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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穿秦嶺 蜀道變通途
西安至成都昨通車 全程 4 小時 西部連片成網

昨日早上 8 時 22 分，隨着清脆的鳴笛聲響起，西成
高鐵首趟西安發往成都的 D4251 次列車緩緩駛出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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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成鐵路的首發列車吸引
無數人拍照留念。
無數人拍照留念
。 中新社

北站，這也標誌着歷經 5 年多建設、先後 8 萬多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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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的西成高鐵全線正式貫通。作為中國首條穿越秦

8//





嶺山脈的高鐵，西成高鐵的正式通車運營，將西安和


成都最短旅行時間從 11 個小時縮至 4 個小時，「難於


上青天」的蜀道從此變通途，打通了西北和西南高鐵

4

網絡，使整個西部高鐵連片成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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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道


港文匯報記者昨日早上隨團踏上了 D4251 次列車的旅程，川
陝兩地獨特的文化元素在車廂中隨處可見，熊貓、皮影、剪
紙等元素交叉融合，川劇、老腔等文藝演出精彩不斷，新「蜀道」
給人們生活帶來的變化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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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搭乘體驗 通勤亦成美事
一大早頂着寒風早早來到車站的乘客喬先生告訴記者，因為工作的
緣故，他基本每月都要往返於西安與成都。12月3日，西成高鐵網上
售票窗口剛剛啟動，他便第一時間搶購成功，成為西成高鐵首發乘
客。坐在飛速行駛的高鐵上，喬先生說，以前西安到成都十多個小時
的旅程，現在一下縮短到4個小時，有急事的時候完全可以實現一日
往返，非常方便。而高鐵舒適、便捷的搭乘體驗，也讓自己原先辛苦
的旅途變得輕鬆美妙。
據介紹，西成高鐵2012年10月開工建設，全長643公里，其中西安
北至江油段新建線路長度約509公里。線路穿越中國南北分界線秦嶺
山脈和雨水豐富、喀斯特地貌的大巴山區，地質環境極其複雜，隧道
密集。從西安引出後，沿途設14個車站，運營時速250公里。此前，
西成高鐵江油至成都段已於2014年12月開通運營。
據悉，開通初期，西成高鐵共安排動車組列車19對，成都至西安的
最短旅行時間縮短至4小時7分。年底實施新的列車運行圖後，兩地間
最短旅行時間將壓縮至3小時27分。

印商見證歷史 邀友人訪西安
印度商人德福無疑是西成高鐵開通的受益者之一，因為他在西北的
西安和西南的成都同時開有印度餐廳，高鐵的開通將為他往返兩地工
作節約大量的時間成本。作為首批西成高鐵的千餘名旅客之一，德福
非常高興自己能成為西成高鐵開通歷史性的見證人。他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近兩年他一直在成都籌備一家印度餐廳，往返頻率非常高，
但是坐火車耗時比較長，坐飛機輾轉比較麻煩，高鐵剛好解決了他的
難題。他並向自己西安和成都的朋友發出邀請，希望成都的朋友到西
安感受絲綢之路起點的魅力，西安的朋友到成都品嚐美味的火鍋。
據悉，西安至成都高速鐵路是國家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八縱八橫」
高速鐵路主通道中京昆通道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徐州至蘭州高鐵、大
西高鐵、成渝高鐵相連接。西成高鐵的全線貫通，進一步完善了區域
高速鐵路網絡，不僅連通「成都—重慶」和「關中—天水」兩大經濟
區，使秦巴貧困區一步邁入高鐵時代，而且大幅壓縮了川渝地區往北
京、上海方向的時空距離。該線路的開通運營，對於助力鄉村振興戰
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促進沿線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
具有重要意義。



■西安北站首發式上的仿唐樂舞表演。
■西成高鐵首列動車為每位乘客提供了熊貓紀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避大熊貓棲息地 鑿逾百公里隧道
秦嶺被譽為
亞洲動植物基
因庫，生態環
境得天獨厚，棲息着大熊貓、
朱䴉、金絲猴、羚牛「秦嶺四
寶」。作為中國首條穿越秦嶺
山脈的高鐵，為有效保護「秦
嶺四寶」的安全，西成高鐵在
規劃和建設中採用了一系列科
技創新技術成果，制定了最嚴
格的自然保護措施，通過調整
線路、增加隧道和橋樑、增設
高架橋和保護網的方式，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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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出了一條綠色環保、人與
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高鐵。

