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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節經濟如花綻放

新疆嚴措呵護脆弱帕米爾

天山申遺走出國門

【本報訊】西方情人節臨近，北
京各路商家使出渾身解數招攬顧客：
各種品牌的巧克力被擺放在超市顯著
位置；大型商場紛紛打出 「約 『惠』
情人節」、 「浪漫攻心季」等宣傳標
語；亞馬遜、京東商城、凡客等多家
購物網站打響節促銷戰……京城的
「情人節經濟」正如熱銷的玫瑰層層

綻放。
在某國際花卉市場，不少花店把

玫瑰擺放在最顯眼的位置，前來批發
和預定玫瑰花的顧客絡繹不絕。

在北京做花卉生意已有 10 年之
久的楊老闆告訴記者， 「現在的玫瑰

一天一個價，一支普通玫瑰進價已經
從兩塊漲到四塊，估計情人節前一兩
天會漲到五六塊。」

各類飾品、禮品店也迎來春節後
的第一個銷售高峰期。在各大賣場，
女士鍾愛的珠寶、鑽石、化妝品以及
男士的領帶、錢夾都被貼上 「情人節
標籤」。

熱情席捲中老年人
專門銷售情侶對飾的某商家表示

，近幾天的銷售量比平時增長了三成
。不少珠寶鑽石店也表示已為情人節
銷售高峰準備了充足的貨源。

而隨內地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思
想觀念的開放，中老年人在情人節消
費日益增多，成為 「情人節經濟」新
的增長點。

退休前在中國科學院軟件所工作
的王先生表示，往年他看年輕人甜甜
蜜蜜地過情人節，今年他也為老伴準
備了禮物， 「要給她一個驚喜」。

還有不少中老年夫妻選擇在情人
節拍攝寫真，重溫 「激情燃燒的歲月
」。據媒體報道，淘寶網數據顯示，
50 歲以上購買巧克力和鮮花的人較
去年漲了一倍多。

而在中國科技大學就讀的宋玉在
網上給父母訂了一家西餐廳的情人節
浪漫二人餐，她說： 「爸媽平時捨不
得花錢，我提前訂好西餐， 『逼』他
們浪漫一下。」

送 「蘋果」 成時尚
此前三里屯的蘋果停售事件似乎

並沒有影響北京市民對他的熱捧。在

西單大悅城的蘋果零售店，前來挑選
情人節禮物的劉先生表示，鮮花和普
通的禮品送了好幾年，今年則打算為
老婆添一 「大件」。據了解，和劉先
生有相同打算的人不在少數。

優惠券14日不適用
情人節夜晚，許多手捧玫瑰的情

侶們的 「餘興節目」就是電影院或
KTV。今年情人節恰逢周二，是京
城電影院的半價日。但據記者了解，
北京多家影院均表示周二的半價制度
不適用於節假日，會計劃將情人節的
半價推遲到周三實施。

而準備情人節當天與朋友們聚一
聚，因而在網上團購了幾份 「同一首
歌KTV」2小時歡唱套餐的趙先生，
卻發現消費提示上寫 「2月14日除
外」。據了解，京城不少 KTV、酒
吧等娛樂場所的團購票均標明 「情人
節除外」。

中新社

【本報訊】為鼓勵有情人在2月
14 日那天曬甜蜜、說幸福，內地城
市西安將於情人節當日，在地鐵2號
線向入站情侶免費派發 「玫瑰單程票
」，邀請愛侶們乘坐 「愛號線」（2
號線諧音）。

同時，情人節當天，2號線的小
寨站、鐘樓站、北大街站、市圖書館
站將裝扮成風格各異的浪漫主題公園

，並在北大街站開設 「愛情遊樂園」
專區。

據了解，小寨站為年代秀，利用
不同的年代感，營造出上世紀 60 年
代懷舊感覺；鐘樓站將以城堡主題為
活動背景，將自行車裝點為漂亮的白
馬，營造唯美的童話王國；圖書館站
將營造 「教堂風」，鼓勵情侶在愛情
殿堂大膽表達愛意。 新華社

