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日報：鑄就堅不可摧的護民之盾

鐵路新圖改善中小城市交通鐵路新圖改善中小城市交通
港人深圳搭高鐵便捷 即日可抵17直轄市省城

北京非法盜採金礦案6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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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港人北上搭乘高鐵出

行將更加便捷。中國鐵路昨日開

始實行新的列車運行圖，這是近

10年來鐵路實施的最大範圍列車

運行圖調整。據介紹，此次調圖

打破直轄市、省會城市為主要節

點的普速列車開行模式，增開中

小城市間始發終到普速列車。重

點安排三四線城市網站，進一步

改善中小城市間的交通條件，便

利沿線民眾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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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本次列車運行圖調整後，港人經由深圳出
發，一日之內可以到達包括北京、上海、重

慶、貴陽、濟南、西安、石家莊、鄭州、武漢、南
寧、南昌、南京、合肥、杭州、福州、長沙、廣州
等17個直轄市、省會城市，出行便利性大大提高。
前往各大旅遊景區的路線也陸續增加，其中深圳
北站首次開行深圳至贛南、閩西革命老區和旅遊景
區武夷山高鐵線路，福田站首次開行長途列車，3
個多小時可直達長沙南。

深圳首開烏魯木齊特快列車
昨日上午，由深圳至烏魯木齊Z230次直達特快旅
客列車也準時開出，700多名旅客搭乘這趟首發車
搶先踏上旅途。據悉，這是深圳首趟開往烏魯木齊
方向的直達特快旅客列車，沿途停靠廣州、長沙、
岳陽、武昌、襄陽東、西安、天水、蘭州、西寧、
嘉峪關、哈密、吐魯番北、烏魯木齊南等車站，全
程運行48小時17分，運行距離超過4,600公里，為
目前鐵路運行距離第三長的國內列車。
烏魯木齊是「陸上絲綢之路」向西開放的重要窗

口，集中了高山冰雪景觀、山地森林景觀、草原景觀
等重要旅遊資源。深圳、香港以及返鄉旅客可以乘坐
該列車盡賞沿途人文景觀和自然名勝。

增開夜間動車方便商務旅遊
此外，鑒於珠三角高鐵動車組列車運行圖基本趨
於飽和狀態，本次列車運行圖調整還增開了夜間動
車組列車方便旅客出行。據統計，本次深圳北站在
廣深港、杭深線共增開夜間動車組列車8對，廣深
港線開行動車組列車達到124.5對，含3對周末線、
5對高峰線、7對夜間車。
增開夜間高鐵的城市為深圳至福建詔安、深圳至
湖南衡陽、廣州至潮汕，廣州至深圳之間，線路均
為當日夜間到達，方便旅客商務、旅遊出行需求。

張先生：
乘坐高鐵更
準時，線路
多了，今後
出差可以有
更多選擇，
節約在路上
的時間。

鐵路調圖 票價不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鐵路昨日零時起實行新的
列車運行圖，這是中國鐵路實施的10年來最大範圍的列車運行
圖進行調整。調圖後，火車票價會否上調，備受民眾關注。中國
鐵路總公司運輸局營運部副主任黃欣說，本次鐵路調圖沒有對火
車票價進行調整，有些車次還「加量不加價」。
以西安至上海的T140/37次列車為例，調圖後，該車次從特快

升為直達，車次改為Z254/1次。運行時間較此前縮短1小時11
分，但全程車票價不變。
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經理盛光祖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表態說：

「鐵路目前票價沒有漲價的計劃」，奠定了鐵路系統短期內不會
漲價的基調。

增開近300對旅客列車
中國鐵路新圖共安排開行旅客列車3,400對，其中動車組列車
2,100多對、普速列車1,200多對，旅客列車較原圖增加近300
對。在京滬、京廣、滬昆等高鐵線路增開晚間和早間時段的動車

組列車100對，為中小城市去往臨近大城市的旅客提供便利。
與此同時，首次開行貴陽北至北京西高鐵動臥列車，滿足旅客

夜間出行需求；增開地級城市間始發終到普速列車38對，地市
級城市間人員來往和商貿文化交流更密切；增開中西部地區旅客
列車近100對，提高中西部地區鐵路客運服務有效供給；圍繞滿
足紅色旅遊、老區旅遊、邊疆旅遊、家庭旅遊、休閒旅遊和生
態、森林等特色旅遊需要，規劃旅遊專列線路69條。

