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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从此不再难
———西成高铁首趟列车随车记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闫浩 于海

今天上午 8 时 22 分，首趟西安北至成都
东的 D4251 次动车组列车， 满载着 1200 余
名旅客从古都西安起步，往天府之国飞驰，西
成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条 658 公里长，运营
时速达 250 公里的高速铁路， 将被秦岭阻隔
的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连通起来。

这趟冠名“熊猫号”的高铁列车，带给旅
客的惊喜不少。 上车时，铁路职工身穿“秦岭
四宝”（朱鹮、大熊猫、金丝猴、羚牛）和兵马俑
的人偶服装列队迎客，向旅客们赠送纪念品。
站台上，几只“熊猫”或坐、或趴、或立，音乐响
起，“熊猫”纷纷起身，和列车工作人员一同跳
起欢快舞蹈。 这是由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西安客运段原创、 列车工作人员表演
的大型情景舞蹈———“功夫熊猫高铁梦”。

登上“熊猫号”，工作人员精心布置的 4
个主题车厢，带给旅客别样的乘车体验。 “生
态车厢” 展示了秦岭独有的动植物和自然风
光；“旅游车厢”内的风景名胜介绍，带旅客遍
览川陕两地繁多的美景美食；“民俗车厢”里，
一个个川陕地域特色的装饰品， 让旅客在车
厢中感受着不同地域民俗的魅力；“文化车
厢” 中， 悬挂在车厢内的关于秦岭的诗词歌
赋，使旅客深深体味到古人对于“蜀道难”的
无奈。

列车在带有浓厚陕川民俗气息的文艺节
目中平稳南行。不知不觉间，窗外已是巍峨秦
岭。作为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不入秦岭是
很难理解“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有建设
者说：“西成高铁在建设过程中， 要么是深挖

隧道，要么是架大桥。”过去走宝成铁路，西安
至成都的旅途耗时长达 16 小时。西成高铁将
时间一下子缩短到 4 小时 31 分。

巨大的地势落差使西成高铁长大坡道接
连不断，其中鄠邑至新场街区间有长达 45 公
里、坡度达 25‰的连续长大坡道，列车爬上这
个大坡，海拔升高 1125 米，相当于爬上 375 层
楼。因此，动车组必须全程发力才能冲上大坡。
“这样一来，在通过分相绝缘区断电和通电的
一瞬间， 就会产生类似于开汽车猛松油门和
猛踩油门的效应，影响列车的平稳舒适性。”西
安机务段的动车组指导司机王创粗说。

为了解决这些高难度问题， 在宝成线积累
了丰富经验的王创粗，带领大家反复试验，总结
出一套操作方法，使列车穿山过岭如在平原。他
骄傲地说：“新车加老人，等于舒适又平稳！ ”

仅一小时，列车到达陕西佛坪站。 3 万人

的小县城自今天起终结了不通火车的历史，
佛坪人早就期盼着通过高铁让这个秦岭深处
风景空气绝佳的小县城被外面的世界知晓。
旅客周俊激动地走出列车：“真不敢相信这么
快就到家了，过去汽车需要 3 个小时。 ”作为
小酒店的老板， 他坚信高铁能给佛坪带来源
源不断的游客。

西成高铁陕西段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刘
双进是列车特邀嘉宾，他说：“西成高铁 2008
年起开始设计，选线标准充分考虑了环保、经
济和技术，有意识地将汉中、安康一些县城纳
入西安一小时经济圈。 ”

赵祺和罗德娇是一对恋人， 他们都是西
成高铁首发列车的列车长。 同在西安工作的
他们，对西成高铁的开通充满了期待。赵祺是
陕西洋县人，以前回家需要 4 个小时，西成高
铁开通后回家只要 40 分钟 ， 而成都人罗德

娇过去回家需要十五六个小时， 现在只要四
个多小时。“明年 3 月我们就结婚。”这件喜事
很快在列车上传为美谈。

12 时 52 分，列车抵达成都东站。西安人
曹刚和他的 9 名同事朋友迫不及待地准备
前往成都武侯祠参观。 曹刚曾在 1986 年乘
坐火车来到成都参加培训，2003 年， 他又开
车到成都旅游。 同前两次比较，他说：“高铁
的费用还能接受，快了，也方便了。 ”当日，同
曹刚一样，不少旅客都是奔着旅游和美食奔
赴成都的。

