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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创新促转型

广东制造向产业链前端延伸本报讯 记者夏先清 代玲报道：
被称为“电力天路”的青藏交直流联网工
程，给西藏带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西藏
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克俭说，目前青藏
交直流联网工程已安全稳定运行一周年，
各项运行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和要求，累
计向西藏送电 6.95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
28.1 万 吨 标 准 煤 ， 减 排 73.56 万 吨 二 氧
化碳。

青藏交直流联网工程是目前世界上海
拔最高、穿越冻土最长、建设规模最大、
施工难度最大的输变电工程。由于其沿线
生态环境脆弱，保护生态环境一直是工程
建设和实施中的重大课题。

12月 10日，记者来到海拔 3820米的
青藏交直流联网工程受端站拉萨换流站。
在这里，从格尔木输送到西藏的直流电被
转换为交流电。曾任换流站副站长的刘光
辉告诉记者，换流站在防噪声污染和水污
染方面采取了相关措施，“就是在围墙上
加装降噪墙，用吸音材料把变压器包裹在
里面”。

“工程采取多项措施保护青藏高原的
植被及野生动物生存环境，比如合理规划
施工便道、施工场地和施工营地，严格划
定施工范围和人员、车辆行驶路线；对施
工范围内的地表植被做好草皮移植、保
存，施工后及时覆盖到已完工的场地；委
托科研机构开展了高寒植被恢复试验示范
研究，工程施工后期采用当地高原草种对
施工临时占地全面进行植被恢复；穿过自

然保护区的区段，线路走向尽可能与青藏
公路和青藏铁路并行，以保护工程沿线的
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国
家电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应云
介绍道。

青藏交直流联网工程建设用于环保
与水保的总投资高达 3.7 亿元。国家电网
公司还建立了总指挥部、设计、施工和
监理单位于一体的环保与水保工作管理

体系。
西藏自治区发改委能源办公室能源处

处长向建华说，联网工程让西藏的能源结
构发生了明显改变，过去老百姓靠薪柴、
畜粪做饭取暖的较多，现在用电的比例上
升了。

青藏联网前，依靠水电为主的藏中电
网一直孤网运行，一到冬春季节拉闸限电
是家常便饭，很多需要电做动力的商家都

采用柴油发电机发电。青藏联网后，柴油
发电机被商家们收了起来。

位于拉萨德吉路繁华地段的一家美发
店店长刘大东说，往年进入冬季后，一周
要停两三次电，只有靠自备的柴油发电机
发电，每天要花费 1000 多元的柴油，大
大增加经营成本不说还不环保。“青藏联
网后不停电了，生意更红火了。”说起这
些，刘大东脸上满是兴奋。

世界屋脊筑起“电力天路”

本报讯 记者雷婷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旅游局
获悉：依据目前海南州旅游业迅猛发展的势头，预计明
年将实现旅游总收入 6亿元。

近年来，海南州努力把旅游业培育成“富民强州”
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切实加大基础设施和景区景点建设
力度，不断改善旅游环境，提升旅游品质，全州旅游产
业规模逐步扩大、旅游景区建设稳步推进、旅游接待能
力初具规模、地域旅游产品初成体系、旅游宣传促销成
效显著。

据悉，今年 1 月至 11 月，海南州接待省内外游客
227.5 万人次，同比增长 55%，实现旅游总收入 5.49 亿
元，同比增长 165%，其中旅游商品销售收入 6750 万
元，完成项目投资 4.8 亿元。全州旅游业正朝着既定目
标健康、有序、快速发展。根据旅游发展态势，预计明
年海南州将接待省内外游客 240 万人次，同比增长
9%，实现旅游总收入 6 亿元，同比增长 12%，其中旅
游商品销售收入 8000 万元，同比增长 16%，完成项目
投资 6.5亿元。

同比增长 165%

海南州旅游收入突破 5 亿元

 





























宁夏社保卡将覆盖八成居民

简 讯

山水集团入围港股 100 强
本报讯 记者管斌、通讯员陈学师

报道：近日，2012 年度港股 100 强评
选结果揭晓，山水集团入围香港上市公
司 100 强和净利润增长 10 强榜单。该
评选根据市值、净利润、股本回报率等
5 大财务指标排行加权复合得分，从
1500 多家在港上市的公司中评出得分
最高的 100家公司。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 李哲、通讯员
梁贵斌报道：通过实施金融服务进村入社
区、阳光信贷、富民惠农金融创新“三大
工程”，山西盂县农商银行不断扩展金融
惠农覆盖面，全面提升支农服务水平。该
行积极顺应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格局和服务
需求变化，将富民惠农金融创新作为提升
核心竞争力和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

盂县农商银行多举措支农惠农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 9
月出台了 《关于促进广东省工业设计发展的意见》 等多
项政策措施，率先开展国家认可的工业设计职业资格评
定工作，建立工业设计成果评价制度，以省区共建方式
建设广东工业设计城，设立每年 3000 万元的省级工业
设计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工业设计产业的发展，着力推
动产业链延伸。

