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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津8月28日电 记者武自然

报道：京津冀三地文化部门28日现场签
署文化领域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并
酝酿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成立合作协调
工作小组，保障文化协同发展落到实处。

根据三地在第五届中国 （天津滨
海） 国际文化创意展交会举办期间签署
的协议，今后三地将依据优势互补、共
建共享等原则，充分发挥三地在资源、

市场、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共同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演艺、非遗
保护、文化金融等领域加强具体项目的
沟通与对接。

“京津冀三地各具文化优势和特
色，文化的互通互融应当是协同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签约仪式上，文化
部部长助理、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表
示，此次签约意味着三地正式开启了文

化融合发展之门，对提升区域文化影响
力将有重要帮助。

目前，三地正积极推动建立文化部
门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开展专题调研，
系统研究三地文化协同发展整体规划；
共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构建辐射
毗邻三地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联合对
在三地具有广泛基础的河北梆子、评
剧、泥人张彩塑等非遗项目，拓宽交流

渠道，促进活态传承。
在推动跨区域文化交流方面，三地

有意向以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天津
市合唱节、运河文化艺术节等活动为依
托，组织举办三地群众文化的展演展
示、研讨交流等活动，共享文化发展成
果；在三地河北梆子巡演活动成功举办
基础上，支持京剧、评剧、曲剧以及曲
艺等开展京津冀三地巡演。

京津冀签署文化协同发展协议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报道：第五届中国（太原）国际能源
产业博览会，将于 9 月 16 日在山西太原举行。本届能源博览
会以“绿色能源、低碳发展”为主题，积极推动能源革命，加快
高碳能源低碳利用、黑色能源绿色发展。坚持“节俭、务实、创
新”的原则，实行网上办展，打造国际能源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第五届能源博览会将充分运用图片、3D 动画、视频等手
段，扩大能源企业及其产品展示范围，从企业形象宣传、产品
介绍等多方面，重点展示煤炭及煤层气、石油及天然气、火电
及其设备、水能及水电、核能及核电、新能源等内容。展会项
目对接工作也将采取网上对接、网下洽谈签约的方式进行。
截至目前，已有 150多家国内外知名能源企业报名参展。

太原将办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

本报上海 8 月 28 日电 记者吴

凯、通讯员金懿报道：上海海关发布
今年前 7 个月上海市进口消费品统
计数据。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 7
个月，上海市进口消费品 1596.1 亿
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下同）
25.7%。其中，自贸区进口 655.3 亿
元，同比增长 28.2%，较去年同期提
速 22.1个百分点。

自 2013年 3月起，上海市消费品
进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
长态势。今年7月份当月进口256.5亿
元，同比增长20.9%，环比增长13.8%。

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占主导。今
年前 7 个月，上海市以一般贸易方式
进 口 消 费 品 1126.8 亿 元 ，增 长
30.7%，占同期上海市消费品进口总
值的 70.6%。同期，以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物流货物和保税监管场所进出
境货物分别进口 348.3 亿元和 94.7
亿元，分别增长 10.6%和 57.6%。

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提速。今年
前 7 个月，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进口
消费品1146.2亿元，增长31.2%，增幅
较去年同期扩大25个百分点，占同期
上海市消费品进口总值的71.8%。同

期，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分别进口
283.2 亿元和 166.5 亿元，分别增长
17.2%和8.1%。

自最大来源地欧盟进口快速增
长。今年前 7 个月，上海市自欧盟进
口消费品 856.2 亿元，增长 29.2%，占
同 期 上 海 市 消 费 品 进 口 总 额 的
53.6%。同期，自东盟和美国分别进
口 118 亿元和 107.7 亿元，分别增长
25.5%和 22.2%；自瑞士和日本分别
进口 89.3 亿元和 70 亿元，分别增长
17.7%和 18.6%。此外，自新西兰进
口 48.6亿元，大幅增长 66%。

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报道：近
年来，贵州省安顺市依托山水脉络，
走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3 年
来 ，年 均 城 镇 化 率 增 长 1.5 个 百 分
点。该市围绕 2020 年黔中城市群
城镇化率 62%目标，力争每年城镇
化率提高 3 个百分点以上。2013 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 5801 元，比 2011 年
提高 1434 元。