橋隧相連技術 避切割保護區
近年來，隨着秦嶺野外大熊貓
族群漸大，陝西佛坪、寧強等地
成為野外熊貓遇見率最高的地
區。據悉，西成高鐵在設計選線
時期，綜合考量生態影響，對於
陝西寧陝縣菜子坪大熊貓走廊帶
等多個生態敏感區，均採用橋隧
相連的形式斷續穿越。這種方式
有效避免了對保護區的切割，大

安全的音像製品或者其他出版物；利用社會
團體或企業組織進行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利
用宗教進行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利用邪教
進行危害國家安全活動；製造民族糾紛，
煽動民族分裂，危害國家安全；境外個人違
反有關規定，不聽勸阻，擅自會見境內有危
害國家安全行為或者有危害國家安全行為重
大嫌疑的人員。

定義「敵對組織」及「資助間諜行為」
細則中，「敵對組織」的定義是，敵視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
社會主義制度，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
而「資助間諜行為」，則包括向實施間諜
行為的組織、個人提供經費、場所和物資

的，以及向組織、個人提供用於實施間諜
行為的經費、場所和物資的。
針對國安機關職權，細則指被認為危害
國家安全人士，國安部門可以在一定時期
禁止入境。
細則又列出「專用間諜器材」，包括暗藏
式竊聽、竊照器材；突發式收發報機、一次
性密碼本、密寫工具；用於獲取情報的電子
監聽、截收器材；其他專用間諜器材。專用
間諜器材的確認由國安主管部門負責。
此外，對違反《反間諜法》的境外個
人，國安主管部門可以決定限期離境或者
驅逐出境，並決定其不得入境的期限。被
驅逐出境的境外個人，自被驅逐出境之日
起10年內不得入境。

八項規定改變中國
整整 5 年過去了，八項規定依然有着強大
的威懾力，依然是中共全面從嚴治黨的重
要手段，光憑這一點，它已遠超當初許多
人的預期。八項規定內容簡單明了，從改
進調查研究、精簡會議活動、規範出訪活
動、厲行勤儉節約等 8 個方面作出了明確具
體的要求，體現了「治國必先治黨、治黨
務必從嚴」的堅定決心。實施 5 年來，成績
非常顯著。
中紀委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全國累計查處違反八項規定精神
問題 193,168起，處理 262,594人，給予黨
紀政紀處分 145,059 人。碩果纍纍的成績
單，體現了中共全面從嚴治黨、狠抓作風
建設的決心與毅力。新加坡《聯合早報》
這樣描述八項規定：當時很少人預見到，
公款吃喝、文山會海等中國官場的「老大
難」問題，竟然出現如此明顯的改善。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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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精品旅遊路線
景區半價惠旅客

反間諜法細則公佈 被驅逐者10年不得入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怡）據新華社消
息，國務院昨日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
間諜法實施細則》，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該細則列出的間諜行為，包括與境外機
構、組織、個人共同策劃或者進行危害國
家安全的間諜活動；接受境外機構、組
織、個人的資助或者指使，進行危害國家
安全的間諜活動；與境外機構、組織、個
人建立聯繫，取得支持、幫助，進行危害
國家安全的間諜活動。
而「間諜行為以外的其他危害國家安全行
為」，則包括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顛
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危害國家
安全的恐怖活動；捏造、散佈危害國家安全
的文字或資訊，製作、傳播、出版危害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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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總書記強調，「作風建設永遠在路
上，永遠沒有休止符」。
10 月 27 日，中共十九大剛剛閉幕後的第
一次政治局會議，就審議了《中共中央政
治局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的實施細
則》，修訂後的實施細則，根據這幾年中
央八項規定實施過程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
題，着重對改進調查研究、精簡會議活
動、精簡文件簡報、規範出訪活動、改進
新聞報道、厲行勤儉節約等方面內容作了
進一步規範、細化和完善。
實施細則的出台，繼續明確傳遞着「作
風建設永遠在路上」的信號。

中紀委製表情包 網友盛讚接地氣
12 月 3 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推出一
套鞏固拓展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成果主
題表情包，介紹表情包的文章在朋友圈刷

屏，網友紛紛下載。這一組 16 個表情包，
既有「鞏固拓展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成果」
等體現新部署新要求的，也有「禁止違規
用車」「整治公款吃喝」等重申規定的。
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微信公眾號下，
網友「dxy」留言說，「表情圖包接地氣，
八項規定換新天。令人莞爾的背後，是我
黨正風肅紀強大的決心」。
過去 5 年間，黨內法規體系不斷完善，紀
律處分條例、黨內政治生活準則、黨內監
督條例、問責條例等一系列黨內法規的修
訂和出台，讓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斷細
化、深化。人們期待的是，在修訂後的實
施細則指導下，
未來八項規定將
繼續兌現黨的莊
嚴承諾，以贏得

