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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昆仑雪山挑战挑战挑战昆仑雪山昆仑雪山 见证见证见证珍稀水源
7 月 23 日，一向以公主形象示人的

“女神”安以轩，化身昆仑雪山自驾寻源
车队明星队长，与专业车手黄威志一起，
带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名媒体、消费者代
表，亲身探秘昆仑山雪山矿泉水的水源地
及工厂，见证高海拔、零污染的世界级珍
稀水源地。

这场从西宁出发，先后途径青海湖、
茶卡盐湖、都兰、诺木洪、格尔木胡杨林
的自驾寻源之旅，最终在海拔6000米的昆
仑雪山完满收官。百人挑战高海拔的自驾
寻源，不仅开创了行业的先河，更折射出
大众对于饮水健康的关注，科学饮水理念
的提升。通过这种对水源地的深度见证，
正开创夏季饮水的新潮流。

挑战高海拔雪山

水源决定水质，水的质量决定生命健
康。昆仑山雪山矿泉水的水源地位于青藏

高原海拔6000米昆仑雪山，是冰川雪水融
化后经过50年的过滤和矿化而成，不仅天
然纯净，更富含均衡的矿物质及微量元
素，珍稀的水源地赋予了雪山矿泉水无可
挑剔的高品质。为了让消费者深度感受雪
山矿泉水的魅力，昆仑山自2009年起就组
织消费者探秘工厂及水源地。今年，昆仑
山将活动重磅升级，调整为百人车队、历
时八天进行深度、长时间探访。

安以轩参观完四级水源保护地和昆仑
山工厂，惊叹这里令人沉醉的生态环境。
她用强大的心理素质和顽强的毅力一次又
一次征服自己，近距离地感受了神秘雪山
的魅力。

从格尔木到昆仑山的一路人迹罕至，
只有一些运输或偶尔经过的车辆。沿途非
常的坎坷，崎岖的山路，荒凉的山脉，但
四级保护地非常美，后面就是昆仑雪山。
工厂的工人非常辛苦，在高海拔的地方工
作，只为保障每一瓶雪山矿泉水的品质，

成就雪山矿泉水独一无二的珍贵。

开创饮水新时代

在 2012 年发布的 《中国居民饮水指
南》 中，以水源地为核心标准将饮用水
划分为四级，水源地高海拔、无污染的
雪山矿泉水为一级饮用水，水源地无污
染 或 微 污 染 的 普 通 天 然 矿 泉 水 为 二 级
水 ， 三 级 是 普 通 的 瓶 装 水 （包 括 纯 净
水、矿物质水、天然水），由此可见，雪
山是国内最高品质的珍稀水源地之一。

珍稀水源地造就了雪山矿泉水的健康
品质，让昆仑山连续两年蝉联高端水市场
第一品牌。昆仑山占据全国近五成市场销
量份额，消费者的青睐毋庸置疑。

3月 26日，在北京举行的全球雪山矿
泉水发展峰会上，国内外健康饮水机构及
专家，昆仑山、美国 Bling 等国内外顶级
雪山矿泉水企业的多位代表，从多角度

分享了雪山矿泉水的消费趋势。在欧美
国家，雪山水源的矿泉水已经引领健康
饮水的潮流，越来越多追求健康的消费者
偏爱选择更天然、纯净、健康的雪山矿泉

水。昆仑山雪山矿泉水作为与法国阿尔卑
斯山的依云、美国落基山脉的Bling、意大
利索莱齐名的世界级好水，无疑将领跑国
内的健康饮水消费风潮。 （子轩）

安以轩近距离感受雪山水源地的魅力安以轩近距离感受雪山水源地的魅力

聚焦

棚改政策不断出台

为改造城镇危旧住房、改善困难家
庭住房条件，我国推出了棚户区改造民
心工程。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过
去几年中，全国约 5000 万平方米棚户区
被改造，近100万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条
件得到了改善。

今年以来，中央加大棚户区改造力
度。近日，国务院发出 《关于进一步加
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部署有效解
决棚户区改造中的困难和问题，扎实推
进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
村。

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各地棚户区改
造工程明显提速。北京市政府最近计划
到 2017年底完成棚户区改造 15万户。棚
户区改造的房屋拆迁补偿将全过程公
开，对于棚改的百姓尽可能实行就地安
置。

