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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差可選99元特價機票
快訊神神州州

鄂贛四市共融長江中游城市群

路珍樓一直希望回家鄉看看，但年邁的他，已經難以實現
這一願望了。為了讓兄弟二人能時常「見面」，孫輩們

想到了用網絡幫他們視頻。第一次視頻，路珍樓很「緊張」，
看到弟弟在手機裡，只能說些「你好不好？」之類的話。
因不會操作手機，每逢節日或是突然想念，路珍樓就會讓孫
女趕回家裡，幫他打開手機視頻和弟弟聊天。通過網絡，兄弟
倆經常能了解對方的生活狀況，雖不在身邊，心卻走得更近。

收復騰沖 懸壺濟民
1915年，路珍樓出生在山西高平的一個貧困家庭。19歲參
軍，後隨中國遠征軍20集團軍參加滇西抗戰，收復騰沖後定
居於此。
1934年，路珍樓離開家鄉山西高平，被軍醫學校錄取。
1938年，他成為國民革命軍第54軍41師野戰醫院的一名醫
生，後成為時任54軍軍長霍揆彰隨身軍醫。1943年，路珍樓
隨中國遠征軍20集團軍開赴雲南，參加了滇西大反攻。僅在
騰沖收復戰中，就有9,000多中國軍人戰死，騰沖縣城一片焦
土。路珍樓雖沒有上前線殺敵，但作為軍醫每天看着自己的戰
友受傷或離去，悲痛天天伴隨左右。
騰沖光復之後，路珍樓在騰沖開設了「濟民醫館」，懸壺濟
民。自1934年離開家鄉，路珍樓就與家鄉的親人失去聯繫。
儘管十分想念，但至今未能如願回到故鄉。

76載兄弟終相會
2009年7月28日，對於路珍樓來說永生難忘。這一天，在

眾多媒體和志願者的幫助下，路珍樓接到了遠在山西的弟弟路
高樓的電話，電話一端路高樓哽咽着喊道「你是我哥哥吧」。
聽到弟弟的聲音，已經94歲的路珍樓流下了眼淚。兩位老人
數度哽咽，只能由雙方的兒孫代替交流。
對於哥哥，路高樓沒有絲毫印象，因為哥哥離家時，自己還

不滿1歲。解放後，家人四處尋找無果，以為哥哥去了台灣。
改革開放後，還不斷託人打聽他的下落。
年事已高的路珍樓已經無法再遠赴家鄉。2010年春，弟弟

路高樓帶上兒孫前往騰沖看望哥哥。兩位老人一見面，緊緊地
抱在一起，淚如泉湧。一句「哥哥」讓路珍樓興奮不已，拉着
弟弟的手說個不停。路高樓給哥哥帶去了家鄉的汾酒，路珍樓
雖已不能喝，但總愛打開瓶蓋聞一聞，這是家鄉的味道。路高
樓在騰沖陪哥哥待了半個月才返回山西老家。之後，他們電話
從未間斷。

網絡解鄉愁重陽「會」胞弟
百歲遠征軍老兵離鄉八十載

「哥，您身體還好吧？」一聲問候，讓已年滿百

歲、生活在雲南騰沖的老兵路珍樓喜極而泣。每逢

佳節倍思親，離開家鄉已81年的路珍樓更加思念故

鄉和親人。重陽前夕，路珍樓與遠在山西晉城的弟

弟路高樓在網絡上喜相逢，兄弟倆互相祝福，噓寒

問暖。在互聯網的幫助下，年事已高的兄弟倆，常

常能這樣「見面」閒話家常。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晉 雲南報道

今年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日，一枚沉
甸甸的獎章掛在了路珍樓的胸前，他端
坐在電視機前收看着大閱兵的直播。戰
爭已經遠去，隨着歲月的推移，能像路
珍樓一樣感受國家強大和抗戰勝利榮耀
的老兵已經所剩不多。
從1934年參軍到1945年解甲歸田，
經歷了慘烈的騰沖收復戰的路珍樓早已
將生死看淡。如今，老人除了腿腳不便
之外，精神依然抖擻，對於他來說，
「寬心」是最大的長壽秘訣。
戰爭結束後，路珍樓一直從醫。工作

