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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已成往
事，固国之本不在天险而在人心。
高铁开进秦巴山集中连片贫困地
区，西部人民看到了追赶时代脚步
的希望，迸发出全面决胜小康的新
激情。

国家级贫困县四川青川积极争
取、自筹资金，以“愚公移山”的劲头
在2个月内削平了两座山，为子孙
后代留下一座高铁车站。刚从外地
回老家工作的陈玲满脸激动与自
豪：在山区小县也能真切感受到国
家的进步了！

在紧邻西成高铁朝天站的四川

广元市朝天区转斗乡，“山菇娘”农
副土特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安康
正抓紧装修新的土特产店：“我们力
争在高铁通车前开业，以后乡亲们
的土特产不愁销路了。”而与广元相
邻的陕西宁强县，种茶已有20年的
王有泉也打算改造2800亩茶园：

“我们离高铁站只有2公里，茶文化
馆和博物馆建好后将带动500个贫
困户脱贫。”

西成高铁被沿途许多地方视为
脱贫奔小康的最大机遇。许多山区
县招商部门的工作人员摩拳擦掌、
感慨万千：过去企业考察往往没有

下文，如今来咨询的应接不暇，各地
都憋足了劲找项目。

全面决胜小康仅剩不到3年时
间，对秦巴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而言，
高铁的开通无疑是新的起点。如何
在巨大机遇前保持理性思考，及时审
视城市群、经济圈等新事物的冲击、
带动，是西部急需解答的一道考题。

纵观国内外高铁经济的发展，
无不是从理念转变开始。日本新干
线坚持城市群职能分工、产业协作，
推动“东海道经济带”取得巨大成
功；武广高铁开通后，鄂粤湘建立省
级对话、共同开发和利益补偿机制，

带动武广经济带迅猛发展……
作为秦巴山脉的核心地带，川

陕渝拥有国家中央公园、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等丰富自然资源，更有着
以成渝西为代表的雄厚产业基础和
对外开放窗口，“万事俱备，只欠东
风。”西部城市群必须站在更高的
历史维度，审视人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成倍增长带来的共赢空间，
坚持以五大理念推动竞争走向竞
合，才能在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中下
好“先手棋”，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伟大胜利。

（综合新华社成都12月6日电）

通衢穿秦岭 蜀道渡若飞

“中国最穿越高铁”开通运营
——写在西安至成都高铁通车之际

6日8时22分，随着首趟
动车组列车——西安北至成都
东D4251次列车缓缓驶出西安
北站，西安至成都高铁正式开
通运营，千年来阻隔我国西北
西南的秦岭天堑被贯通，蜀道
难成为历史。

西成高铁全长658公里，
运营时速达250公里，是我国
第一条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
也被称为“中国最穿越高铁”。

随着刚开通的西成高铁列
车呼啸穿过秦巴山脉，中国西
部发展将呈现新格局：西北西
南快速通联，推动中国南北交
通格局之变；5万亿元经济总量
的“成渝西”城市群浮出水面，
带动西部经济格局之变，川陕
两地正式进入“3小时经济圈”；
中国涉及省份最多的秦巴山集
中连片贫困区串起高铁扶贫
路，催生西部人民精神面貌、发
展理念之变。

秦岭—淮河线，中国南北地理分
界。秦并巴蜀、刘邦兴汉、魏蜀争锋、
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千古兴亡
多少事，绕不开巍巍秦岭。盘旋于
悬崖绝壁上的古栈道，已数不清多
少次毁于战火，诉说着行路之难。

时光如白驹过隙，历经磨难的
中华民族已昂首迈向伟大复兴的新
时代，国力的不断增强，为破解千古
蜀道难提供了历史机遇。川陕两省

人民与铁路建设者5年的汗水，换
来了秦巴山脉第一条高速铁路的通
车，西安至成都的铁路通行时间由
过去的11小时缩短至最快约4个
小时。

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
“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西成高铁与大西高铁共
同形成华北至西南地区的新通道，
连接华北、西北、西南地区，贯通京

津冀、太原、关中平原、成渝等城市
群。通过郑西客专、京广客专相连，
成都至北京的铁路通行时间从现在
最快的14小时压缩至8小时左右，
四川盆地北上高速铁路彻底打开。

