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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5 月 15 日是第九
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
宣传日活动当天，公安部对外发布了公安机关
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十大典型案件。

“钱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据江苏省
南京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012 年以来，张
小雷等人依托钱宝网网络平台，以完成“广告
任务”可获取高额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众吸
收巨额资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目
前，检察机关已对主要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中晋公司”集资诈骗案。据上海市公安
局立案侦查， 2012年 7月以来，徐勤等人利用
中晋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通
过投放广告等方式进行公开宣传，以“中晋合
伙人计划”名义设立虚假股权私募基金产品，
非法吸收公众资金，涉嫌集资诈骗犯罪。为规
避查处，有关涉案公司支付业务员高额返佣，
由业务员向投资人承诺 10-25% 的年化收益。
目前，法院已对该案开庭审理。

“龙炎公司”非法集资案。据浙江省杭州
市公安局萧山分局立案侦查， 2015 年 2 月以
来，杭州龙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
定方等人在自有资金短缺并且明知返利模式必
然亏损、无法持续履约的情况下，以高额返利

为诱饵，并以虚夸投资项目、虚假宣传公司
上市等方法骗取投资人信任，向社会不特定
人员骗取资金，涉嫌集资诈骗犯罪、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犯罪。 2018年 1月 8日，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宣判。

“京金联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据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立案侦
查， 2014 年 6 月以来，王灿等人利用京金
联武汉网络服务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以高
额回报为诱饵，以借款项目和基金为名非法
吸收公众资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
罪。目前，检察机关已对主要犯罪嫌疑人批
准逮捕。

“臻纪文化传播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据重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马永彤等
人利用重庆臻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关联公
司，向社会宣称其在全国范围内签约艺术家
为其提供字画等艺术品，鼓吹这些艺术品的
增值潜力大，打着购买后委托公司销售分
红、第三方公司团购增值等幌子，以支付
“预付定金”方式定期分红、到期回购返本
等高额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涉嫌犯罪。 2017 年 8 月，重庆市人
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宣判。

“善心汇”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据
湖南等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016 年 5 月
以来，张天明等人利用广东深圳善心汇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以“扶贫济困、
均富共生”为名，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通过
“拉人头”等方式发展会员，涉嫌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犯罪。目前，该案已开庭审理。

“五行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2017 年 5 月，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全国公
安机关依法对宋密秋及其控制的“五行币”
系列传销犯罪团伙进行查处，潜逃境外 4 年
多的宋密秋被缉捕回国。经查， 2012 年以
来，宋密秋等人长期在境内外从事传销犯罪
活动，先后推出“云数贸联盟”、“中国国
际建业联盟”、“云讯通”等十余个传销平
台，假借“爱国、慈善、扶贫”的旗号，以
销售“原始股”“虚拟货币”等为名，以动
态、静态收益为诱饵，采取“拉人头”方式
不断发展人员加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犯罪。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

“一川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据广东省珠海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吴宗
霖等人利用一川 (澳门 )国际有限公司及

“幸福 100 云购在线”平台，以投资“一
川币”并进行虚拟积分交易可获“静态奖
金”、发展人员可获“动态奖金”等为诱
饵，引诱人员参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犯罪。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

“中国人际网”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案。据辽宁省沈阳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孟
儒等人利用“中国人际网”，以兜售“人际
网-国网-GK 卡”为手段引诱人员加入，要
求加入者缴纳 3900 元获得一个“ GK ”卡
编号，并谎称加入者每年可获得不低于 15
万元的收益及诸多额外福利，涉嫌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犯罪。目前，检察机关已对主要
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 705 ”系列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多个传销团伙在南宁市青秀区、兴宁区、西
乡塘区一带活动，打着“纯资本运作”的幌
子，以分发提成为诱饵，引诱参加者继续发
展他人参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
罪。 2017 年 11 月，南宁公安机关组织开展
集中行动，捣毁传销窝点 102 个。目前，有
关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公安部发布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典型案件