增開中歐中亞班列
此外，增開中歐、中亞班列，中歐、中亞班列運行線達到62

條，較原圖增加17條、增長37.8%。以時速120公里為主的各類
貨物快速班列開行總數達到251列，較原圖增加58列、增長
30.1%。鐵路調圖後，全國鐵路客座能力增長近8%、貨運能力
增長近9%。
100多列中長途旅客列車運行時間壓縮1小時以上，其中，壓

縮時間最長的青島至福州旅客列車旅行時間減少近10小時。

街訪點讚鐵路新圖
焦阿姨：
最關心中小城
市間的線路增
加，希望今後
回老家可以乘
坐火車直達，
不需要再轉乘
多 種 交 通 工
具。

黃小姐：
相比乘坐飛
機，感覺高
鐵更舒適，
增開前往旅
遊景區的班
次，帶着老
人小朋友一
家出門旅遊
更方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公安機關開展打
擊和防範經濟犯罪活動戰果豐碩，去年破案20.7萬宗，
挽回直接經濟損失470餘億元，為維護市場經濟秩序，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出了積極貢獻。這是記者昨日從
「2016年全國公安機關打擊和防範經濟犯罪宣傳日」活
動上獲悉的。

銀行卡犯罪大幅攀升
據了解，各地公安機關在活動期間採取多種形式，重
點圍繞非法集資、傳銷等涉眾型經濟犯罪，以及偽鈔、
銀行卡詐騙、侵犯知識產權等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突
出經濟犯罪，結合典型案例和實物展示，多角度揭露犯
罪手法及其社會危害性，介紹防範知識，免費提供法律
諮詢服務。
據公安部介紹，當前受國內外複雜經濟形勢的影響，中
國經濟犯罪活動總體上仍處於高發態勢，特別是非法集
資、金融詐騙、證券期貨領域犯罪多發，嚴重破壞市場經
濟秩序，蘊涵的經濟風險值得高度關注；偽鈔、銀行卡詐
騙、製假售假等經濟犯罪發案量較大，犯罪手法不斷翻

新，迷惑性、欺騙性較強，嚴重侵害人民群眾合法權益。
其中，非法集資等涉眾型經濟犯罪持續爆發。「ｅ租

寶」、「中晉系」、「融資城」等案（事）件，均呈現出
波及人員眾多、地區廣泛、涉案金額巨大的特點，擾亂金
融市場秩序。同時，銀行卡犯罪大幅攀升。去年全國公安
機關共立妨害信用卡管理和信用卡詐騙案件近6.3萬餘
宗，同比上升近40%。
此外，製售假冒偽劣犯罪依然突出。呈現出跨境跨地

區售假、網上售假案件明顯增多和製假環節「分散生
產」、儲存環節「多點囤積」、運輸環節「人貨分
離」、銷售環節「真假混雜」的特點，查處難度加大。

挽回直接經濟損失470億
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有關負責人介紹，去年以來，
全國公安機關相繼組織開展了打擊整治非法集資、地下
錢莊、證券期貨犯罪，以及偽鈔、銀行卡網上非法買
賣、利用黃金交易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和出口騙稅等一
系列專項整治行動，共破獲各類經濟犯罪案件20.7萬
宗，挽回直接經濟損失470餘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適應「互
聯網＋反拐」的時代要求，中國公安部刑事偵
查局打拐辦開發的公安部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
佈平台昨日正式上線。該平台建立了全國兒童
失蹤信息發佈的官方渠道，將通過手機推送等
新媒體技術手段，發動群眾蒐集拐賣犯罪線
索。
據公安部刑事偵查局介紹，該平台由阿里巴

巴提供技術支持開發。通過一個名為「團圓
1.0」的手機應用系統，部、省、市、縣四級共
5,000餘名打拐民警，獲取兒童失蹤信息後，將
第一時間上報。失蹤兒童體貌特徵、照片等相
關信息會通過「公安部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佈
平台」官方微博等新媒體、高德地圖等移動應
用對公眾發佈，同時通過相應渠道自動精準推
送到兒童失蹤地周邊相關人群。以兒童丟失地
點為圓心，失蹤時間1小時以內的，推送半徑
100公里；失蹤時間超過3小時，推送半徑500
公里。公安部刑偵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公安部
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佈平台的上線運行，讓更
多群眾及時從官方渠道獲取準確信息，協助公
安機關快速偵破拐賣案件，盡快找回失蹤兒
童，形成群防群治、全民反拐的良好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 5月13日，第七次全國人民防空會議
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會見與會代表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
人民防空事關人民群眾生命安危、事關改革開放和現代
化建設成果。要堅持人民防空為人民，把這項工作擺到
戰略位置、納入「十三五」規劃，與其他工作同步抓
好，團結一心開創人民防空事業新局面。《南方日報》
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新形勢下的人防戰線必須強
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國防意識、責任意識，鑄就堅
不可摧的護民之盾。
文章指出，當前，在時代發展和國際戰略格局深刻調
整的背景下，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都有新
的發展，我們必須高度警惕。必須看到，信息化條件下
的空襲已經成為一種獨立的戰爭形態，成為主要作戰樣
式之一，毀傷效力空前加大，防反難度前所未有。與此
同時，空襲目標更加多元，從軍事目標和有生力量向政
治、經濟、民生目標拓展。因此，新形勢下的人防戰線