中，路珍樓一絲不苟，救濟了不少家境
貧困的患者，即使退休後依然給予上門
求醫的人幫助。去年，與自己生活在一
起的二兒子因病離開人世，他還寬慰家
人，兒子累了，可以休息了。
如今年邁的路珍樓，生活十分規律，
對於飯菜從不挑剔，唯一的要求就是每
天吃上一碗正宗的騰沖餌絲。已是四世
同堂的路珍樓，特別愛拉着重孫講述自
己的從軍故事，總是告誡他們「勿忘歷
史」。

抗戰老兵騰沖僅剩36人
據騰沖縣委統戰部統計，目前依然健

在的抗戰老兵僅剩36人。他們中年齡最
大的就是100歲的路珍樓。年齡最小的
盧彩文也已89歲。盧老是騰沖黃埔軍校
同學會會長，身體還算硬朗，今年還到
北京參加了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成
為老兵方陣中的一員。
據了解，騰沖是雲南存留老兵最多的

一個縣。臨近的芒市，現存老兵約10位
左右，而保山、大理等地的抗戰老兵也
非常少。有專家估計，在緬甸現存的中
國老兵也不超過5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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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年春年春，，7676年的等待年的等待，，老老
兵路珍樓兵路珍樓（（右右））終於見到了自己終於見到了自己
的親弟弟的親弟弟。。 記者王晉記者王晉 攝攝

■■通過網絡通過網絡，，路珍樓與弟弟路高樓用手路珍樓與弟弟路高樓用手
機視頻相見機視頻相見。。 記者王晉記者王晉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內地最大
的低成本航空春秋航空昨日宣佈，其訂票系統已經成功
對接政府公務機票採購系統，這是民營低成本航空首次
接入該系統。這也意味着內地公務員公務出差時，將首
次可選低成本航空常見的99元（人民幣，下同）、199
元特價機票，此舉或可大大節省國家財政支出。
去年6月1日起，中國內地逐步實施了公務機票購

買管理改革。此前，財政部和中國民航局曾表示，在
公務機票購買中，選擇購買全價機票和非國內航空公
司航班機票的現象較為普遍，個別單位甚至偽造因公
出國憑證、虛開發票套取國家資金。根據中央八項規
定，以及《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等工作
要求，推出公務機票購買管理改革，不僅可以規範公
務機票購票行為，同時還能壓縮政府行政成本。

湖南警方破特大跨省網絡傳銷案

七省推總投資超九千億元PPP項目

地震巨災保險條例或年底出台

香港文匯報訊 不足半年在內地20餘省市發展會員
6.6萬人、涉案金額超6.6億元（人民幣，下同）的特
大跨省網絡傳銷犯罪團夥近日被湖南永州警方搗毀。
據中新社報道，湖南省公安廳昨日在永州對外發佈
新聞稱，該案涉案人數之多、涉案金額之大、涉及面
之廣「全國罕見」。截至目前，警方共刑事拘留33名
疑犯，逮捕23人，依法凍結涉案資金1.03億元，查扣
大量作案工具及文件資料。
2015年4月27日，永州市新田縣公安局在該縣某賓

館查獲正在從事非法傳銷活動的夏某平等7名嫌疑
人。經循線偵查，警方發現該傳銷團夥總部設在河南
省鄭州市，組織結構嚴密，體系盤根錯節，涉案資金
巨大且人員眾多，涉及中國大部分省市。
永州警方隨後對此案展開專案偵查，河南鄭州及焦