知名区域经济学家杨继瑞表示，
随着西部加速融入全国高速铁路网，
成都—重庆实现“1小时交通圈”；西
安、昆明、贵阳、兰州等西部中心城市
未来有望形成“4小时交通圈”；由此

推动西部形成连接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的“8小时交通圈”。

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看，成都和
西安作为我国南北丝绸之路的起
点，加上今年7月开通的宝兰高铁，
与已建成通车的西安—宝鸡高铁、
兰州—新疆乌鲁木齐高铁相接，形
成了一条从成都-西安-乌鲁木齐
延绵3000公里的“高铁丝路”，我国
向西开放的道路将更为顺畅。

西成高铁全线贯通，使中国西
部高铁网络得到了完善，成都、重
庆、西安三城之间的铁路行程被缩
短到1至5小时。至此，经济总量
1.7万亿元的重庆、1.2万亿元的成
都、6000余亿元的西安实现了更加
紧密的互联互通，“西部黄金三角”
从概念走向现实，中国西部迈入“城
市集群”发展新阶段。

“将西部地区三大城市整合在一

起，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区。”
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
宝通说，“它既连接西部，又连接长江
经济带，有望成为继环渤海、长三角、
珠三角之后的中国第四增长极。”

速度的改变必将带来资源配置
方式和生产要素布局的改变，随着
销售半径的变化，原有的优势和劣
势都可能发生转换。成渝西今年初
同时跻身国家第三批自贸区；西安

和成都以“西飞”和“成飞”为代表的
军民融合产业合作空间广阔；成渝
西跃升为西部城市物流三大增长
极，折射经济交往的不断加强。

嗅觉敏感的企业早已发现西部
经济格局之变带来的商机，今年来
四川江油市洽谈合作的陕西企业猛
增至200多家，仅旅游企业一个星
期就来了40多家。陕西竹园嘉华
控股集团公司在江油投建的“青莲

国际诗歌小镇”2016年旅游人次突
破百万，“高铁通车后客流量还将翻
番。”公司董事长周素琴信心满满。

西成高铁串起颗颗明珠，沿线
城市纷纷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汉
中、广元、绵阳、德阳都有望在“关
天”与“成渝”城市群扩围过程中占
据领先优势。华侨城、赛伯乐、中国
重汽……大型企业纷纷在沿途三四
线城市布局谋篇。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6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政务
信息系统整合共享，以高效便捷的政
务服务增进群众获得感；确定推进公
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措
施，推动规范化透明化；批准2017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结果。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的部署，实行公共资
源配置全程公开、全程留痕，有利于提
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益、铲除滋生腐败
土壤、公平维护企业和群众合法权益。

部署推进政务公开

会议确定：
一是以保障性住房分配、政府采购、

国有产权交易、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
权出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等为重点，
由各地各部门纳入主动公开目录清单。

二是公共资源配置涉及的行政审
批结果由审批部门负责公开，公共资
源项目配置或交易过程、中标、合同履
约等信息由管理或实施配置的国家机
关、企事业单位分别公开。

三是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要通过
网站、政务微博微信、客户端、新闻媒
体等，及时发布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并
与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数据实时共
享，做到“一网”覆盖。

四是严格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的时限要求，加强督查考核，国务
院各有关部门每年要在政府信息公开
年度报告中公布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
开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五是探索完善财政资金对困难群
众补贴的公开方式，确保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得到保障。

加快政务信息系统整合

会议指出，加快部门和地方政务
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打通“放管服”改
革“经脉”，是便利群众办事和创业创
新、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举措。

一要明确提供公共数据是政府公
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按照“整合是原
则、孤网是例外”的要求，对分散、独立
的政务信息系统加快清理整合，统一
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并依法
依规向社会开放。按照共享要求严格
审批新建信息系统，防止重复建设和
形成新的信息孤岛。全面清理和制止

公共数据仅向特定企业、社会组织开
放的行为，体现公平。

二要在网络通基础上加快实现数
据通、业务通。年底前初步实现国务
院部门40个垂直系统向各级政务部
门开放共享数据，打通数据查询互认
通道，逐步满足政务服务部门对自然
人和企业身份核验、纳税证明、不动产
登记、学位学历证明等约500项数据
查询等需求，促进业务协同办理，提高
政务服务效能，避免企业和群众办事
多头奔波。对依法依规应由政府提
供、可经政务信息系统查询到的信息，
一般不得要求另开证明。