据了解，西成高铁开通初期，将安排动车
组列车 19 对。 年底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后，
两地间最短旅行时间将压缩至 3 小时 27 分，
较原来两地间最短旅行时间压缩了 7 小时，
“蜀道从此不再难”。

（本报西安 12 月 6 日电）

配方乳粉销售新政实施在即，食药监部门加快审批进度

719个婴幼儿奶粉产品配方已获批
本报讯 （记者蒋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副局长孙梅君近日透露，截至 11 月
30 日，已有 719 个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
获批，包括境内 77 家工厂的 577 个配方和境
外 28 家工厂的 142 个配方。食药监总局力争
年底完成约 900 个配方审批， 保证市场供应
充足。

婴幼儿配方乳粉直接关系婴幼儿生长发
育和身体健康，是特殊食品的一种。此前婴幼
儿配方乳粉市场存在着配方过多、过滥，配方
制定随意、更换频繁等问题，同一个生产企业

可达到几十个配方同时在生产， 因此存在一
定的质量安全隐患。

2016 年 6 月，《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
方注册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对配方由备案制
改为注册管理。 根据办法规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 未取得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
品将不得在境内销售。

孙梅君在 2017 中国特殊食品合作发展
会议上介绍， 食药监总局将进一步完善相关
政策措施， 加快推进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
方注册信息公开，加快审评审批进度。

可可西里藏羚羊数量增至 6万只
个别地区草地出现沙化现象

本报讯 （记者孙喜保）近日，在甘肃敦煌
举行的“心境之旅”环保公益活动上，多位参
与青海省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
护的人士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
目前这里的生态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藏羚羊
的数量在逐渐增加， 十多年来再没发现盗猎
现象；气候导致冰川融化速度加快，致局部地
区的湖泊水面上升， 未来有可能威胁青藏铁
路等重大工程；个别草地沙化现象开始出现，
整个生物链修复需要关注。

据了解，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我国目前建立的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野生动
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被誉为
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基因库， 也是我国第
一个为保护藏羚羊设立的保护区。

保护区公安局副局长罗延海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透露， 由于加大了对偷猎盗猎分
子的打击力度，并加强了巡山，该地区珍稀动
物藏羚羊的生存环境大大改善。 曾经一度下
降很快的藏羚羊数量， 已经由十多年前的几
乎濒临灭绝（不足 2 万只），恢复到 6 万多只。

“以前听到猎杀的枪声睡不着觉 ，自
2006 年以来，已经有十多年再没有发现盗猎

藏羚羊的案件了。 ”罗延海说。 组织巡山队深
入可可西里腹地巡山， 是反盗猎最管用的方
式之一。近年来，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一直坚持
每月巡护一趟， 严密防范盗猎案件发生。 “6
万多只藏羚羊还远远不够， 保护工作还要继
续。 ”罗延海说。

藏羚羊保护工作需要继续， 不过记者在
采访中还听到另外一种声音， 在保护藏羚羊
等珍稀动物的同时， 也应该更多关注它们的
天敌，比如老鹰、狼等。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环保人士告诉本
报记者，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内，受到各种因素的
影响，藏羚羊的天敌越来越少，这会在某种程度
上导致其繁殖过快。 实际上，一位有机会进入
该保护区的环保人士已经见到过成百上千只
的藏羚羊群，它们可能会使当地的草原局部不
堪重负，从而导致草原沙化现象出现。

“当地越来越多的沙尘天气，也许就是
一种苗头，这需要重视。 ”该人士告诉记者。
据了解，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展了对藏羚
羊天敌的保护行动， 比如为老鹰设置专门
的巢穴。