作、廣西南寧、湖南永州多地警方協同作戰，迅速取
得突破性進展。
6月15日至29日，該傳銷團夥16名疑犯悉數落網，

團夥頭目孫某某在警方強大政策攻勢下投案自首。專
案組隨後轉戰內蒙古、河北、廣西、廣東、山東等地
調查取證，追逃追贓。

虛假宣傳 滾雪球式發展
現已查明，2014年11月，疑犯孫某某夥同郭某成、
王某輝、李某坡等人在鄭州密謀策劃以推廣聯通
「4G」業務為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孫某某先後以
其父和岳母名義成立兩間公司，將其包裝成「中國聯
通」旗下直屬內部企業，謊稱其父係「中國聯通」總部
高層。
該團夥僱人開設服務器在香港的「4G商城」網站，

用於虛假宣傳和設置平台供會員計酬返利等操作。通過
人頭抽成、層級獎勵、晉升職務等方式，蠱惑會員發展
下線，實現滾雪球式發展。不到半年時間，該團夥在內
地20餘省市發展會員6.6萬多人、涉案金額超過6.6億
元。

昨日，安徽省合肥市華府駿苑小學開闢了一個
面積近200平米的空中農場，農場裡的20塊菜地
由學生們自己打理。圖為當日師生在學校的樓頂
上「農識課」。 ■文/圖：中新社

■昨日，湖南省公安廳召開偵破特大跨省網絡傳銷案
新聞發佈會。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全國工商聯
昨日在北京舉行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推
介電視電話會議，江蘇、安徽、福建、江西、山東、
湖北、貴州等七個省份在會上推出總投資約9,400億
元（人民幣，下同）的287個項目，涉及市政、公
路、軌道交通、機場、水利、能源等多個領域。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張勇在

會上說，當前，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企業，推廣
實施PPP模式的熱情很高，取得了積極進展。
但與此同時，民間資本的參與度仍不足。專家分析，

民間資本仍存在信心不足、意願不強等問題，加上對政
策不了解，還存在分散和投資無序等問題。將具有較好
盈利預期的項目對民間資本開放，有助於調動民間資本
積極性。

江蘇是較早探索PPP模式的省份之一，此次重點推
介50個項目，計劃總投資近2,400億元。

將辦多形式推介培訓會
江蘇省發改委有關負責人在推介會上說，這些項目

具有四大特點：一是單體規模較大，平均投資規模超
過40億元；二是層次較高，多數項目為省市縣三級
重大項目；三是前景較好，收益較穩定，回報機制靈
活，可操作性強，易於形成多方共贏的合作成果；四
是實施條件較為成熟，16個項目已完成前期工作。
據了解，下一步，發改委將與全國工商聯進一步加

