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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
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进一步
规范和强化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 》（简称 《通
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水运发展，作出了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强沿海和内
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优化提升全国水运设施网
络，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保障，建立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协调机制，强化用地、用海、用能等资源
要素保障。

《通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的决策部署和中央财经委
员会会议要求，充分发挥水运比较优势，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国家经
济安全与资源安全， 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
《通知》 从政策导向上对水运项目建设有积极引

导和保障作用， 水运建设需求将进一步得到释
放，对优化提升全国水运设施网络、强化港口航
道基础设施支撑保障， 推动重大项目应开尽开、
能开尽开，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切实扩大有效
投资等意义重大。

《通知》从 5 个方面提出政策导向和明确要
求。一是进一步规范和加快推进港口规划编制和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二是规范确定涉及围填海的
国家重大水运项目。三是积极稳妥处理港口围填
海历史遗留问题。四是进一步加强内河高等级航
道建设资源要素保障。五是扎实做好重大水运项
目前期工作。

《通知》要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坚守生态
环境底线思维，加强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全面提
升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高质量发展水平。各级发
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林草部门要支持
港口规划编制、国家重大水运项目认定和环境影
响评价等工作，并做好用地、用海等资源要素保
障。 （《中国交通报》）

五部门印发通知为水运行业扩大有效投资“保驾护航”

近日，河南省“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印发《河南省人力资源品牌建设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将快递业
纳入河南省人力资源品牌“河南跑男”建设计划。

根据《实施意见》，河南省将围绕零工经济、
快递业等培育“河南跑男”这一省级人力资源品
牌，重点培育邮政（快递）员、邮件（快件）处理员、
网约配送等职业群体。 通过“健全培训评价体系、
开展品牌竞赛、扩大就业规模、增强品牌信誉”，发
展提升人力资源品牌；通过“支持创新创业、培育

龙头企业、发展产业园区、加强品牌推介”，壮大升
级人力资源品牌。 到 2025 年底，“河南跑男”品牌
将新增持证 10 万人次，新增就业创业 5 万人。

河南局表示，下一步，将深入实施人才强邮
战略，抢抓省人力资源品牌建设机遇，把握行业
发展政策利好， 推动快递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
训、快递工程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基层快递员优
先参加工伤保险等工作取得更大进展，为行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河南省邮政管理局）

河南出台人力资源“强体”意见

打造快递业“河南跑男”品牌

7 月 30 日，国内首个“磁浮+文化+旅游”项
目———凤凰磁浮观光快线在湖南湘西正式开业。

凤凰磁浮观光快线现有 4 座主题车站，融合
凤凰美景、湘西文化、工艺特产等元素。凤凰古城
磁浮站打造喜迎四方宾客来的鼓阵，让游客还未
走进古城即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古城气息。凤凰迎
宾站则通过传统手工等细节，展示百鸟朝凤的古
城意蕴。 重点打造的凤凰揽胜站，造型酷似凤凰
之眼，车站设计三层观景平台，游客置身其中可
俯瞰沱江和古城。

凤凰磁浮观光快线列车设计时速为 100km/h，
全程运行时间大约 30 分钟。 在国际上首次使用
“U”型梁，有效降低建筑高度，桥墩采用花瓣造

型，在满足结构受力的前提下，尽量纤细。凤凰磁
浮的桥墩尺寸优化至同类型最小，完美融入古城
山水之中。此外，充分利用磁浮转弯半径小、爬坡
能力强的优势， 将线路铺设到特有山体观景位
置， 连接凤凰古城高铁站和凤凰古城核心景区，
与古城山色交相呼应。

目前，凤凰磁浮观光快线的票价为 58 元，可
4 天内不限次乘坐。 着眼于在大众旅游时代和
“高铁+磁浮”双轨时代构建多层次、多业态、多
样化的磁浮文旅新格局，凤凰磁浮观光快线除了
创新国内旅游体验新亮点，同时通过规范运营与
创新经营相结合，“吃住行游购娱”全覆盖，丰富
凤凰旅游内涵。 （《中国交通报》）

