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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襄鄭阜商合三條高鐵開通
跨越豫皖鄂三省 織密八縱八橫鐵路網

鄭渝高鐵位於豫、鄂、渝三省市境內，
由鄭州至萬州段和重慶至萬州段兩部

分組成，是中國鐵路網中長期規劃的重要客
運專線。此次開通的鄭州到襄陽段全長389
公里。新線的開通運營，讓河南米字形高鐵
網在原有基礎上新增了「一撇」，南陽、平
頂山等地結束了不通高鐵的歷史。同時從鄭
州東站始發的還有鄭阜高鐵。以鄭州為起
點，經開封、許昌市、周口市至終點安徽省
阜陽市。作為河南米字形高鐵網中的「一
捺」，鄭阜高鐵也讓周口在高鐵建設上完成
了「從0到5的突破」，新建了扶溝南、西
華、周口東、淮陽南、沈丘北五座高鐵站。

安徽16市實現動車通達
京港高鐵商合段是北京至香港高鐵的重
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八縱八橫高速鐵路網
中的「一縱」的重要組成部分。京港高鐵商
合段全長378公里，沿線設商丘、阜陽西、
淮南南、合肥等14座車站。線路與合寧高
鐵、合福高鐵、合蚌高鐵、合武高鐵相連
通，將河南省米字形高鐵網的「一捺」進行
延伸，中原地區連接江淮和長三角地區又增

一條互聯互通的快速通道，中國八縱八橫高
鐵網進一步加密。乘坐這條高鐵，不僅能串
聯起中部地區和長三角，也將與徐蘭高鐵、
合寧高鐵、合福高鐵以及同步開通的鄭阜高
鐵相銜接。這使得安徽北部的阜陽、亳州也
進入高鐵時代，安徽省16個省轄市全部實
現動車通達。

阜陽到南京2小時到達
三條新通高鐵設計時速均為350公里，初期

高鐵列車運行時速為300公里。有乘坐首日首
趟列車的乘客表示，列車行駛非常平穩，在座
位上用筆記本電腦辦公毫無問題。此外，最令
乘客欣喜的是出行時間大大縮短，有網友表示，
自己是安徽阜陽人，父母都在南京打工，原來
從阜陽到南京只有K字頭列車，全程5個小時
以上，最慢的一趟需要7小時40分。現在南京
新增了好幾趟高鐵動車，到阜陽最快只需要
2個小時，「不但票不再難買，而且打個盹的
時間就到家了。」
據此前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透露，到今年

年底，中國鐵路營業里程將達到13.9萬公里以
上，其中高鐵3.5萬公里，居世界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跨越河南、安徽、湖北三省的鄭

渝高鐵（鄭襄段）、鄭阜高鐵、京港高鐵商合段昨日正式開通運營，新增

鐵路里程超1,000公里，不但使中國八縱八橫高鐵網進一步加密，也令河

南省平頂山、南陽、周口、安徽省阜陽、亳州等地邁入高鐵時代。專家認

為，鄭渝（鄭襄段）、鄭阜、京港高鐵商合段「三箭齊發」，縮短了中部

地區及長三角重要城市間的時空距離，將極大便利沿線民眾出行，助力旅

遊資源開發，加快脫貧攻堅進程，對促進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中部崛

起發展戰略實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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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12月1日公開曝光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期
間查處的8宗典型案例。其中，陝西省咸陽市原市委常
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主任權王軍被曝光為涉黑涉惡犯
罪人員提供保護。
被曝光的8宗典型案例分別是：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區

委原書記蘇樹鋒等人落實管黨治黨責任不力致使該區連
續發生多名黨員領導幹部違規吃喝問題；江西省萍鄉市
蓮花縣委原書記劉鄉在國家貧困縣脫貧摘帽驗收檢查中
弄虛作假等問題；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段村鄉黨委原