黨心民心。

大減少了對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
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保證了大
熊貓的棲息生存及遷徙的安全。
此外，西成高鐵在穿越秦嶺
山脈過程中，採取隧道群方式
穿越，西成秦嶺隧道群從秦嶺
北麓清涼山隧道開始，到秦嶺
南麓趙家嶺隧道，長度達到
110 公里，基本埋深在 800 米至
1 公里。通過採取地下穿越的方
式，也最大限度保護了大熊
貓、羚牛、金絲猴等秦嶺生物
的活動區域。

在首趟西安開往成都的高鐵上，一個
180 多人的旅行團也格外壯觀。旅行團成
員王先生告訴記者，他們將到四川廣元
開啟為期三天的旅行生活，全方位感受
巴蜀文化。「高鐵時代，跟以前相比快
捷又方便。」他說，這次能坐上首發列
車，也特別具有紀念意義。
據介紹，為方便民眾出遊，秦蜀兩地
旅遊部門均結合高鐵特色，專門推出相
關精品旅遊路線。西安鐵路局亦與西安
市旅遊局等單位合作，打造「高鐵+旅
遊」模式，旅客在 2018 年 3 月底前，可
持西成高鐵車票享受西安城牆、廣仁
寺、半坡博物館等西安 26 家景區門票半
價折扣優惠。
此外，陝西漢中、四川廣元等地，也
都在車站推出了相關旅遊演藝活動，歡
迎到訪旅客。除了線上的推廣，西安北
客站還聯合陝西佛坪縣旅遊局在候車大
廳設置了「中國熊貓第一縣」山貨售賣
點，來自大秦嶺深處的土蜂蜜、野豬
肉、茱萸、山藥等綠色山貨依次擺放在
貨架上，需要購買的乘客掃一掃貨架上
的二維碼即可自助選購。

國防科工局調結構打破軍民界限

■國防科工局昨日發佈國防科技工業軍
民融合發展有關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已上升為中國國
家戰略。國務院辦公廳日前發佈的《關於
推動國防科技工業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意
見》，被認為是國防科技工業軍民融合的
頂層設計和行動綱領。國家國防科工局總
工程師龍紅山昨日表示，將實施軍品科研
生產能力結構調整，進一步打破軍民界
限，面向全社會重新規劃和佈局武器裝備
科研能力。

國防科工局昨日針對軍民融合召開新
聞發佈會。龍紅山表示，近期來，軍民融
合重大工程取得新成果，一大批重大工程
引領國家科技進步。目前，取得武器裝備
研製生產許可的主要單位中，民口單位已
超過三分之二，其中優勢民營企業佔比近
一半，「民參軍」層級已經由一般配套產
品向總體和分系統提升。對於未來破除
「民參軍」的障礙，龍紅山表示，首先要
實施軍品科研生產能力結構調整，面向全
社會重新規劃和佈局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能
力。
在回答香港文匯報關於社會資本參與
軍工企業改制場的問題時，龍紅山表示，
軍工集團目前上市資產的實際比例已超過
50%，未來將繼續鼓勵和支持符合條件的
軍工企業上市，或是將一部分軍工資產引
入上市公司。同時，還將進一步完善軍工
企業上市的審查制度，對涉軍單位改制重
組上市，以及上市後的資本運作要進一步
規範，為社會資本營造更公平、高效的投
資環境。

國務院加快政務信息系統整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昨日
的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推進政務
信息系統整合共享，以高效便捷的政務服
務增進群眾獲得感。會議要求，按照「整
合是原則、孤網是例外」的要求，對分
散、獨立的政務信息系統加快清理整合，
統一接入國家數據共享交換平台，並依法
依規向社會開放。全面清理和制止公共數
據僅向特定企業、社會組織開放的行為。
年底前初步實現國務院部門 40 個垂直
系統向各級政務部門開放共享數據，打通
數據查詢互認通道，逐步滿足政務服務部

門對自然人和企業身份核驗、不動產登
記、學位學歷證明等約 500 項數據查詢等
需求。對依法依規應由政府提供、可經政
務信息系統查詢到的信息，一般不得要求
另開證明。
同時，建立政務數據校正完善機制，
按照「誰提供、誰負責」原則，確保信息
及時、可靠、完整、權威，並要求要確保
信息安全。進一步提高國家電子政務外
網、國家數據共享交換平台安全防護能
力。對事關國家安全等政務數據資源，必
須由政府部門行使管理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