三要在信息共享方面推进体制机
制和技术创新。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
发挥社会专业力量作用，加快各地政
府、各部门网站和中国政府网等信息系

统互联互通，积极推动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全国漫游”。建立政务数据校
正完善机制，按照“谁提供、谁负责”原
则，确保信息及时、可靠、完整、权威。

四要加快对涉及信息共享急需的
相关法规规章立改废。出台电子证照
等基础标准。

五要确保信息安全。进一步提高
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国家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安全防护能力。对事关国家安
全等政务数据资源，必须由政府部门
行使管理权。

会议还听取了2017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评审结果汇报，批准了获
奖人选、奖励种类和等级，要求通过改
革完善激励机制，催生更多原创成果、
前沿成果，促进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和
高水平创新团队加快涌现。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实行公共资源配置全程留痕
加快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 批准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结果

12月6日，工作人员在发布会现场展示高通
量人工智能一体机的核心部件。

当日，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孵化的智能计算
领域创业公司中科睿芯与高通公司联合发布的全
球首款基于ARM架构的高通量人工智能一体机
首次亮相北京。这是一款软硬件一体、开机即用
的人工智能一体机，可省去用户搭建服务器环境、
搭建人工智能平台等诸多复杂步骤，将人工智能
应用在高效的“高通量计算”模式上，让用户能够
快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新华社发

全球首款ARM架构
高通量人工智能一体机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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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在成都东站，乘客同乘务
员和“熊猫”在西成高铁成都首发列
车前合影。 新华社发

“百名红通人员”
李文革回国投案
“红通人员”已到案51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朱基钗）中央
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6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中央有关
部门和云南省追逃办、省公安厅扎实工作，“百名红
通人员”第28号李文革回国投案。目前，“百名红通
人员”已到案51人，其中党的十九大后到案3人。

李文革，男，1968年10月出生，云南省昆明
市盘龙区国税局原工作人员，涉嫌合同诈骗罪，
2013年8月逃往加拿大。

据了解，2015年4月22日“百名红通人员”公
开曝光以来，经过两年多不懈努力，到案人员已超过
半数，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胜利。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发现8款违法移动应用
新华社天津12月6日电（记者张建新）国家计

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期通过对互联网监测发
现，8款违法有害移动应用存在于移动应用发布平
台中，其主要危害涉及隐私窃取和流氓行为两类。

这些违法有害移动应用具体如下：
1、《欢聊》（版本 V2.0.1＿0edd508）、《仿

Iphone来电闪光》（版本V2.1.3），这两款移动应用均
存在危险行为代码，警惕该软件私自下载安装软件，
窃取用户隐私信息，造成用户隐私泄露资费消耗。

2、《字体大师》（版本V5.1.19）、《一键清理》
（版本V1.8）、《威动播放器》（版本V1.3.0）、《网速
测试》（版本V5.10.02）、《惊人照片拼图》（版本
V1.13）、《超亮LED手电筒》（版本V1.6）这六款
移动应用均存在捆绑了恶意广告插件，该插件在
后台无提示私自下载推广软件，造成流量损失。

针对上述情况，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
心提醒广大手机用户首先不要下载这些违法有害
移动应用，避免手机操作系统受到不必要的安全
威胁。其次，建议打开手机中防病毒软件的“实时
监控”功能，对手机操作进行主动防御，这样可以
第一时间监控未知病毒的入侵活动。

2018届高校毕业生
预计达820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胡浩）记者
6日从教育部获悉，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预计达820万人，就业创业形势复杂严峻。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1年开始，我国普通高
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2017届全国普通高校毕
业生为795万人，比2016年多出30万。

在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网络视频会议上，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表示，要
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努力实现更高
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6日，南京市民在2017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展
示区IBM展位参观智能互动机器人。

当日，为期3天的2017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在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以“聚·融·创·
变”为主题，共吸引来自国内外的300余家企业参
加。据介绍，本次大会分智领全球高峰会、智领全
球嘉年华和产品技术展示三大版块。 新华社发

2017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