書記袁立東嚴重失職失責導致涉黑勢力滲透農村基層組
織等問題；甘肅省水利廳原黨組書記、廳長魏寶君等人
在農村飲水安全工作中不擔當不作為等問題；雲南省紅
河州建水縣副縣長徐蕾等人失職失責導致縣市場監督管
理局濫用權力亂收費、影響營商環境等問題；貴州省銅
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縣團結街道復興村原村委會主任田
永先在落實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中優親厚友等問
題；江蘇省無錫市錫山區教育局黨委書記、局長馮冬雁
等人脫離實際亂發文、加重基層負擔問題；陝西省咸陽
市原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主任權王軍為涉黑

涉惡犯罪人員提供保護問題。

深刻汲取教訓 切實引以為戒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有關負責人指出，上述8起案例中，
有的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敷衍塞責、應付了事，不擔當不
作為不負責，甚至弄虛作假；有的對黨的紀律要求不敬
畏、不在乎，管黨治黨責任虛化空轉，違反中央八項規定
精神問題多發頻發；有的脫離實際發號施令，加重基層負
擔，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嚴重；有的漠視侵害群眾利
益，利用職務便利優親厚友、侵佔集體資財，啃食群眾獲
得感；有的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基層黨建主體責任缺
失，違規發展黨員、基層幹部涉黑涉惡等問題時有發生；
有的對黑惡勢力包庇縱容，助長黑惡勢力蔓延坐大。這些
突出問題違背黨的初心使命，損害黨群幹群關係，在主題
教育期間受到嚴肅查處，廣大黨員幹部必須從中深刻汲取
教訓、切實引以為戒，做到牢記初心使命，履職盡責擔
當。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有關負責人指出，各級黨組織要深化標
本兼治，把「當下改」與「長久立」結合起來抓，統籌推進
制度制定和制度執行工作，把建章立制和解決問題統一起來，
鍥而不捨、馳而不息、乘勢而上，不斷鞏固深化專項整治成
果，形成防範問題產生、及時解決問題的長效機制。

年底計劃開通部分高鐵線路
線路名稱 里程 途經地區
京張高鐵 174公里 北京-張家口

徐宿淮鹽鐵路 逾300公里 徐州-宿遷-
淮安-鹽城

昌贛高鐵 415公里 南昌-贛州

大張高鐵 141公里 大同-張家口

張呼高鐵 286.8公里 張家口-呼和浩特

成貴鐵路興文 289公里 四川興文-貴州貴陽
至貴陽段

黔張常鐵路 336.257公里 黔江-張家界-常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
輝、郭若溪 廣州、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國鐵路廣州
局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鐵
集團）獲悉，12月1日起，廣深
城際鐵路在全國鐵路率先實現微
信支付掃碼乘車。今後乘坐廣深
城際動車，旅客無需提前購票，
如同坐巴士地鐵一樣，只需使用
微信小程序「廣深城際通」即可
刷碼進站，先乘車後扣費，真正
做到「無需刷證件、無需實體
票、出站才扣費」。
據廣鐵集團客運部相關負責人

介紹，作為內地首條實行列車公
交化開行的鐵路，廣深城際日均
開行列車85對，發送旅客10.6萬
人次，是廣深兩地間旅客的重要

出行方式。為進一步滿足客流需
求，提升旅客出行舒適度，鐵路
部門與微信支付團隊達成合作，
12月1日起在廣深城際全線各站
推出微信小程序刷碼支付乘車新
服務，刷碼進站僅需3秒左右，
相比以往買票、取票、現場核驗
有效身份證件進站等環節，可以
有效平均節省時間15分鐘以上。
該負責人同時表示，新推出的微

信支付是在實名信息基礎上，加上
人臉識別驗證，可以確保旅客是本
人購票，有效防止惡意搶票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搭乘