必須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國防意識、責任意識，
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為建設強大鞏固的現代人民防空
體系作出新貢獻。必須堅持人民防空為人民，鑄就堅不
可摧的護民之盾。
文章進一步指出，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和發展最基本
最重要的前提。國家安全面臨的新形勢、戰爭形態的新
變化、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情況，給人民防空帶來更加嚴
峻的挑戰，賦予更加艱巨的使命。我們必須打造好人民
防空這個護國護民的堅固盾牌，自覺地把人防工作與國
家安全結合起來，做到有備無患、懾止敵人，保護群
眾、保障打贏。在戰時，能夠有效保存戰爭潛力，為人
民群眾撐起生命之傘，提供安全護佑。在平時，通過開
發利用人防戰備資源，為社會事業提供廣闊空間，為人
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便利和實惠。毫無疑問，把人民
防空這座「護民之盾」與國家武裝力量一起構成強大的
攻防體系，就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
人民安居樂業，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
道）中國國家畫院院士、廣州美術學院教
授、中國美術最高獎「中國美術獎．終身
成就獎」獲得者、著名藝術家楊之光，14
日晚在廣州逝世，享年86歲。
記者查閱資料獲悉，1930年生於上海的楊
之光，原籍廣東揭西。1949年師從嶺南畫派
創始人之一高劍父後，第二年考入北京中央
美術學院繪畫系，接受過徐悲鴻、葉淺予、
董希文等老師指導。1953年畢業後任教於廣
州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歷任教授、系主任、
美院副院長。2013年1月，楊之光榮獲第二
屆「中國美術獎．終身成就獎」。

師從高劍父 走徐悲鴻路
美術史學家遲軻曾評價道：「師從高劍

父的楊之光，走的是徐悲鴻的路，深受蔣
兆和的影響，絕對是中國畫人物畫的一流
畫家。」

嶺南畫家楊之光逝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昨日從
北京市平谷區有關部門獲悉，北京市平谷區發
生的非法盜採金礦案件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1
人正在搶救中。目前公安機關已立案偵查，截
至昨日，已刑事拘留6名涉案疑犯。

廣東新增1例輸入性寨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廣東省衛生

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昨日通報，廣東新增一例輸
入性寨卡病毒病例。截至昨日，廣東共報告12
例寨卡病毒病例，均為輸入性病例，除新報告
病例外，其他全部治癒出院。
據通報，患者鄭某，男，37歲，旅委內瑞拉

華僑，在廣東省的住址為江門恩平市君堂鎮。4
月28日從委內瑞拉（寨卡病毒疫情發生國）抵
達廈門國際機場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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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記者昨日獲悉，近日，東莞警方破獲
了一宗非法集資大案，該犯罪團夥打着推
銷「千年靈芝」保健品的幌子，涉嫌非法
集資41億多元，受害者達9萬多人。
據警方介紹，該團夥宣稱只要購買1萬
元靈芝產品，每月可獲得約 2,000 元的
「消費返利」。他們在網絡及社會上大量
招募會員，並以拉人頭的方式，大範圍吸
收資金。據稱，這是一種典型的傳銷式非
法集資案，目前案件仍在進一步偵查當
中。

莞破非法集資案
9萬人被騙41億

■■昨日零時起昨日零時起，，全國鐵路實行新的列車運行圖全國鐵路實行新的列車運行圖。。新圖共新圖共
安排開行旅客列車安排開行旅客列車33,,400400對對。。圖為北京西站圖為北京西站。。 新華社新華社

■■昨日由深圳首開至烏魯木齊昨日由深圳首開至烏魯木齊ZZ230230次直次直
達特快旅客列車開出達特快旅客列車開出，，車程車程4848小時小時1717分分
鐘鐘，，運行距離超過運行距離超過44,,600600公里公里。。 中通社中通社

■■寧啟鐵路南京至南通段複線電氣寧啟鐵路南京至南通段複線電氣
化改造工程完工化改造工程完工，，昨日首次開行南昨日首次開行南
通至南京通至南京、、漢口漢口、、重慶北等方向動重慶北等方向動
車組列車車組列車1313對對。。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