強合作，舉辦多種形式的項目推介會和培訓會，吸引
更多的民間資本參與PPP項目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濟南鐵
路局臨沂車務段首趟「臨滿歐—臨沂號」
貨物班列昨日從山東臨沂北站成功開出。
該班列經停哈爾濱香坊站辦理甩掛業務，
然後由滿洲里口岸出境，途經俄羅斯莫斯
科最終到達德國漢堡或波蘭華沙。全程1.1
萬餘千米，運行時間20天，縮短了中國與
歐洲國家之間的運輸距離和時間。
據臨沂車務段副段長袁明國介紹，臨沂
是中國第二大批發市場，是中國江北最大
的小商品集散基地；哈爾濱地處東北亞中
心地帶，是第一條亞歐大陸橋和空中走廊
的重要樞紐；而滿洲里是中國最大的陸運
口岸城市。
袁明國認為，「臨滿歐—臨沂號」貨物班
列的開行，將三個物流樞紐緊密連通，有效
解決了臨沂北去貨物受氣候影響大、運行速
度慢、運輸成本高等物流運輸核心問題，對
提高臨沂商品在東北三省及歐洲各國的競爭
力，將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年增貨物吞吐量15萬噸
山東臨滿歐國際貿易公司總經理連茂永
告訴記者，經測算，該班列開行將為臨沂
市商城年增加貨物吞吐量15萬噸以上，創
造就業崗位100餘個。同時，臨沂商品通
過滿洲里口岸銷往歐洲各國市場，將成為
臨沂商城國際化建設的新引擎。
「該趟特需貨物班列較普通貨物列車，
具備運輸均衡穩定、運行速度快、運輸安
全可靠、價格優惠等多方面的優勢。」臨
沂車務段段長王炎義表示，該班列開行初
期隔日單向開行，採取兩站直達運輸方
式，不受風雨雪霧等自然天氣影響，同
時，鐵路部門和地方政府將給予一定的優
惠扶持政策。王炎義說，該班列開行打通
了臨沂與東三省及北去歐洲各國的物流通
道，對推動臨沂市商城國際化戰略的實施，
對加速臨沂市融入「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
略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保監會國際部翻譯研究處副處
長戴樹人日前在第二屆北京保險國際論壇上表示，由
於新「國十條」進一步明確出台巨災保險法規，使得
原有規劃提速，預計地震巨災保險條例會在今年年底
出台。據了解，該草案在業內經過多次徵求意見，目
前正在進一步完善。
據中新社報道，戴樹人表示，保監會此前聯合相關部
委確立巨災保險制度三步走計劃︰第一步，在2014年
年底完成對巨災保險的課題研究，確立巨災保險制度的
總體方向和框架體系；第二步，在2017年年底完成相
關立法工作，推動地震巨災保險條例的出台；第三步，
在2017年之後，到2020年左右，全面逐步實施地震保
險制度，同時將其納入國家綜合減災防災體系當中。由
於「國十條」中進一步明確表示，出台巨災保險法規，
因此第二步的時間從2017年底提前到了2015年。

初選地震作突破口
據戴樹人介紹，中國是地震風險災害較為嚴重的國

家，地震發生頻率高，分佈範圍廣，時常造成嚴重的
人員損失和經濟損失。根據國際和國內實際情況，直
接出台大而全的巨災風險防範機制並不現實，因此初
步考慮選擇地震作為突破口。
綜合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巨災保險制度，戴樹人認

為，相關工作需要考慮七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從運
營模式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巨災保險制度差別較
大，更多的是政府支持下的商業運行模式。第二，巨
災保險產品有保險金額上限，還有一定免賠額，這些
都是減少道德風險、鼓勵投保人做好相應的防災減災
的事前準備工作。第三，風險分級基本分成五層，前
三層分別是投保人、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第四層
一般為相應的巨災基金，最後一層是政府。第四，強
制保險方式爭議較大。第五，在啟動階段，政府投入
資金對初期遇到較大自然災害產生的缺口進行隱性承
諾和擔保，是比較合理的解決方式。第六，應考慮政
府實際風險承擔問題。第七，應考慮政府在其他方面
投入的相關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 2015湖北發展論壇昨日在湖北黃岡
市舉行。與會的湖北、江西兩省的黃岡、黃石、鄂
州、九江四市官員認為，要搶抓長江經濟帶和長江
中游城市群建設，主動融入長江中游城市群，攜手
推動區域協同發展。
據中新社報道，目前四市共同面臨長江經濟帶開

放開發、「一帶一路」、長江中游城市群建設等重
大機遇。
四市官員先後在演講中提到，要努力把國家機遇

轉化為區域內在動力和現實發展的成果，推動長江
經濟帶開放開發。

中國與國際組織聯發《澄江宣言》
香港文匯報訊 紀念中國世界遺產30周年、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70周年暨建立國家公園體制專題研討會
昨日在雲南澄江落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
織機構代表、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代表以及世界遺
產相關專家在會上共同通過了《澄江宣言》，推動
中國世界遺產保護與可持續利用。
據中新社報道，《宣言》提出，中國將全面推進

各遺產地的保護管理規劃編制工作，確定合理的遊
客容量，嚴格按照規劃要求落實保護管理工作，避
免和減少自然災害、旅遊活動等自然或人為因素對
中國世界遺產地的負面影響。

空中農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