新华社深圳 5 月 15 日(记者周科、王晓
丹)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突破 2000 亿元，
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占全国的 1/6 ，在文创产业
方面，深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春风吹过满眼绿。从当年名不见经传的渔
家文化到现在的文化贸易出口“黄金口岸”，
深圳在推动文创产业发展方面趟出了一条新路
子。

打开阀门 文创企业破闸而出

熊大、熊二、光头强……第 14 届深圳文
博会上，华强方特展区一个个鲜活的动漫形
象，吸引了一拨拨孩子前来围观。

“五部原创‘熊出没’系列动画电影，国
内上映刷出 20 亿元票房后，在多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院上映，其中《熊出
没之夺宝熊兵》在土耳其影院票房夺冠。”华
强方特集团总裁刘道强说。

出台配套政策、资金扶持、搭建出口平
台…… 2003 年以来，深圳打开文创产业发展
阀门，出台《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
(2007 — 2020)》《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促进
条例》等系列规划，将文化产业列入全市四大
支柱产业，并定位为优先和重点发展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推动其实现跨越式发展。

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
多部原创动漫作品已走进美国、意大利、俄罗

斯、新加坡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月，
动画电影《熊出没之熊心归来》正式上线全
球最大收费视频网站 Netflix ，“光头强”
形象已走向世界。

华强方特只是深圳文创企业发展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深圳文化产业充分利用资
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依托文化产业
园区和基地建设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的集
聚效应初步显现，集团化、规模化发展的文
化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据统计，目前全市有
近 5 万家文化企业，从业人员超过 90 万
人，涵盖了动漫、游戏、设计、数字内容、
出版发行等领域。

2017 年，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
2243 .95亿元，增长 14 .5%，占全市 GDP的
10%。

搭上科技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本届文博会 5 号馆的一个展位上，小
朋友用多媒体面板为蜻蜓上色后，在面板上
向前一拨，蜻蜓就“飞”到了前方电视屏里
的山水画中。

这间名为“你好孔子(hellokongzi)”的
4D 未来教室由深圳博林文创有限公司打
造。 2014 年开始，博林文创以中国古代私
塾里传道授业的老夫子为原型，打造出中华
文化的形象 IP “ hellokongzi ”，先后在巴

基斯坦、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 10 余座城
市进行文化巡展。

“高新科技加速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
界。”博林文创影视动漫事业部总监危艳
说，在巡展活动中，主办方邀请海外艺术家
在理解“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
作，并让当地市民对画像进行填色，加深了
对中华文化的印象。

在深圳，腾讯、雅昌、环球数码等一批
民营文化科技企业迅速崛起，不仅提高了文
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文化产品的附加价值，
也使高科技找到了新的应用领域。与此同
时，“文化+创意”“文化+金融”“文化+
旅游”等新模式、新业态也不断涌现，并迅
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国传统文化的根不变，但表现形
式可以多变。”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副局长
钱强说，从最初探索和艺术家结合，再到
尝试利用先进技术让传统文化与受众更多
情景式体验和互动，“文化+”逐渐显现强
大的生机和活力。

加快出口 “黄金口岸”正在形成

“通过文博会等平台，我们的产品和服
务遍及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雅昌文化
集团董事长万捷说，“一年一度的文博会，
犹如一条条‘鲶鱼’，搅动海内外文化市

场。”
除了搭建“文博会”等国际性的交易平

台，深圳还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到海外
参加国际展会，进行商贸推介。

华强方特将自主品牌文化主题公园输出
到伊朗、乌克兰、中东等国家和地区；洛可
可设计在英国伦敦开设分公司；雅昌、中华
商务等荣获全球印刷最高奖“班尼”金
奖……以“深圳品牌”“深圳设计”为代表
的“中国创造”已成为国际文化市场上的一
支新生劲旅。