【本報訊】據新華社消息，經過12次生態輸
水，中國最長內陸河──塔里木河幹流下游地下
水位最大抬升近 3 米，胡楊林等植被開始重現生
機。

記者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黨委獲悉，最新
監測數據顯示，塔里木河幹流下游 6 個監測斷面
距離河道 1 公里範圍內的地下水位較去年有明顯
抬升，地下水礦化度明顯降低。其中英蘇斷面、
阿拉干斷面地下水埋深分別抬升1.51米和2.87米
，地下水礦化度則分別降至6.79克／升和0.88克
／升。

作為中國最長的內陸河，塔里木河是塔里木
盆地的主要灌溉水源。但多年來的無序開荒和無
節制用水，使塔里木河幹流水量日趨減少，地下

水位也不斷下降，胡楊等植被大面積乾枯死亡。
為挽救塔里木河流域生態，中央政府決定自2002
年起投入 107 億元實施塔里木河近期綜合治理工
程。

自2000年起，水利部門已先後向下游輸水12
次。2011年，塔里木河流域三大源流來水較上年
減少28.5億立方米，但在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的
全流域科學調度下，幹流下泄水量54.4億立方米
，比近10年平均量增加11.6億立方米。

截至目前，塔里木河已實現了自1988年以來
連續17個月不斷流，不僅下游各灌區農業實現增
產增收，下游植被也開始逐漸復蘇，大片胡楊林
開始煥發生機，生態趨於好轉。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二日電】西方情人節將至，深圳除了
玫瑰、燭光晚餐以及婚姻登記等傳統浪漫活動預訂火爆外，負責調
查客戶伴侶忠貞度的 「愛情偵探」也迎來 「甜蜜」的業務高峰。有
從事 「愛情調查」工作的調查員對記者表示，此前接過的單子不乏
子虛烏有的個案，源於夫妻雙方或愛人之間的信任度不高或疑心太
重所致。

據某 「愛情」調查公司負責人鄭先生向大公報記者透露，近三
年來，2月14日的西方情人節和 「七夕」都是業務量最多的時候，
且呈逐年增加趨勢。鄭先生表示，在這兩個日子裡，戀人們一般會
來一個愛情約會，也 「方便」對愛人產生懷疑的市民 「借機」委託
私人調查員進行調查。另外，鄭先生介紹，隨社會對情人節重視
度的提高，為避免 「調查對象」有意選擇當日陪伴 「正牌」愛人，
而於前後兩日抽空約會情人，調查時間還擴大至情人節前後兩天。
如此 「鬥智鬥勇」，怪不得在私家調查員這一行業，情人節被戲謔
為 「擒人節」。

鄭先生說，接到客戶的單子後，負責此項業務的 「愛情偵探」
會依據調查對象的工作生活時間，制定相應的跟蹤計劃。另外，偵
探們還會接近跟蹤對象的熟人，旁敲側擊地了解情況。

但鄭先生也表示，有不少接過的案子純屬子虛烏有，源於夫妻
或愛人雙方信任度不高。他以此前接過一個單子為例，妻子對每天
早出晚歸的丈夫抱有懷疑，求助 「愛情偵探」，結果卻是丈夫在外
面忙於兼職，並無不忠行為。

據了解，由於個案的複雜程度及委託人不同訴求，調查費一般
在幾千元至一兩萬元不等。根據粗略統計顯示，委託人當中女查男
佔七成，男查女佔三成，多為中產階級以上家庭。

【本報訊】生態環境向來是西部發展的【本報訊】生態環境向來是西部發展的
難題之一。新華社引述新疆天山天池管理委難題之一。新華社引述新疆天山天池管理委
員會稱，新疆天山已通過國務院批准，近日員會稱，新疆天山已通過國務院批准，近日
已向聯合國提交已向聯合國提交 「「新疆天山新疆天山」」 世遺申請書，世遺申請書，
以更好地保護其生態自然環境。同時，新疆以更好地保護其生態自然環境。同時，新疆
多年來還以最嚴格舉措對生態脆弱的帕米爾多年來還以最嚴格舉措對生態脆弱的帕米爾
高原實施保護。高原實施保護。