吉林省政府提出 2014 年至 2017 年，
全省计划改造城市棚户区503万户，基本
完成 6000 平方米以上的集中连片棚户区
改造；海南省政府近日明确，2014 年至
2017 年，全省各类棚户区规划改造 16.12
万户，明显改善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完
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贵州提
出，加快推进集中成片棚户区 （危旧
房） 改造，稳步实施城中村和零星棚户
区改造。

改善民生拉动经济

棚户区改造实为利国利民一举多得
的好事。住建部副部长齐骥说，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保障性安居工程，
其中的大规模棚户区改造工程在改善棚
户区居民住房条件的同时，对拉动经济
增长、促进社会就业、提升城镇综合承
载能力、改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等方
面，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专家分析，棚户区改造需要投入大量资
金，能带动交通运输、建筑材料等相关行业
的发展。据测算，加大对棚户区的改造力度，
将使棚户区改造投资对房地产投资的拉动
增加2.29个百分点，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
增加 0.43 个百分点，对 GDP（国内生产总
值）的拉动增加0.21个百分点。

贵州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
晓登认为，在目前工业产能过剩比较严重

的情况下，经济要保持平稳发展，必须要
有新的投资领域，既不会带来产能过剩，
又能消化部分过剩产能，还能满足老百姓
的需求。棚改就是很好的投资领域。

目前全国楼市成交出现下滑，业内
人士预计，短期内房地产低迷的情况难
以改变，而在全国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棚
户区改造工程，将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
稳定。据悉，今年棚户区改造投资占房
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的比重将达到 5.2%，
比2013年提高2.4个百分点。

棚户区改造还可为推进新型城镇化
奠定基础。专家认为，要使大量新进城
的新转移人口达到居者有其屋的目的，
在保障房体系建设中，棚户区改造可能
是入手的重要途径。

继续加大改造力度

未来，棚户区改造力度将继续加

大。国务院在 《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
改造工作的通知》 中，要求省级人民政
府要抓紧审批棚户区改造规划，将包括
中央企业在内的国有企业棚户区纳入改
造规划，重点安排资源枯竭型城市、独
立工矿区和三线企业集中地区棚户区改
造；市、县有关部门要共同建立棚户区
改造项目行政审批快速通道，加快项目
审批；加强质量安全管理，全面推行安
置住房质量责任终身制，加大质量安全
责任追究力度。

土地供应、资金问题是保障棚户区
改造顺利完成的关键。对于土地供应，

《通知》 明确编制了用地供应计划的责任
主体、实行宗地预安排制度并落实到具
体地块、确定供应宗地的开发强度和配
建条件等多方面的措施。

如何解决资金缺口？“未来将在落实
财税支持政策的同时，继续加大金融债
券支持力度。国家开发银行已成立住宅
金融事业部，重点支持棚户区改造及城
市基础设施等相关工程建设。鼓励商业
银行等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
持续的原则，积极支持符合信贷条件的
棚户区改造项目。”齐骥表示。

还上经济欠账 补上民生短板

棚户区改造将拉动哪些需求
本报记者 罗 兰

新疆：推广蔬菜副食品直销点

如今，一场改善民生、助力经济的社会工程——棚户区改造正在轰
轰烈烈展开。据统计，2013 年全国已改造各类棚户区 320 万户以上，
2014年计划改造470万户以上。日前，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
加大棚户区改造工作力度。《通知》称，目前仍有部分群众居住在棚户区
中，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
和城中村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专家指出，棚户区改造是今年的重
头戏之一，在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同时，也可以对冲当前楼市下滑对经济
造成的负面影响。

●铁路开展快递业要多方式
铁路开展快递业要多方式的，不要完全把眼光定在

长达快列上。因为快递货物的集聚和人们的认识、需求
有一定的差距，在一些高速列车上可以挂几个车厢，这
样对它成本的节约是大有好处的。如果现在就发展四五
节这样的，它在盈利上会有一定问题的。因此，铁路要
循序渐进地建立它的规模效应，同时还要针对一些特殊
的需求，适当地开拓市场。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董焰说。

