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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無人區 京新高速全線通車
北京至烏市縮短近1300公里 世界穿越沙漠最長公路




 



速穿越戈壁、荒漠地區和無人區，使北京至烏魯木齊公路里程縮短近 1,30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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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新高速（G7）全線通車。今後，北京到新疆將實現全程高速。京新高



段、甘肅白疙瘩至明水段和新疆明水至哈密段三個路段聯動通車。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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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穿越沙漠、戈壁最長的京新高速臨白段正式建成，內蒙古臨河至白疙瘩

■昨日
昨日，
，京新高速公路全線貫通
京新高速公路全線貫通。
。 圖為京新高速臨白段內蒙
古巴彥淖爾境內的臨河互通。
古巴彥淖爾境內的臨河互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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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馬琳、新華社及央廣網報道，昨日上午，隨世界






里。據介紹，京新高速公路連接北京、河北、山西、內蒙古、甘肅、新疆六
/

個省（區、市），總里程約 2,768 公里。

據悉，當天通車的三個路段分別是內蒙古
臨河至白疙瘩段，全長 930 公里，是內

地里程最長的高速公路項目；甘肅省白疙瘩
至明水段，全長 134 公里；新疆明水至哈密
段，全長 178 公里。值得一提的是，這三段
公路經過的區域大多位於戈壁、荒漠地區，
乾旱缺水，自然環境惡劣，不過當地交通運
輸部門克服了種種困難，確保了項目順利實
施。

施工條件艱苦
從臨河出發一路上經過的區域大多位於戈
壁、荒漠地區，乾旱缺水。據了解，內蒙古境
內將近 500 公里的施工路段基本為無人區，無
水、無電、無通訊信號，自然環境惡劣。夏天
最高溫達到四十度以上，地表溫度近七十度，
風沙災害嚴重，冬季最低溫度達到零下三十多
度。
針對工程穿越大面積戈壁荒漠地區、風沙
災害嚴重、綠洲土地資源珍貴等特點，京新高
速貫徹綠色公路的施工理念嚴格保護環境，對

左右幅路線靈活採用不同的線形，更好地適應
地形環境。廣泛採用新材料新技術防風治沙，
適當擴大治沙範圍，確保工程安全和運營安
全，在綠洲段採用整體式路基盡量節約用地。
內蒙古在阿拉善盟境內（814 公里）推行施工
總承包，發揮總承包單位和央企技術力量強、
管理經驗豐富的優勢，確保了收尾工程順利實
施和同步建成通車。

加強中東西部聯繫
交通運輸部綜合規劃司巡視員任錦雄介
紹，京新高速大通道的建設，在內蒙古、甘
肅、新疆北部開闢了一條東西向新的大通道，
是北京連接內蒙古西北部、甘肅北部和新疆最
為便捷的高速通道，將進一步加強內地北方地
區東、中、西部的聯繫，更好地服務於「一帶
一路」戰略和西部大開發戰略，促進沿線地區
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民族團結。截至到 2016
年底，中國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達到 13.1 萬公
里，位居世界第一，預計到「十三五」末，國
家高速公路主線基本貫通。

陳敏爾接替孫政才主政重慶

■陳敏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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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重慶和貴州的黨委書記昨日調整。貴州省
委書記陳敏爾接替孫政才，調任重慶市委
書記；貴州省長孫志剛升任貴州省委書
記。至此，今年以來，已經有九個省市區
調整黨委書記。現年 56 歲的陳敏爾，是現
任省級黨委書記中少數幾個「60 後」之
一，又因直轄市重慶的特殊地位，未來前
途看好。
據報道，昨日重慶市召開領導幹部會議，
■孫志剛 資料圖片

《習仲勳在南梁》
亮相廣東美術百年大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由廣東
省委宣傳部、廣東省文化廳、廣東省文
聯、中國美術館聯合主辦，廣東省美協、
廣東美術館承辦的「其命惟新—廣東美術
百年大展」於 7 月 14 日上午在北京中國美
術館開幕。
在中國美術館一樓展廳裡，大型歷史題
材中國畫《習仲勳在南梁》被佈置在「弄
潮擎旗」板塊的顯要位置，畫作描繪了國
民黨統治時期，在陝甘寧建立第一個蘇維
埃政府，嘗試治國試驗的時年 32 歲的年輕
革命家習仲勳「敢為人先」的故事。
這幅畫的作者—汕頭市美術家協會名
譽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陳延接受
記者採訪時表示，這幅《習仲勳在南
梁》是為了慶祝建黨 90 周年。因為自幼
在陝北農家長大，父母都是中國人民解
放軍第一野戰軍的老兵，而當時習仲勳
同志就是一野的政委。這段在延安的生
活經歷，讓陳延更熱衷革命題材作品的
創作。 「創作這幅畫，既是對習仲勳等

