

广深高铁的开通提高了深圳、东莞对
华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铁路交通辐射能
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加

快了深莞经济的转型发展。
中国服装名城——东莞虎门早在广深

高铁开通前，就瞄准了广深高铁将成为内
地与沿海服装产业互动“催化剂”的商机，
投资逾 530 亿元打造了滨海国际商城。今
年上半年，虎门首次到武汉办起了服装服
饰展贸会，80 余家服装企业报团参展。许
多服装企业经营者透露：“借高铁之势来
汉，卖服装为次，找市场为主。”据悉，参展
的虎门服装企业与武汉本地企业签订了 10
余个项目的合作协议，合同金额过亿元。

在武汉，承接产业转移正在成为这里
使用频率最高的“热词”。

武汉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5 月，先后有 50 余家深圳企业到武汉投
资，项目投资额超过 500 亿元。据武汉市
招商局介绍，去年以来，深圳、珠海等地来
汉投资的企业明显增多，包括 TCL、格力、
中兴、华为、大华基因、海王等一批制造业、
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企业纷纷布点武汉，一
年内武汉引进内资 700 多亿元，“珠三角”

企业占到三分之一左右。

提升旅客幸福指数

广深高铁的开通，使旅客的乘车环境
和出行品质有了质的飞跃。明亮宽敞的新
客站，动感舒适的动车组，时速 300 公里的
高速度，多样化、自助式的购票方式，让乘
客有了全新的乘坐感受。在快节奏的现代
生活中，高铁很快赢得了旅客的青睐，并大
大提升了人们出行的“幸福指数”。

在“珠三角”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
景下，深莞地区更加富裕的农民工也大举
加入乘坐高铁的行列，产生了许多“候鸟”
一族和“钟摆”一族。

长期研究高铁经济的金一兵教授认
为：“广深高铁与现有的穗莞深交通体系相
互补充，相得益彰，让人们的出行需求得到
了更大程度的满足。立体的交通网络使

‘珠三角’1 小时生活圈的‘内循环’提速，大
大加快了‘珠三角’城市群一体化进程。”

参加今年第七期欧洲外交官研讨班的 33 名外交官近

日来到温州，考察民营企业情况。图为他们在正泰集团参

观，并与企业有关人员互动交流。

本报记者 张 玫 通讯员 张小媚摄影报道

6 月 25 日，在河北永清县韩村镇，村民

在蔬果大棚中采摘成熟的无公害红标无核

葡萄。

据河北廊坊当地农业专家介绍，由于

今年的气候、温度比较适宜葡萄生长，加之

当地农民在科技企业的带动下进行精致农

业的生产和管理，葡萄的成熟期比往年提

早约 20 天，大约有 24 万斤葡萄提早上市，

让京津市民早尝鲜。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

本报讯 记者陈发卿报道：海南省近日制定了 2012年
度主要污染物减排工作计划，进一步明确了部门责任分工，
通过计划实施并完成一批重点减排项目，采取系列有效措
施，确保实现年度 4项减排目标。

为加快推动全省主要污染物减排工作，确保实现年度
减排计划目标，海南省今年计划完成 200个减排项目，重点
完成生活源削减化学需氧量、氨氮减排项目 21 个。海南省
将完成交通源削减氮氧化物重点减排项目 1 个，即淘汰机
动车 71991 辆，其中，摩托车 66713 辆，年度可削减氮氧化
物 436.04吨。

据介绍，今年海南省将大力开展工业源废水污染治
理，抓好 14 家新型胶厂废水深度治理和清洁生产工作，确
保胶厂废水稳定达标排放；推进全省 50 台能效测试不达标
的大型燃煤锅炉提标升级改造，年度节约标煤 4 万吨；推进
全省污水配套管网项目建设，提高现有污水处理厂运行负
荷率。农业源污染减排方面，该省将着力实施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养殖小区污染治理。

实施 200个减排项目

海南加快推进污染物减排

无 公 害 葡 萄无 公 害 葡 萄
提 早 上 市提 早 上 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