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孔嘉 北京11日電】
湖北省是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第一
批試點省份之一。其幾年實踐表明這
是有效推進 「三農」發展和城鎮化的
現實載體，引導資源、技術和項目向
農村流動，也優化城鄉建設用地佈局
、推進了節約集約用地。全國人大代
表、荊門市委書記萬勇建議將此上升
為國家政策並增加掛鈎周轉指標，以
進一步發揮政策在推進城鎮化和統籌
城鄉發展中的作用。

國土資源部於2008年推出城鄉建
設用地增減掛鈎試點，將零星分散、
低效利用的農村宅基地及附屬用地拆
除復墾，對農村居民點重新布局還建
，將節約出來的集體建設用地指標用
於城鎮建設。

萬勇介紹，荊門市彭墩村實施增
減掛鈎試點以來，在尊重農民意願的
情況下，通過村企合作籌集資金4265
萬元，對全村 317 戶農民實施搬遷，
新居每戶佔地僅 400 平方米，節約土
地3200畝；投資3500萬元，對全村耕
地進行高標準整治，配套高產農田示
範工程項目1.4萬畝；整合財政、水利
等涉農項目資金1100萬元，加強基礎
設施建設。

同時，流轉整治後的優質耕地用
於發展現代農業，現已培植綠色種植
、畜禽養殖、酒店服務和鄉村旅遊四
大支柱產業，建成 7000 畝優質稻、
2000畝太空蓮、50萬隻肉鴨等特色農
業產業基地。

去年底，荊門市依托增減掛鈎項
目，已建成與彭墩村類似的新農村建
設示範點18個，高標準農居1928套，

4700名農民遷新居，人均增收3000多
元；在建和擬建新農村示範點34個，
9600名農民將直接受益；全市還可實
施增項掛鈎項目 370 個，節約土地近
40萬畝，惠及80萬農民。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了創
新農業經營體制的思路，要求加大農
業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型生產
主體的培育力度。萬勇建議將城鄉建
設用地增減掛鈎上升為國家政策，不
限於試點地區，有條件的地方按相關
規定、按程序全面鋪開；對增減掛鈎
潛力大、群眾積極性高、政府引導得
力的地方，適當放寬周轉指標限制；

以市（州）域為單位設置建新區
，以便統籌使用掛鈎周轉指標，提高
土地利用綜合效益，加快推進城鄉統
籌發展。

武陵山區亟需大交通格局武陵山區亟需大交通格局
【【本報記者孔本報記者孔

嘉嘉 李曉波李曉波 北京北京
1111日電日電】】 「「因為交通閉因為交通閉
塞塞，，物流人流不能流動物流人流不能流動；；
生物生物、、礦產礦產、、旅遊資源很旅遊資源很
豐富豐富，，但這些變成經濟優但這些變成經濟優
勢勢、、發展優勢發展優勢，，就必須要就必須要
交通大動脈交通大動脈、、網絡的形成網絡的形成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湖北湖北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
長楊天然為武陵山區大交長楊天然為武陵山區大交
通的建成奔走呼籲通的建成奔走呼籲。。

恩施州是全國最年輕恩施州是全國最年輕
的自治州的自治州，，處武陵山區處武陵山區，，豐富的特色資豐富的特色資
源源、、自然美景長期藏於深山中自然美景長期藏於深山中。。去年去年1212
月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專程前往恩施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專程前往恩施
就武陵山區脫貧致富和城鎮化問題進行就武陵山區脫貧致富和城鎮化問題進行
調研調研。。

隨着滬渝高速公路、宜萬鐵路的開通，該州東西大通道已
經打通，這三年是恩施發展最快的時期。數據顯示，去年該州
GDP對比2009年增加七成多，其生產總值、投資額度、農民收
入包括地方財政收入增幅均高於全省水平。

但該州發展與外相比尚有較大差距。雖然有豐富的資源，
比如全州茶葉100萬畝、中藥材60萬畝、高山蔬菜40萬畝以及
水果20多萬畝，規模不小，但市場佔有率、產品附加值都不高
。 「為什麼？大交通還在改善中，大的市場主體進入不多，不
能發揮龍頭作用」。楊天然表示，恩施發展近期是交通的制約
，長遠是教育落後。首先需要解決南北大交通的問題， 「這不
僅僅是恩施州的南北交通，陝西安康經過重慶巫山再往南走到
張家界，這也是內蒙到廣西的大動脈，鐵道部前幾年列為研究
性規劃，能不能在 『十二五』有實質性突破盡早開工建設？包
頭至茂名的高速公路，南北均已開通，恩施段能否加快？」

恩施自身的 「小交通」也在升級。楊天然介紹，恩施機場
改造年底將完成，加長跑道，新候機大樓按照年流量100萬人修
建；同時各縣市到州府、縣到鄉、鄉到村循環網絡建設好，才
能提高整個武陵山區的發展。