老一輩同志歷史功績的回顧和述說，也
是為了表達我對老一輩革命家們的敬
仰。」陳延說。
中國畫《習仲勳在南梁》之所以佈置在
「弄潮擎旗」的顯要位置，提議舉辦這
場百年大展的主辦方負責人，中共廣東
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慎海雄表示：「南
梁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
了不朽的貢獻，南梁精神的核心是面向
群眾、堅守信念、顧全大局、求實開
拓，是中國共產黨人革命精神的最初源
頭之一。改革爭先、『殺出一條血路』
的南粵精神，是習仲勳等老一輩革命家
『不忘初心』，為人民幸福、國家富強
勇於擔當、敢為天下先創造出來的。習
仲勳是廣東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的開創
者和爆破手，廣東的創新發展離不開這
位可敬可愛的老人。」慎海雄說，以美
術創作的形式，穿越時空將南梁南粵
「一畫牽」，同樣是「不忘初心」，不
忘改革開放的精神之根、力量之源。

家屬為劉曉波舉行海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瀋陽市人
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新聞發言人張清洋昨日
下午在瀋陽華人國際酒店向中外媒體通
報，當日清晨，劉曉波親屬在瀋陽市渾南
區殯儀館為劉曉波舉行了簡單的告別式。
劉曉波妻子劉霞、大哥劉曉光等親屬，以
及生前好友等，身黑色的服裝，佩戴黑
紗、白花，向劉曉波作最後的告別。隨
後，劉曉波的遺體火化，並舉行了海葬。
據張清洋介紹，按照家屬意願，劉曉波
的遺體告別式和火化在坐落於瀋陽市南郊
的渾南區殯儀館舉行。告別式按瀋陽當地
習俗佈置。隨後，劉曉波的親屬與站在劉

曉波遺體左側的生前好友共同向劉曉波遺
體三鞠躬。
上午8時許，劉霞從殯儀館工作人員手中
接過劉曉波的骨灰盒，乘船去海葬地點，
並於中午 12 時許，按照當地海葬的習俗，
與眾親友將伴有白色和黃色菊花花瓣的骨
灰盛入降解罐中，和劉曉波四弟劉曉暄一
起，將骨灰罐放入茫茫大海中。隨後，劉
曉波的大哥大嫂、四弟媳，劉霞弟弟劉暉
等劉曉波親屬，也一起向海面撒放花瓣，
向他作最後的告別。
據悉，今年6月初，劉曉波被確診為肝癌
晚期，雖經國內外腫瘤專家多次會診並經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
部長趙樂際在會上宣佈了中央決定，孫政才
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陳敏爾任重慶市委委員、常委、書記。趙樂
際稱，這次調整是中央從大局出發，經過通
盤考慮、慎重研究決定的。

渝黔書記調整
陳敏爾 1960 年 9 月出生，浙江諸暨人。
曾任浙江省寧波市委常委、副市長，市委副

吉林洪災釀7亡1失蹤

書記，浙江日報報業集團社長、黨委書記，
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2002年6月後任省委
常委、宣傳部部長，省委常委、副省長，
2012年1月任貴州省委副書記，2013年1月
任省長，2015年7月任省委書記。是十七屆
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屆中央委員。
同日，貴州省召開領導幹部會議。中組
部副部長姜信治宣佈，由孫志剛同志任貴
州省委書記，陳敏爾同志不再擔任貴州省
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雲南王」
龍雲紀錄片發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譚笑 北京報
道）在中國全面抗戰爆發 80 周年之
際，鳳凰衛視五集原創紀錄片《烏蒙嬌
子—龍雲》看片會在京舉行。龍雲先
生之子龍繩德、兒媳全如珦、孫女龍宗
澤以及該片主創團隊共同探討看片心
得。據了解，紀錄片將於本月 17 至 21
日，在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欄目每
晚8點連續播出。
龍雲，彝族，原名龍登雲，彝名
「納吉烏薩」。他是中國赫赫有名的少
數民族英雄，曾主政雲南長達十八年，
有「雲南王」的稱號。《烏蒙嬌子—
龍雲》第一次為百年歷史人物龍云「影
像立傳」，通過大量的實地拍攝、細緻
的人物訪談和翔實的文獻資料，為觀眾
真實、客觀、公正地解密了龍雲風雲傳
奇的一生。