●保险中介改革有三大发展方向
中国未来保险中介市场的改革发展可能会有三个比

较大的发展方向：第一是保险业在转型发展里面可能中介
市场会由原来粗放式的经营增长转变为一个重质量、重服
务的发展；第二是可能会表现在监管方式上的转变，由主
要对保险中介的投诉或是违规操作的一些后端监管往前
移至对保险中介的销售环节的整顿和前端监管；第三是未
来的方向可能会更加注重保险中介在服务消费者，提高消
费者的服务水平这方面会有更大的力度的发展。

——复旦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许
闲表示。

●“户改”“土改”须同步进行
从整体性改革而言，必须要看到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

制度改革的联动性。农村流出地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农村
人口迁移和城镇化选择具有影响。小城镇和中等城市的移
民更加有愿意获得流入地城镇的户籍，而来自农村的移民
对于获得城镇户籍的期望则相对较弱，这是与拥有农村土
地的因素相联系的。因此，合理处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
户籍制度改革的关联性，对于推动农村人口离开土地进入
城市，对于妥善协调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关系尤其必要。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表
示。 （邵玉姿辑）

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已在全市建成社区
蔬菜副食品直销点 527个，形成涵盖全市的蔬
菜副食品直销网络，所有直销点蔬菜实行“零
加价”，最大程度保证广大市民买上便宜菜、
新鲜菜、放心菜。今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
政首次投入 1000 万元，支持全疆 18 个城市新

建 200家便民肉菜直销店。这一模式逐步在全
疆推广，截至2013年底，各地州市已建设1400
多家便民肉菜直销店。

图为市民在一家社区蔬菜副食品直销点选
购蔬菜。

张秀科摄 （人民图片）

近年来江西省广丰县针对当地3万余人从事木
雕行业优势，主动出击“引凤还巢”，并由政府搭
台、企业唱戏为平台，使一些懂技艺、通经商的
农民工回乡创业，形成集创意研发、工业制造、
教育培训于一体的艺术木雕红木文化产业链。今
年上半年，该县仅红木文化产业创产值超过 10亿
元，并新进安置当地 5000多农民工实现家门口就
业。 卓忠伟 夏广凯摄 （人民图片）

广丰：艺雕唱响红木文化产业

机械工业年利润增速将达15%
本报北京8月5日电（记者周小苑） 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会5日发布信息，将机械工业全年利润增
速预期由年初的12%上调至1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总体呈现“稳中有
进”运行态势，前 6 个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增
11.52%，实现利润增长19.58%。 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执行副会长陈斌表示，受益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上半年机械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为11.2%，高
于同期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速2.4个百分点，累计实
现利润 7153亿元，同比增 19.58%，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10.4万亿元，同比增11.52%。 预计全年主营
收入增速在12%，利润增幅在15%，对外贸易出口
增速将达到8%。

海关检验检疫共建电子口岸
本报电（记者罗兰） 从海关总署获悉，8月 1

日起，海关、检验检疫“一次申报、一次查验、
一次放行”全面推行到全国所有直属海关和检验
检疫部门、所有通关现场、所有依法需要报关报
检的货物和物品。此举将有效简化通关手续，切
实提高通关效能。

据了解，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在综合评估前
期试点情况的基础上，统一关检双方有关业务规
范和技术标准，共同开发“一次申报”系统，统
一“一次录入”界面。关检共同推进电子口岸建
设，依托关检双方共同认可的电子口岸平台，实
现企业申报数据分别向关检部门发送、关检查验/
检验检疫指令自动对碰、关检核放信息联网发
送以及与相关部门间的信息互联和共享。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记者赵超、安蓓）
记者 4 日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为落实 7
月 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清理整顿银行不合理
收费等要求，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近日出台减免企业收费等举措，
预计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370亿元至390亿元。

根据发展改革委公布的四大银行和浦发银行
上报的清理整顿涉企相关收费情况报告，这5家银
行减免、调整收费标准的项目达数十个。

有关人士表示，四大银行清理涉企收费有望
缓解企业融资贵的难题，但能否一劳永逸地遏制
银行乱收费行为，缓解融资难，还有待观察。

四大银行清理收费

每年为企业减负近400亿元

资 讯 快 递

资 讯 快 递

声声
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