在位于佛山市顺德区的广东工业设计城，胶囊咖啡
机、无油炸薯条机等各种极具创意的产品设计层出不
穷。这个园区每年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均超过 500件，为
制造业提供创新设计服务 3000 多项，收入年均增长超
过 30%。

目前，广东省共有专业工业设计机构超过 700 家，
工业设计从业人员近 10 万人，建成了 100 多家创意产
业园区。其中，全国仅有的两家以工业设计为主题的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全部落户广东。广东已形成
了以深圳、东莞、广州、佛山、顺德、中山、珠海等为
主线的工业设计走廊，打造出独具一格、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工业设计经济圈。

随着规模和效益不断扩大，工业设计对广东产业的
撬动作用日益显现，逐步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推手。

受人民法院委托，将于近期对位于湖北省咸宁

市温泉南昌路 1 号温泉国际酒店整体资产进行公开

拍卖。

该酒店是一家四星级标准的多功能酒店，位于

享有华中名泉美誉的温泉之都，地处咸宁市中心地

段，酒店占用地 12435㎡，建筑面积：22856㎡（两证

齐全），酒店于 2008 年开业，现营业中，有客房 171

间；设有 KTV 包房、各种特色温泉浴池及餐饮，可供

1000 人同时就餐，酒店设有各式会议室，可同时接

待 350人左右的会议。

现面向社会广泛招商，欢迎有意向者来电垂询。

参考价格：1.3亿元。

湖北添才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全先生 电话：18672950093

湖北成德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章先生 电话：13986009877

湖北咸宁新奥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13995556277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 861 号武汉

图书馆 13楼

2012年12月13日

温泉酒店拍卖信息

本报讯 针对浙江金华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金
华银行为企业量身打造了各类金融产品。如无需抵押
担保的小企业信用贷款、无需其他担保的林权抵押贷
款、并购贷款和与同业合作开办的银团贷款、国内保
理代付等业务。该行目前适合小微企业的融资产品已
增至 40 款。

向明染色有限公司是浙江义乌一家主营染色加工的
企业，服务对象为本地生产袜子、内衣和拉链的企业。
在金华银监分局的指导下，金华银行创造性地推出了以
企业排污权作为抵押物发放贷款，向明染色有限公司成
了这一产品的首家获益企业。

据了解，为扶持小微企业发展，金华银行还全面启
动和实施了“532”计划，对全行的小法人客户进行分
类管理，通过对客户的定量定性分析，筛选出 20%的
客户作为优质客户，列入黄金客户管理；筛选出 30%
的客户作为有发展潜力的成长型客户，进行重点扶
持。对优质客户和成长型客户，在利率、担保条件、审
批权限等方面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

(王堃羽 徐 畅)

小微企业融资产品达 40 款

金华银行创新引来资金“活水”

今年初，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进一步

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

见》，把一些事关安顺长远发展的基础性、

战略性、全局性重大问题纳入国家战略层

面进行规划实施，贵州省委出台专项文件

予以支持，要求把安顺建成生态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示范区。安顺市将紧紧抓住这一

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黄金期，促进生

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安顺市将注重低碳环保，继续把加强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实现提速赶超的

重大战略任务，通过加强生态建设、加强

环境保护、加快生态旅游城市建设进程等

措施，着力在生态建设上提速赶超。安顺

市将按照水利建设、生态建设、石漠化治理

“三位一体”综合规划，深入实施石漠化治

理、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重点治理、江

河水系污水治理等工程，巩固扩大生态建

设成果。同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

资源综合利用，严格控制污染排放。

安顺市还将以宜居安顺、绿色家园为

主题，突出山城、水城、林城、花城特

色，着力建设功能配套、景观良好、整洁

文明、生活舒适的人居环境。

增强自觉自信，通过加强创造、发展

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特色文化产业等措施，

着力在文化建设上提速赶超。在发展特色

文化产业上，安顺市将加大对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和利用，重点推进

黔中国际屯堡文化生态园、安顺历史文化

街区、大明屯堡影视城等省市重点文化产

业园区和产业项目建设，打造一批具有地

域文化特色的文化品牌，提高文化产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生态文化旅游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安顺市将更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

新，以安顺独特的生态环境、深厚的文化

底蕴、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支撑，树立大文

化、大旅游、大生态的理念，用文化擦亮

旅游品牌、提升生态水平，用旅游承载文

化内涵、展现生态魅力，用生态拓展文化

创意、保障旅游发展，努力探索生态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三者有机融

合，互动并进，共生共荣，全力建设生态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奋力把安顺打

造成为生态环境优美、文化内涵丰富、旅

游特色鲜明的世界知名、国内一流旅游目

的地和休闲度假胜地，走生态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的提速赶超之路。

（作者系贵州安顺市委书记）

紧紧抓住国家和贵州省的相关政策机遇，发挥安顺生态环境

独特、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富集的优势，以推动生态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为突破口，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努力走出一条符合