【本報記者楊家軍鄭州十二
日電】10日，河南省召開制止公
款出國旅遊專項工作總結電視電
話會議。該省紀委副書記李建社
在會上表示，省轄市市委書記出
訪要書面向省委書記請假，各單
位領導出國信息要向職工公開。

李建社稱，巧立名目公款出
遊，不僅耗費大量財政資金，更
嚴重損害黨和政府形象。今後將
加大日常監管和案件查辦力度，
由省外事部門進行常態化管理。
另外，因公出國信息要向公眾公
開，各省轄市和省直單位應通過
內部局域網、公開欄等便於群眾
知曉的方式，將因公出國團組信
息進行事前公示、事後公開。

中介機構將公開招標
另據河南省外辦主任朱清孟

介紹，因許多違紀出國（境）團
組存在通過旅行社或中介機構弄
虛作假，購買或偽造邀請函等行
為，今後要對此類中介機構進行
招標，不得由個人指定。

據介紹，2009 年以來，河
南省加大了對公款出國（境）旅
遊治理力度，一批案件得到查處
，共立案 13 起，涉案人員 61 人
，其中處級以上幹部 17 人，14
人受到黨紀處分，1名廳級幹部
、1名處級幹部被撤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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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襲京

西安地鐵將派玫瑰飛

生態輸水 科學調度

塔里木河煥發生機

情人節變身擒人節

◀老年人正成為歡
度情人節的新群體
。因 50 餘年前結婚
還不時興領結婚證
，一對 75 歲的重慶
夫婦今年趁情人
節之際去領證

中新社

▲情人節前夕，精明的商家將巧克力擺在顯目處， 「預熱」 甜蜜
新華社

位於江西南昌發電廠內的南昌 「第一高煙」
12日成功實施爆破拆除。這個高達210米、建成於
1987 年的煙，是目前江西省爆破拆除的最高建
築物 新華社

據新疆天山天池管理委員會稱，經今年一月初國務院
批准後，天山近日向聯合國遞交了申報世界遺產項目的申
請書。

申遺區跨4地
根據疆內外專家實地考察評估，確定天山申遺組成地

包括：博格達峰提名地（含天山天池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等
區域）、中天山提名地、托木爾峰提名地等。整個申遺區
域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阿克蘇地區、
烏魯木齊等4個地、州、市。

其中，作為申遺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天池景區總面
積達548平方公里，地形地貌複雜多變，集雪域冰山、森
林、山谷、綠洲、戈壁、草原和沙漠等自然景觀為一體，
堪稱瀚海沙漠中的自然博物館和史前生物大觀園。

此前，新疆於2010年9月、2011年6月兩次邀請世界
自然保護聯盟專家考察並論證了新疆天山申遺地的遺產價
值和提名地範圍。

另外，新華社記者從新疆克孜勒蘇壟爾克孜自治州
政府了解到，為立體化 「呵護」帕米爾高原脆弱生態環
境，多年來，當地通過實施戈壁造林、退牧還草等生態
修復工程，啟動奧依塔克天然林保護二期工程，加強烏
恰縣古阿富汗胡楊林和阿圖什市怪柳林區域保護，使帕
米爾高原防治林業有害生物發生面積達到 22.5 萬畝，防
治率達91.3%。

嚴控污染企業建設
為 「呵護」帕米爾高原豐富的自然資源，當地還組織

開展野生動物馴養繁殖和疫源疫病監測，加強雪線、湖泊
、濕地演化數據的收集整理。並在建設安居富民工程過程
中配套使用太陽能、沼氣等潔淨能源，減少生物能源的焚
燒使用。

人類活動一度對這一脆弱生態區域產生較大影響。為
此，當地嚴控重點項目、重點用能企業節能減排，嚴防污
染企業建在水源區和人口密集區等生態敏感脆弱區。同時
，堅持重大項目生態風險評估機制，加強對高原峽谷尾礦
庫的管理，從源頭上治理和防範污染源。

新華社

南昌放倒210米煙

▲為更好地保護環境，天山近日向聯合國提交世遺申請書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