国内首个“磁浮+文化+旅游”项目开业

近日，罗马尼亚邮政发行《国际多瑙河日》纪
念邮票 1 套 4 枚，表现 4 种本栖息于多瑙河流域
的野生动物，分别为崖沙燕、白琵鹭、水獭与榛睡
鼠。

多瑙河是欧洲第二长河，亦是世界上干流流
经国家最多的一条河流， 自西向东共流经 10 个
国家：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
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与
乌克兰，最后注入黑海。 1994 年 6 月 29 日在保
加利亚索非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签署了《多瑙河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合作公约》（简称《多瑙河保护
公约》），6 月 29 日后成为“国际多瑙河日”。 为执
行《多瑙河保护公约》，多瑙河保护国际委员会于
1998 年成立， 罗马尼亚是该组织本年度的轮值

主席国。
另外，美国、哥伦比亚与黑山等国邮政在近

期先后推出了“河流”题材的邮票。美国的密西西
比河特种邮票于 5 月 23 日以小版张的形式发
行，1 套 10 枚，无面值（永久邮资）自粘型，图案
为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风景照片各一幅。

哥伦比亚的 《哥伦比亚与秘鲁建交 200 周
年》 纪念小型张于 5 月 27 日发行，1 套 1 枚，内
含邮票 4 枚，图案为哥伦比亚与秘鲁两国的风景
各一处与野生动物各一种，其中哥伦比亚的风景
选用的是彩虹河。黑山的《切奥蒂纳河》特种邮票
于 5 月 27 日发行，1 套 1 枚，图案为山谷间蜿蜒
曲折的切奥蒂纳河。

（《中国集邮报》）

罗马尼亚邮政发行邮票纪念“国际多瑙河日”

8 月 1 日，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
交通运输部在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
第五次会议第 1454 号建议的答复中
表示，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会同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等重点开展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推动完善差异化投融资政
策。

二是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交
通基础设施融合。推动高速公路企业
等与基础电信企业合作，推进 5G 基
站结合交通基础设施线路布局建设。

三是加快完善数字交通标准体
系。 研究编制《交通运输智慧物流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 推动智慧物流标
准体系建设。 （交通运输部网站）

交通运输部：加快完善数字交通标准体系

近日，上海沿江通道 B1 标项目
主线结构贯通，标志着沿江通道浦西
段高速公路路面主线全线贯通，为年
内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据悉，沿江通

道全长 35 公里， 是上海市域高速公
路干线的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服务上
海与长三角其他省份的客货运联系。

（《中国交通报》）

上海沿江通道浦西段主线贯通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共富办印发
《全市“共富班车”二季度评价情况通
报》，首次对已发 4 批 28 辆“共富班
车”开展综合评价。 湖州市邮政管理
局牵头实施的“快递活村”班车脱颖
而出，荣获“红旗班车”称号。

今年年初以来，湖州局坚持突出
民生导向、公益导向、共赢导向，牵头
试点攻坚、破题破难，加快推进城乡
寄递物流体系建设，促进城乡寄递公
共服务均等化。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
成乡镇公共转运中心 8 个、村“共富

驿站”44 个、 村级快递末端服务点
957 个、 小区快递末端驿站 613 个，
覆盖城乡、普惠均等的寄递服务体系
基本构建，快递支撑白茶等本地农产
品销售额超 61 亿元。

湖州局表示，下一步，将围绕城
乡邮政快递公共服务均等化省试点
和“快递活村”共富班车工作要求，部
署落实好下半年计划任务，以更高标
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打造形成更
多“全省示范、湖州味道、群众有感”
的标志性成果。（浙江省邮政管理局）

湖州“快递活村”班车
荣获市“红旗班车”称号

喀麦隆南部大区克里比市 7 月
29 日举行克里比-罗拉贝高速公路
通车仪式，标志着喀首条采用中国标
准设计建造的高速公路正式投入运
营。 克里比-罗拉贝高速公路全长约

38.5 公里， 双向 6 车道， 设计时速
110 公里。 图为 7 月 29 日在喀麦隆
克里比拍摄的克里比-罗拉贝高速
公路。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