此外，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还出现了新
的气候变化。国内著名环境地质专家、横断山
研究会会长、 首席科学家杨勇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称， 可可西里的环境目前正在发生
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由于气候变暖等因素，
导致该地区部分冰川融化， 冰水进入当地的
河湖，一些湖泊的水开始外溢，并有连成片的
趋势。 “这些变化如果继续扩大，有可能会危
及青藏公路等大型工程。”杨勇所拍的照片显
示，一些溢出的水流开始冲击当地的冻土，形
成河流。

创新国土资源管理政策

国土部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本报北京 12 月 6 日电 （记者杜鑫）记者

今天从国土资源部获悉，该部近日印发《关于
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在创新国土资源管理政策和加大
扶持力度方面提出一系列具体举措， 比如完
善土地利用规划计划管理、 拓展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政策、创新土地利用政策、完善耕
地保护措施、实施用地审批特殊政策、支持申

报地质公园等措施。
其中， 在完善土地利用规划计划管理

方面，《意见》 提出对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
施 、扶贫搬迁 、民生发展等用地足额保障 ，
不足部分由国家协同所在省（区、市）解决。
对农村存量建设用地不足、 人均建设用地
面积少的地区， 适当增加农村建设用地规
模，用于支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以及

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建设。 在创新土地
利用政策方面，《意见》提出，深度贫困地区
在充分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防止外
部资本侵占控制的前提下， 可探索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以出租、 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
空闲农房及宅基地；通过村庄整治、宅基地
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鼓励采取入股、联
营等方式， 重点支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和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直接从事或
服务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设施、 附属设施和
配套设施用地，按农用地管理。 旅游项目中
的自然景观及为观景提供便利的观景台 、
栈道等非永久性附属设施占用除永久基本
农田以外的农用地，在不破坏生态、景观环
境和不影响地质安全的前提下， 可不征收
（收回）、不转用，按现用途管理。

“内鬼”是泄露主要渠道 “鲜活信息”单条能卖数十元———

谁在倒卖我们的个人信息？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郑良 孙飞

去年以来，在公安部部署下，全国各地开
展打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
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当前侵犯公民信息
安全违法犯罪活动仍时有发生，非法收集、贩
卖公民个人信息手法多样，手段更为隐蔽。

“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反诈骗中心了解
到， 目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９０％以上是违法
分子靠掌握公民详细信息进行的精准诈骗，
从已破获案件看，“内鬼” 监守自盗和黑客攻
击仍是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渠道。

有犯罪分子专门收集老人信
息设置骗局 “鲜活信息”单条能
卖数十元

１２ 月以来，福建厦门连续发生 ７ 起老年
人被骗警情， 单笔被骗最高金额达 １３ 万元。
诈骗分子冒充公检法办案人员， 以受害者涉
嫌洗钱、身份被冒用等为由，骗老人到银行转
账汇款至安全账户。

厦门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负责人告诉记
者，诈骗人员通过收集老人信息，对老人的姓
名、电话甚至家庭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精心
设计骗局。

厦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吴世勇
说，非法获取、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已形成黑色
产业链。 一方面，大数据营销方兴未艾，各类广
告公司、大数据运营商、保险公司、中介公司等

机构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存在庞大需求；另一方
面，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为电信网络诈骗、
金融诈骗、敲诈勒索等提供了作案便利，这是
此类违法犯罪活动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

据记者了解，在公安机关严厉打击下，网
站、论坛、ＱＱ 群公开叫卖、求购公民个人信
息大幅减少， 现在更多表现为买卖方单线联
系、熟人介绍，在小规模的同业 ＱＱ 群、微信
群用隐晦的关键词交流买卖信息。

据深圳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谢某交
代， 他从网上搜索到售卖信息资源的 ＱＱ
号，联系上后，对方提出要求，购买 ７ 万多条
信息资源需先付 ６００ 元定金， 资源到手后再
付款 ７００ 元。 “付款完成后，对方就把我删除
了。 ”谢某说。

更令人吃惊的是，根据买方的需求，在互
联网上能精准买到相应的个人信息。 福州福
清市法院判决的一起绑架案中， 两名犯罪人
员为谋财寻找作案目标， 在福清市区发现受
害者驾驶一辆豪华轿车， 通过车牌号在网上
求购到车主信息， 准确掌握了受害者及其家
庭人员信息，并策划实施了绑架，因受害者激