安顺市自 2011 年召开第一次城
镇化推进暨小城镇建设发展大会以
来，每年选择一个城镇建设成绩突出
的区县召开大会，通过实地观摩、交
流、学习，推进全市城镇化发展。

为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安顺还
成立了由市委书记担任召集人，分管
副市长担任副召集人，相关部门负责
人为成员的小城镇建设发展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设立小城镇建设发展工
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统筹推进小城镇
建设各项工作。

全市示范镇的总规划均已按照
四小专章、绿色小城镇、“8+X”项目
规划、镇区景观风貌的要求编制完成
并通过评审。各示范镇的控制性详

细规划也已编制完成并通过了评审。
截至 2013 年底，全市示范小城

镇项目建设共完成投资 26.87 亿元，
其中“8+X”项目完成投资 11.2 亿元，
其他工程项目完成投资 15.6 亿元。
全市实施的“8+X”项目共 131 个，已
建成项目 85 个，其余 46 个项目已开
工建设。根据《贵州省 100 个示范小
城镇建设 2013 年工作方案》，安顺市
省市级示范小城镇 2013 年共有 36
个建设任务，36个项目均已完工。

为加快示范小城镇项目建设，
2013 年共整合上级资金 1.7 亿元，市
县两级资金 7.7 亿元，其中，公共项目
财政投入 3.15亿元，增长 401.5%。

同时，各示范镇结合自身发展定
位和资源优势，建立综合开发项目
10 个，其中，基础设施项目 23 个；房
地产开发项目 12 个；特色产业项目
29个；民生项目 25个。

目前，已签约项目86个，签约总金
额118.81亿元，到位资金31.48亿元。
各示范小城镇建设融资达10.2亿元。

安顺市住建局负责人说，2013
年，全市省市级示范小城镇建成区面

积比 2012 年增加了 7.51 平方公里；
生产总值 84.48亿元，增长 41%；人均
GDP19703元，增长 35.1%。

示范小城镇新增城镇人口 1.86
万人，创办小微企业 362家，建成 4个
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示范镇社会
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入、财政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都已达到或超
过 2013年工作目标的要求。

为实现绿色生态目标，安顺市制
定并印发了《全市绿色小城镇创建方
案》。各示范镇结合土地利用规划开
展了低丘缓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工作。

在给排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工作方面，示范镇集中供水普及率和
水质达标率均已达 100%。垃圾收运
处理系统都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安顺市示范小城镇还结合自身
发展定位引导特色主导产业建设发
展，到 2013 年末 500 万元规模以上
企业已有 145 家，新增小微企业 362
家，充分体现了特色产业对城镇发展
的以产促城作用。

郁郁葱葱的松柏在山上连成一片墨
绿，山脚下金黄的油菜花开得正盛，热振
河玉带一般绕村而过。远处的高山草
原，早已绿意甚浓。

这 就 是 唐 古 村 。 平 均 海 拔 4300
米，西藏著名寺庙——热振寺和热振国
家森林公园所在地，一个藏在深山的

“香巴拉”。
走进村民央金的家，53 岁的她正往

藏式炉子里添牛粪饼。“干牛粪烧起来没
有异味，火旺，是天然的燃料。”在唐古
村，几乎家家都以牛粪为燃料。“实在没
柴火了，才会去山上捡一些枯树枝，而且
都得提前给村委会打报告。”央金说。

在村党支部书记罗布占堆那儿，记
者看到，在总共 10 条的《村规民约》中，
有关生态保护的就有 2 条，“捡枯树枝也
得打报告”也在其列。在唐古村所在的
唐古乡 30 条《乡规民约》中，生态保护条
款有 11 条。其中规定：在藏历 4 月 15 日
之前，村民不能在公共草场上放牧。

“以前大家不管时节随便放牧，结果
草长不好，一到冬天就缺牧草。”村民边
巴深知，遵守这些约定能让他们受益，在
他的眼里，这些约定人人要遵守。

除几十年如一日地实行保护生态的
各种规定，村民们根深蒂固的生态意识，
还来源于一段惨痛的历史教训。

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乱砍乱伐破坏
了生态，原本清凉的夏天变得越来越热，
地里的青稞苗都快被烤焦了；一场不大
的雨，便会引发泥石流和山洪，冲毁了山
脚下的农田⋯⋯