安顺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提速赶超之路。

促进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

地 方 领 导 谈 经 济
□ 陈 坚

太阳落下了山，牧民们把羊群赶进了
圈，从炕上抱起自家的毯子，从四面八方
来到昆仑山脚下柯克亚乡喀拉尤勒滚村宽
阔的露天广场。他们先是好奇地看着一排
排太阳能电板，再把毯子铺好坐在上面，
带着渴望的心情，共同等待一个他们期盼
了多年的时刻。

柯克亚乡党委书记马世江宣布：施耐
德电气援建太阳能电站正式通电。顿时，
电灯在欢呼声中亮起来，明亮的灯光穿破
了乡村漆黑的夜晚。村民们围着篝火跳起
维吾尔族歌舞，表达他们内心的喜悦。马
世江激动地对记者说：“你看乡亲们多高

兴呀。自从去年冬天邻近的莫木克村建起
第一个太阳能电站后，村民见到我就问，
什么时候给我们村也通电呀？他们买来了
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就盼
着来电了。”

位于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喀什叶城县
柯克亚乡属于无电区，农牧民多年来都是
用煤油灯和蜡烛度过漫漫长夜。2010 年
下半年至 2011 年上半年，在商务部投资
促进事务局的大力支持下，施耐德电气与
中华环保基金会一起，对中国无电村的情
况进行了广泛调研和资料收集，并与相关
各级政府部门进行了沟通和探讨。2011

年 6 月，柯克亚乡莫木克村成为首个新能
源项目援助对象。

记者走进在喀拉尤勒滚村新建的太阳
能发电站，项目工程师刘福强正在检查、
调试设备。他介绍说，柯克亚乡白天光照
非常强，在这里采用太阳能发电非常合
适。这一工程共覆盖 355 户家庭及一所学
校，覆盖人群约 2000人。

11 岁的小学生买尔旦·依马木在作文
中写道：“我家有电了，晚上灯亮了，我
可以做作业了，真高兴。”小姑娘阿依克
孜说：“有了电，妈妈就可以用洗衣机洗
衣服，用电饭锅做饭，生活更方便了。”

家 乡 有 电 啦
本报记者 陈 颐

延 伸 阅 读

本报讯 记者拓兆兵 许凌报道：
日 前 宁 夏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厅 发 布 消
息，到今年年底宁夏将有 80%的城乡居
民共 500.5 万人持有社会保障卡，持卡人
可在银行或者 ATM 机上便捷完成社保缴
费、就医结算等社保业务。宁夏建成了
全区统一的社保信息数据中心，全区乡
镇卫生院联网率达到 95%以上。

本报上海12月12日电 记者沈则瑾报道：今天上海宣布采
取政府统一购买服务的方式为法人单位免费提供“一证通”数字
证书，率先启动实施法人网上身份统一认证工作。

据悉，在 2013 年年底前，上海各类法人有望只用一张法人
“一证通”数字证书，代替之前政府部门发放的各类数字证书，
在政府网站上办理审批、年检、报税、社保、政府采购、工程报
建、招投标等各类网上办事业务。

这是纳入上海“智慧城市”建设 3 年行动计划中的重要信息
化应用项目，意在以法人数字证书为载体，充分利用法人库基础
信息，通过统一证书应用标识和接口，实现各部门业务系统证书
互认，为各类法人在不同政府部门、不同业务系统在线办事提供
统一数字认证服务，全面推行“一证通”。

上海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注册的法人单位申领第一
张法人“一证通”数字证书无须支付证书费用，只需支付 50 元
的数字证书存储介质费用。如果已有符合标准的数字证书，不需
要任何费用就能通过在线或服务网点更新成新的法人“一证通”
数字证书。为方便法人单位就近申领、更新“一证通”数字证
书，上海在各区县行政办事大厅、企业服务中心等设立了 19 个
服务网点，可现场办理数字证书申办、变更、介质解锁等业务。
同时开通了“一证通”网站(www.962600.com)，实现数字证书
在线查询、更新、吊销、应用开通、电子印章制作等功能，用户
如已有数字证书介质无需到服务网点，可自助在线办理将原有的
数字证书更新为“一证通”数字证书。

目前，法人设立和监管业务较集中的人保、工商、税务、质
监、编办、社团、财政、建交、房管等 9 部门已开展了应用试
点。截至今年 11 月 30 日，上海已发放法人“一证通”数字证书
7.5万张。

提高服务效能 建设“智慧城市”

上海推行法人数字证书“一证通”

12 月 12 日，在海

南国际会展中心，观

众在 2012 年中国（海

南）国际热带农产品

冬季交易会上选购。

当日，2012 年中

国（海南）国际热带农

产 品 冬 季 交 易 会 开

幕，此次冬交会以“农

业绿色崛起”为主题，

首次设置国际馆、品

牌产品馆等，突出国

际化、品牌化和市场

化的特点，总面积约

9万平方米。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摄

本报讯 记者童政 周骁骏报道：广
西加大力度推进危旧房改房改造，把这项
工作纳入到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中，一同
部署、检查和考核。截至今年 10 月底，
广西累计批准实施危旧房改房改造项目
310 个，计划拆除危旧房改房 2.81 万套、
179.4 万平方米，计划新建住房 1184.5 万
平方米、总投资 372亿元。

广西推进危旧房改房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