保護生態設置高門檻
大開發大發展帶來生態環境的破壞是很多地方的通病，楊

天然表示，恩施將走一條特色開發、綠色繁榮、可持續發展的
路。

世界唯一的硒礦床在恩施，體量達到0.44平方公里。2011
年聯合國微量元素組織在恩施召開大會授予其硒都的美譽；國

家級的檢測平台去年也已開工。據悉，該州下
一步主要在微量元素硒上做文章，在富硒統領
下做大特色品種、精心加工、精心開發，提高
農產品附加值。

當前恩施發展資源型新型工業，如水電、風
電、農副產品的深加工等。風能資源的開發正
在建和裝機的已有 20 萬千瓦，全州可以達到
300 萬千瓦；水能的開發則保證河流的常態流
量。 「礦產資源開發很謹慎，一定是科技實力
強大的企業才能進來」。楊天然表示，很多企
業想進入，但恩施設置了高門檻准入條件， 「
我們必須給子孫後代留下財富」。

延伸旅遊產業鏈
兩路開通給恩施旅遊帶來了井噴式的發展

，去年達到2200萬人次，綜合收入130億。
這也一度讓該州措手不及。2009年底滬渝高

速通車，次年五一長假第一天恩施市就湧進5萬多遊客，當時該市只
有7000多張床位；因停車位不夠，恩施大峽谷車輛延綿數公里。

錯過第一波的企業大量進入，目前酒店床位已經達到3萬
多張；配套檔次也在提高，五星級酒店州城有三家，其他縣城
也有五家在建設。

楊天然坦承旅遊產業鏈條是最薄弱的環節, 「還處於買門票
看景點的旅遊初期階段。怎麼把這個產業鏈拉長？我們提出主
要發展休閒度假、健身體驗，在旅遊的配套建設、深度開發上
大做文章，做旅遊目的地。遊客在恩施呆一兩天消費500，多呆
一天那就是多一百多個億」。

據悉，該州的目標是2015年底旅遊達到3000萬人次。

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
代表籲上升國策

▲萬勇

▲楊天然

▲恩施有豐富的旅遊資源，圖為宣恩彭家寨 沈祥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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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達屋酒店及度假村集團於日前啟動亞
太區招聘會。此次創新的招聘活動將在整個
亞太地區展開，旨在吸引各領域頂尖人才前
來了解喜達屋亞太區酒店提供的一系列工作
機會。是次招聘會於日前舉行，並在亞太地
區逾85個城市舉行；主要城市包括上海、北
京、三亞、曼谷、德里、首爾及澳門等。

「我們從不斷拓展的全球業務中獲益良
多，必將成為酒店業的領跑者。」喜達屋酒
店與度假村國際集團亞太區總裁何國祥（
Stephen Ho）表示： 「也正因如此，我們
正在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培養頂尖人才，並
在整個亞太區開展強有力的職業發展計劃以
幫助員工更好地規劃職業生涯。我們希望吸
引頂尖人才加入集團，從而為我們的賓客提
供世界一流的服務與體驗。」

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酒店人力資源總
經理陳詩麗表示： 「去年我們成功聘請了20
位分別由加拿大、中國內地、迪拜、香港、
馬來西亞、浮羅交怡、新加坡、台灣等地回
流返澳的本土居民，加入澳門喜來登酒店。
我們很高興能透過喜達屋的平台，在世界各

地聘請了這些人才。他們現於澳門喜來登酒
店工作，並共同為澳門旅遊業作出貢獻。我
們致力培訓澳門人才，並與社區共同成長，
透過配套完善的培訓及發展計劃，培育有潛
質的員工作內部晉升，或有機會調升到喜達
屋遍及全球的酒店發展其事業。」

除是次招聘會外，為招攬更多卓越人才
，澳門喜來登酒店於3月期間在澳門各大學
舉行了多場的職場工作坊及招聘日，希望吸
納有興趣的應屆畢業生加入酒店業。

喜達屋啟動亞太區招聘會

▲是次招聘會設五千職位，吸引大批年輕
人應徵

為感謝各界友好的支持，鴻星集
團日前假灣仔鴻星海鮮酒家舉辦 「鴻
星匯聚宴」，一如既往以美饌佳餚會
友，共慶新春。適逢今年位於上海淮
海中路K11購物藝術中心的 「鴻星薈
海鮮酒家」正式開幕，晚宴菜式特以
蘇杭風味作主題，讓賓客一嘗師傅的
巧手精工。集團行政總裁何永年、營
運及發展總監何麗詩、行政總廚周權
忠師傅、點心部行政總廚布基等管理
層列席，熱情款待一眾名人賓客，場
面熱鬧。