烈反抗未成功。
据记者调查， 根据信息质量和倒卖的层

级，从几分钱一条到几百元一条，价格不等。
“含金量高”的个人信息价格较高，新开楼盘
业主、新购车辆车主、新生儿、入学新生、新近
下单的网络购物订单等“鲜活”信息，单条能
卖到十几元乃至数十元。

“内鬼”是信息泄露主要渠道
黑客攻击窃取信息呈增长趋势

福建公安机关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
破获案件看，“内鬼” 监守自盗和黑客攻击仍
然是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渠道。

福州公安机关近日破获一起特大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案， 查获公民个人房产、 征信报
告、车辆、联系方式等信息超过千万条，抓获
的 １９ 名犯罪嫌疑人绝大多数是房产开发、销
售、中介等内部人员。 他们利用职务便利，非
法收集、交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从中牟利。

从公安机关破获和法院判决的案例看，
车辆、征信报告、银行账户、房产、教育、医疗
等信息成为“抢手货”，相关部门内部人员监

守自盗案件时有发生。
在深圳福田的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警

方缴获非法公民个人信息 １ 万余条、 非法个
人银行征信报告 １０００ 余份。警方最终摸查出
非法提供这些个人信息的是 ３ 名某银行深圳
分行个贷部在职员工。

此外， 黑客攻击窃取个人信息呈增长趋
势。“网络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从事网络安全
保护业务的厦门服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人员朱一帆告诉记者，“从对政府机构、 大型
国企、高校、电商、交通等重点客户遭遇互联
网黑客攻击的实时监测数据看， 网络黑客入
侵重点网站窃取信息有增无减， 攻击手段日
益多样化， 而大量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些
机构网络安全防护意识不强，投入不足，特别
是没有对不断出现的网络安全漏洞及时采取
修复措施，很容易被黑客攻陷，造成大规模信
息泄露。 ”

筑牢源头“防护墙” 重拳整
治“买方市场”

公安、网络安全等部门人士提出，保护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筑牢源头“防护墙”是关
键，要建立有效的事前预防、实时监测、主动
预警机制。

厦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陈鸿说 ：
“调查发现 ， 一些掌握大量公民个人信息
的单位在防范信息泄露方面缺乏有效机
制 ，对内部人员缺乏监督 、制约 ，有的工作
人员随意浏览 、下载相关内部信息 ，而单
位长期不知情 ，直至发生大规模泄露严重
后果。 ”

陈鸿等人建议， 应在大量掌握公民个人
重要信息的部门，如银行、房产中心、税务、车
管等部门建立数字证书制度， 工作人员必须
使用专属于个人的数字证书才能登录、查看、
下载单位信息系统数据，实现全程留痕，一旦
发生信息泄露，可以倒查责任人员。

不少办案民警提出，目前我国对收集、购
买公民个人信息的买方市场打击力度明显不
够。 对信息买方市场的整治应当加强。

今年 ５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发布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利用非法
购买、 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 ５ 万元以上
等情形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
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５０ 条以
上等情形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面临承
担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

不少公安、法院人士提出，这一司法解
释出台后， 长期困扰司法机关的法律适用
难题得到缓解， 多部门共同打击的合力正
在形成。

山东盘活利用城镇空闲土地近 27万亩
本报讯 （记者丛民）被国土资源部列为

2017 年度全国唯一开展国土资源节约集约
示范省创建的山东，截至目前，共处置闲置土
地 686 宗，共 54276.6 亩，盘活利用城镇空闲
土地 4180 宗共 267734.13 亩。

据山东省国土资源厅负责人介绍，目前，
山东省已修订完成了 《山东省建设用地集约
利用控制标准》， 开展了 17 市、28 个县级城
市和 174 个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并积
极开展闲置低效用地盘活利用专项行动。 在
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分配时，山东将闲置土地、