曾救助《文匯報》
龍雲以「抗日、反蔣、聯共、支持民
主運動」四大歷史功績，詮釋了曾任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習
仲勳所給予的高度評價，「龍雲先生的
一生，是一個光榮的愛國者的一生。」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全力救治，終
因多臟器功能衰竭，於 7 月 13 日死亡。劉
曉波去世後，劉霞、劉曉光等親屬商定後
事辦理一切從簡、從快，直系親屬參與即
可，火化後即進行海葬。由於遼寧沿海一
些地方素有海葬的風俗習慣，劉曉光的堂
姐之前患肝癌去世，遺願就是海葬。劉曉
光、劉霞等親屬共同商定，按照當地的風
俗習慣，對劉曉波進行海葬。
劉曉波長兄劉曉光在瀋陽向中外媒體
說，自劉曉波病重、住院、去世，到火
化、海葬，每一個環節政府方面完全是遵
照家屬的意願，在此我代表我的家人表示
感謝。劉曉光說，我在瀋陽已經呆了近一
個半月，看到政府方面整合了全國乃至世

■看片會現場，龍雲之子龍繩德（前排
左二）與主創團隊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笑 攝
龍雲與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頗有
淵源。在 1948 年至 1950 年龍雲在香港
生活的兩年裡，他曾先後資助《文匯
報》總計 4 萬元（港幣，下同），幫助
當時捉襟見肘的《文匯報》走出財務困
難。正如紀錄片中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董事長姜在忠所說，在當時 4 萬元是
一筆很大的數目，龍雲先生的這筆支持
資金成了《文匯報》的續命錢。
資助《文匯報》一事極少在龍雲的人生
履歷中被提及，然而紀錄片則從這樣一件
「小事」，詮釋了龍雲作為一名愛國民主
人士，在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道路
上盡心盡力、無私奉獻的偉大精神。

界最頂尖治療肝癌的專家去救治三弟（劉
曉波），體現出了對劉氏家族的人文關
懷，尤其是曉波這樣的情況，展現了人道
主義精神。

■劉曉波家屬為其舉行海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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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嚴重暴雨洪澇致 7 亡 1 失蹤
失蹤。
。圖為
搶險人員在搶修道路。
搶險人員在搶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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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吉林
省近期嚴重暴雨洪澇災害，國家減災委、民
政部昨日 10 時 30 分緊急啟動國家Ⅳ級救災
應急響應，派出工作組趕赴災區，查看災
情，指導地方開展救災工作。
據吉林省民政廳報告：7 月 13 日以來，吉
林省出現罕見暴雨天氣，吉林市永吉縣等地
遭受嚴重洪澇災害，截至昨日 10 時統計，
此次暴雨洪澇災害共造成吉林、四平、延邊
等 6 市（自治州）25 個縣（市、區）63.7 萬
人受災，因災死亡 7 人，失蹤 1 人，緊急轉
移安置10.6萬人。
此 外 ， 災 害 造 成 倒 塌 房 屋 739 戶 1,847
間，嚴重損壞2,396戶6,044間，一般損壞房
屋 2,173 戶 5,673 間；農作物受災面積 138.3
千公頃，其中絕收10.5千公頃；直接經濟損
失9.6億元人民幣。

逾百青年熱議「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青年座談會」上師生代表深入
對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由
明曦公益基金會贊助及參與組織的「一帶一
路青年學習及交流計劃」，昨日在北京控股
集團旗下的雁棲湖國際會展中心舉辦了「一
帶一路青年座談會」。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
場獲悉，共有來自絲路沿線 7 所大學的逾
130 名學生參會，共同探討青年人在「一帶
一路」的機遇和挑戰，以及年輕一代如何提
升領導能力，為社會、國家以至人類發展作
出貢獻。
座談會上，除專家主題演講外，亦有學生
體驗分享，師生代表深入對話等環節，對
「一帶一路」合作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亦提出
了不少疑慮與見解。
主辦方之一、明曦公益基金會副會長孟芳
表示，「一帶一路青年學習及交流計劃」旨
在慶祝香港回歸 20 周年，連同落實「一帶
一路」倡議，促進中國內地、香港及絲路沿
線國家青年的文化交流。她希望，通過此次
活動，能使沿線國家的學生們開展互動、增
進友誼，並深入探討青年人如何參與到「一
帶一路」的建設和文化交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