高鐵不能直接刷香港證件，是港
人在生活便利方面反映最強烈的
問題。今後掃碼乘車，將有望解
決該難題。

廣深動車實現微信掃碼乘車

■昨日，京港高鐵商丘至合肥段、鄭州至阜陽高鐵正式開通運營，標誌安徽阜陽和亳州兩市進入高鐵時代。至此，安徽省16個省轄
市全部實現動車通達。 中新社

「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期間查處8宗典型案例

咸陽原紀委書記淪黑惡勢力保護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12月1日是世
界愛滋病日。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昨日發佈消息：
2019 年 1月至 10月，全市共新報告發現愛滋病病毒
（HIV）感染者及病人1,715例，較去年同期減少4.9%。
新發病例中，男性佔91.0%，經性傳播佔97.0%，其中同
性傳播56.5%，異性傳播40.5%。截至2019年 10月 31
日，深圳報告現存活病例共13,599例，不含港澳台、外籍
人員。
截至10月底，全市治療覆蓋率達到91.0%，病人治療成

功率達到99.0%，均遠遠超過了國家「十三五」行動計劃
提出的到2020年實現90%的目標。

深圳新增1715人染愛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紀委
國家監委對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
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書記雲光
中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
審查調查。
經查，雲光中理想信念喪失，政

治意識淡漠，對落實黨中央決策部
署不擔當不作為，工作失職失責，
對黨不忠誠不老實，對抗組織審
查，不按規定報告個人有關事項；
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違規出入
私人會所，收受禮金；大肆收錢斂
財，大搞權色、錢色交易，在企業
經營活動、幹部選拔任用等方面利
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利，並非
法收受巨額財物，嚴重破壞當地政
治生態和市場經濟秩序；生活腐化
墮落，家風敗壞，對配偶、子女失
管失教。
雲光中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

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工作紀律和
生活紀律，構成職務違法並涉嫌受
賄犯罪，且在黨的十八大後不收
斂、不收手，性質嚴重，影響惡
劣，應予嚴肅處理。依據《中國共
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華人民共
和國監察法》等有關規定，經中央
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報中共中央

批准，決定給予雲光中開除黨籍處分；由國
家監委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終止其黨的十
九大代表、內蒙古自治區第十次黨代會代表
資格；收繳其違紀違法所得；將其涉嫌犯罪
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所涉財物
隨案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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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
特原書記
雲光中。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製圖香港文匯報製圖

以「走進AI世界，從芯看未來」為主題的2019全
球人工智能創芯峰會，11月29日在安徽合肥市圓

滿落下帷幕。本次峰會由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
會主辦、安創加速器（Arm Accelerator）承辦，合肥高
新區工委委員、管委會副主任呂長富出席活動並致辭。
據介紹，本次峰會分為芯趨勢、芯動能、芯共享三

個模塊，來自百度、谷歌、科大訊飛、全志科技、曠視
等行業名企大咖和名校專家學者就人工智能和集成電路
創新應用的新路徑和新模式展開深入分析交流，參會人
員逾200人。本次峰會的成功召開，對促進合肥人工智
能與集成電路技術創新與應用合作、推動產業、技術融
合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寒武紀等一批名企落地
峰會上，合肥高新區與美國新思科技、四維圖新、
芯紀元、台灣華證科技和韓國速來馬等18家國內外優
質企業舉行了「集成電路項目集中籤約儀式」，簽約項

目總投資62.6億元。2019年高新區共引進集成電路項
目47個，總投資約80億元。投資地涵蓋美國、韓國、
中國台灣及國內先發地區，落地項目包括人工智能獨角
獸企業寒武紀、第三代寬禁帶半導體領軍企業世紀金光
等一批高精尖企業。
據介紹，作為國務院首批設立的國家級高新區和安

徽省集成電路產業聚集發展基地，合肥高新區已集聚
集成電路企業190餘家，初步形成了研發設計、晶圓
製造、封裝測試、材料裝備全產業鏈格局。區內擁有
聯發科技、Synopsys、arm、Rambus、恩智浦、群聯
電子等行業領軍企業。今年10月，合肥市以合肥高新
區為主體的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產業集群成功入選全
國首批66個國家級戰新產業集群。未來，合肥高新區
將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和國家戰新產業集群建設為契
機，進一步強化人才佈局、完善產業配套、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引進更多優質企業，助力合肥打造中國
「IC之都」。 （特刊）

東方硅谷 合肥高新 系列之六：

全球人工智能創芯峰會閉幕
集成電路籤18企 總投資超60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