供地率、批而未供面积、单位 GDP 地耗等作
为重要测算因素，占到测算权重的 40%，做到
新增计划用地安排与节约集约水平相挂钩，
推动严控增量、盘活存量。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负责人表示， 山东将认
真践行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 严格执行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优化
城镇用地结构和布局，高效配置环保型产业、新
型产业用地， 禁止向过剩产能项目安排用地计
划， 坚持把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作为推进发
展方式转变、助力美丽山东建设的重要抓手。

吊脚楼民居进县城
12 月 6 日，在湖北省宣恩县城一吊脚楼

修建现场， 刚刚立起的吊脚楼与不远处的楼
房隔河相望。

当日， 一座修建在湖北省宣恩县城的传
统土家族吊脚楼民居举行“立屋”仪式。 不用
一钉一铆修建的两层木质吊脚楼“立足”于县
城钢筋水泥楼房群中， 让土家族吊脚楼营造
技艺这一国家级非遗更加融入小城人们的日
常生活。

新华社发（宋文 摄）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
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发布

4家企业未严格执行
错峰生产与运输要求

本报北京 12 月 6 日电 （记者王冬梅）环
境保护部今天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
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12 月 5 日， 环境保护部
大气污染强化督查、巡查组共检查了 350 个工
业企业错峰生产与运输具体任务点位，以及河
北省邯郸市、河南省郑州市、开封市、新乡市、
焦作市、鹤壁市、安阳市、濮阳市等 8 个城市的
172 个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具
体任务点位，发现 4 家企业未严格执行工业企
业错峰生产与运输要求，1 家企业（工地）未严
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停产、限产。

通报指出，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唐山
市晨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应整体停产 ，督
查组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生产设备有余
温 ，设备上有产品 ，该企业有 11 月错峰生
产时期员工出勤记录； 河北省邯郸市复兴
区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错峰生产
期间应停产东区 2 座 2000 m3 高炉 ， 督查
组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未限产到位 ；河
北省鸡泽县隆安铸造有限公司在错峰生产
期间应停产， 督查组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
业电融炉有余温， 该企业在重污染天气应
急期间有生产记录； 河北省邯郸市鸡泽县
金尊铸造有限公司在错峰生产期间应停
产， 督查组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的中频
电炉和浇铸工段仍正在生产。

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河北广通路桥集团
有限公司在橙色预警下应停产， 督查组现场
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沥青炉正在生产， 未落实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停产要求。

国务院安委办通报要求

对排查发现的火灾
安全隐患要及时督促整改

本报北京 12 月 6 日电 （记者王冬
梅）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今天发布关于
近期几起火灾事故的通报，通报要求，要
深入开展“三合一”“多合一”场所及群租
房火灾隐患整治， 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
患要及时督促整改。

通报指出 ， 要严格落实 “五个一
律”要求：一是住宿与生产、经营、储存
场所合用，未按规定进行防火分隔的 ，
一律依法查处； 二是疏散设施设置不

符合要求、安全出口数量不足的 ，一律
依法整改 ； 三是住宿 10 人以上的 ，一
律加装独立式火灾报警探测器 ， 实行
专职管理员夜间巡查措施 ； 四是住宿
30 人以上的， 一律按照标准安装自动
灭火、火灾报警等消防设施，明确专人
负责消防管理；五是楼内、屋内电动车
违规停放或充电的，一律依法清理。 对
危及安全拒不整改的 ， 要依法严厉追
究生产经营单位 、 房屋产权单位及其
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国内最大规模全地埋式
污水处理厂通水运营

本报讯 由中铁上海局市政公司承建的
国内最大规模、 安徽省首座全地埋式污水处
理厂工程———合肥清溪净水厂近日顺利通过
环保验收，进入通水运营阶段，将开启安徽省
污水处理的“地下时代”。

合肥清溪净水厂工程是安徽省首批 PPP示
范项目之一， 工程投入使用后， 服务范围达 66
平方公里，将有效缓解合肥地区污水处理压力。
该工程采用全地埋式的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构
筑物、处理设备、综合管线等，都集中布置在地
下箱体内，将大大节约土地占用面积。这也使得
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可以在市区建设， 进而提高
服务效率。 （吴凯文 王军委 张兴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