自 1987 年村规民约开始实行，接受
了自然惩罚的村民虔诚地遵守着里面的
规定。

“国家还实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机制，草畜平衡补贴每亩 1.5 元，禁牧
补助每亩 6 元，纯牧民每年还有 500 元
的生产资料补贴。”罗布占堆说，国家实
行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从国
家法律和经济的角度，保障了村里生态
的恢复和建设。

“将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挂钩。”唐
古乡党支部书记王正勇用一句话总结了
唐古村的生态保护之路。王正勇说，“生
态环境好了，草原承载力上升，才能养更
多牛羊，才能吸引更多游人，增加收入。”

“看到别的村开矿场、搞运输，越来
越富裕，不羡慕吗？”“为什么要羡慕？”次
培说，“开矿运输都不是长久之计，会破
坏草场，草场破坏了，子孙后代怎么办？”

只有小学文化的次培不懂什么是
“生态”和“可持续发展”，但在他看来，树
木、草场、野兔、白唇鹿和他们一样，是村

子的一部分，不能破坏伤害。
村第一书记杜政卫 2012 年大学毕

业后就来了这里，他说，两年期间，从未
见过村民砍树，即使是遍山跑的野兔和
野鸡，村民也不会去捉；热振河里，甚至
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野生鱼。“外地人进村
第一天接受的就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教
育，谁要砍树抓野鸡，会被全村人孤立。”

转眼已傍晚，整个村庄已弥漫在牛
粪燃起的炊烟里。黄昏的余晖里，热振
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柏树愈发巍峨，卫士
一般，守护着这个人间“香巴拉”。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通讯员吴旋报道：8 月 26 日至 28
日，600 多家中外企业代表及四海宾朋，参加第三届中国（伊
春）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本届森博会由国家林业局、黑龙江
省人民政府主办,伊春市人民政府、伊春林业管理局等共同承
办，展会以“共享生态文明，创造健康生活”为主题，充分发挥
小兴安岭林区自然资源优势，搭建东北亚地区林产品重要的
商贸合作平台。

森博会突出森林食品和森林生态文化旅游两大类产品。
汇源会展中心展区面积近 3 万平方米，共设 8 个展区，两个形
象展区和 6 个实物展区。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巴基斯坦、
东南亚的参展商及采购商 2000余人参展参会。

中 国（伊 春）国 际 森 博 会 启 幕

唐古村：“香巴拉”的生态观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杨云琴

贵州安顺打造山地特色小城镇

上海消费品进口保持快速增长

今年前7个月自贸区消费品进口同比增长28.2%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挂号、候诊、收费队伍长，看病
时间短，这些看病难题如何解决？最近，一种基于移动互联网
的患者移动服务在广东的医院逐渐推开，为市民打造了方便
快捷的“一条龙”就诊服务。市民在手机上通过微信服务号就
可以挂号、缴费、查看检验报告等。记者在广州番禺何贤纪念
医院了解到，金蝶医疗患者移动服务与支付系统 8 月新上线
以来，已吸引了超过 1万人关注服务号。

目前广东已有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佛山市中医院、
番禺何贤纪念医院三家医院开展了患者移动服务。患者可通
过微信关注相关医院的服务号，随时调用“预约挂号、费用支
付、查看检验报告与费用明细、反馈就医满意度”等，从而获取
医院服务并进行费用支付。诊疗全过程省时省力不排队。

广东移动服务缓解“看病难”

唐古乡唐古村，位于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林周县西北方95公里处，是
唐古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全村共有4
个村组，共计260户，1301人。全村
主要以牧业为主，农业为辅。唐古村
坐落着西藏有名的热振寺。

唐古村有独特的人文资源和旅
游资源，已被西藏自治区列为自治
区文物保护区，保护区内有千年古
柏万亩，珍稀野生动物数十种。

松柏环绕的唐古村。 本报记者 夏先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