慶祝集團邁向25周年
營運及發展總監何麗詩致辭時表

示，鴻星集團多年來一直以招牌菜石
頭魚和黃油蟹而馳名，2011年集團決
意衝出香港，開設首間上海分店，各

款招牌菜式亦大受歡迎。她續指，鴻
星集團邁向二十五周年，今年再接再
厲於上海黃金地段淮海中路K11購物
藝術中心開設全新尊尚品牌 「鴻星薈
海鮮酒家」，致力為各地食客帶來更
多美食驚喜。最後，何麗詩代表鴻星
全體同仁恭祝新春大吉、蛇年好運！

據悉，鴻星薈提供婚宴、節日及
商務宴客等各式宴會服務，店舖面積
逾二萬呎，可容納逾二十圍酒席，大
堂設計裝潢寬敞舒適，店內設有十四
間獨立貴賓房，讓客人尊享寧靜私密
的用餐環境。

是夜佳餚以蘇杭風味作主調，新
穎菜式配搭及精心的擺盤，賣相精美
、味道可口，令一眾名人貴賓讚不絕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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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星集團行政總裁何永年（右六）率領一眾管理層向來賓祝酒賀歲

萬畝桃樹，朵朵粉紅桃花初春怒放
。雖還是農曆的正月，桂林恭城瑤族自
治縣大嶺山桃園已經是一派欣欣向榮的
景象，漫山遍野的桃花引得全國各地的
遊客前來觀賞。桃園內還舉行 「交桃友
結桃緣，萬人相親匯」活動，或可讓人
在萬畝桃園中交結一段浪漫情緣，找到
生命中的另一半。

第十一屆桂林恭城桃花節暨第三屆
桂林恭城油茶文化節於2月18日至3月20
日舉行。兩節以 「節」為媒，誠邀天下
賓朋，有力推動了恭城生態旅遊產業的
發展，已成為區內外知名的生態文化旅
遊品牌，恭城最亮麗的一張名片。本屆
桃花節的主辦地大嶺山堪稱中國最大桃
花園，總面積2萬多畝，每年春天桃花漫
山紅遍，是最為理想的踏青賞花、休閒
怡情場所。今年恭城提出，將把大嶺山
桃園打造成華南地區 「浪漫之都」。

王一梅

桂
林
桃
花
園
舉
辦
相
親
大
派
對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新世界集團」）
對員工關懷備至，在國際婦女節聯同旗下新世
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及城巴有限公司
，向同事們送贈紅棗茶包及 「關懷女性的小錦
囊」。

集團一方面希望感謝女同事為公司及家庭
作出貢獻，另一方面亦鼓勵男同事把這份對婦
女關懷的心意傳遞給家人，促進家庭和諧。為
了嘉許職業女性對社會的付出，集團執行董事
兼聯席總經理陳觀展特意舉辦女同事午間茶敘
，讓一眾女同事在忙碌的工作中小休片刻，為
她們打打氣。

今年是新世界集團第二次支持香港基督教
女青年會所舉辦的 「『棗』日傳情ChariTea慈
善計劃」，慈善計劃每年也在婦女節大派紅棗
茶包，呼籲社會、企業及婦女一同愛社區、愛
員工、愛自己。

新世界集團婦女節女同事茶敘

▲集團執行董事兼聯席總經理陳觀展與女同事茶敘，氣氛輕鬆熱鬧

香港石油化工醫藥同業商會日
前（3月7日）假陶源酒家舉行春茗
聯歡宴會，晚宴筵開十九席，逾二
百位嘉賓與同業、同仁歡聚一堂，
高朋滿座，氣氛和諧。

會長劉意成在聯歡晚宴上致辭
表示， 「蛇年伊始，我們石油化工
醫藥同業歡聚一堂祝賀新歲，在此
我僅代表本會向與會仝人致以新春
祝賀和誠摯的問候。」

劉意成續表示，回顧過去一年
的全球經濟形勢複雜多變，美國面
對加稅減少開支消赤而拖低經濟增
長；歐洲債務危機陰影未有完全消
除；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也難以

獨善其身，但我們香港有背靠祖
國的優勢，經濟仍能稍勝去年。

靈蛇出洞，蛇象徵柔韌、機
警、靈活。相信香港必定會以蛇的
精神不屈不撓，機智靈活的應對目
前的經濟困境，一如既往迎接所有
機遇和挑戰。與祖國一起共同創造
更加美好的未來，把我國建設得更
加繁榮更加富強。

最後，劉意成與眾共同舉杯，
祝大家新春快樂、身體健康、事業
興旺、生意興隆、財源廣進、吉祥
如意，乾杯，再乾杯！是晚春茗聯
歡在熱鬧的氣氛下圓滿舉行。

石油化工醫藥同業商會春茗聯歡

▲香港石油化工醫藥同業商會眾首長與嘉賓舉杯祝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