此外，腾讯控股、天威视讯、 A8 音
乐、劲嘉彩印集团股份、中青宝网等 40 多
家文化企业分别在境内外上市。

早在 2009 年，深圳在全国建立了文化
产权交易所，目前已聚集挂牌项目 1500 多
个，驻场基金规模超过千亿元，银行授信
累计 1200 亿元。另外，还有国家对外文化
贸易基地(深圳)、广东国家数字出版基地
(深圳园区)、深圳国际版权交易中心等国
家级文化产业发展平台建设也在积极推进
之中。

“从演出到电影，从图书到游戏，深
圳文化企业海外布局越来越活跃。”钱强
说，随着我国“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
深圳文化企业将积极扩展海外市场，形成
多元化输出、多方位向国际市场传播中国
特色文化的态势。

从渔家文化到文化贸易“黄金口岸”
深圳探索文创产业跨越式发展新路子

新华社西安 5 月 15 日电
(记者沈虹冰、石志勇、张骏贺)
“5·12”汶川地震给人们留下
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经过 10 年
不懈努力，伤痛已远去，新生活
已开启。

行走在当年的震区，记者
看到，在党中央亲切关怀和持
续对口帮扶援建中，立体多维
的交通体系和日趋优化的产业
体系已然形成，四川、陕西和重
庆三大区域借助自贸试验区制
度红利，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关
(中)天(水)和成渝两大城市群
之间资源互通、产业互融、优势
互补，内生动力被激发。

交通：从救灾“生

命线”到立体网络

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不久，
由于部分入川道路和铁路受
阻，震后初期大批救灾物资和
人员只能由陕入川。在其他道
路要么中断要么艰险难行的情
况下，西安至汉中高速公路成
为当时路程最短也最安全的抗
震救灾“生命线”，而这条仅有
的“生命线”也折射出当时陕川
之间交通条件的落后。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10 年
来日新月异。2011 年，陕西至
四川的高速公路全线贯通，西
安和成都的行车时间缩短为 9
个小时左右。曾经“难于上青
天”的入蜀之道，不再是人们出
行的畏途。

2017 年 12 月 6 日，高铁
列车呼啸穿过秦巴山脉，让西
安至成都的铁路通行时间由过
去的 11 小时缩短至 3 个多小
时。

高铁开进曾经的地震灾
区，当地群众开始了追赶世界
的脚步。

对于地震灾区来说，西成
高铁只是交通巨变中的一个缩
影。“震后 10 年，汉中市公路总
里程由 1 . 3 万公里增加至 2
万公里；高速公路由 206 公里
增加到 573 公里，铁路总里程
达到 654 公里，阳安线、宝成
线、西成高铁形成‘二横一纵’铁
路网格局，汉中城固机场也开
通了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直
达航线，立体多维的交通网络初步形成。”陕西汉中市交通
运输局办公室主任刘磊说。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蜀道”沿线的众多城市正告别
过去的封闭状态。作为四川的北大门，广元市境内目前有多
条国道、高速公路和铁路通过，2017 年通车的兰渝铁路使
广元成为沟通大西南与大西北的铁路枢纽。广元农产品交
易中心是川北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这里汇聚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蔬菜，都是依靠发达的铁路和公路网络输送。

产业：助推脱贫致富和区域融合

横跨川陕渝的秦巴山区，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也拥有
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震后的灾区各地，在修复地震“伤
痕”之后，纷纷坚持吃“生态”饭、打“人文”牌、走“绿色”路，大
力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产业等特色产业。

在四川省青川县打造的红旗现代农业园区，2017 年园
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5600 元，同比增长
35 . 1%。以椴木黑木耳为主的特色农产品，依靠电商渠道从
川东北的山区销售至全国各地。

而在陕西省汉中市的地震受灾县宁强县，紧邻县城的
羌文化产业博览园项目已经初具规模。负责项目开发的万
利通宝集团董事长邹道奎介绍，园区主要建设有大型文化
广场、文物博物馆、羌族文化风情街、羌王酒店群，未来还将
建设手工艺、农副产品等特色产业孵化器，通过产业扶持助
推精准扶贫。整个羌博园年产值预计将在 15 亿至 20 亿元，
解决当地就业人口至少 2500 人以上。

震后 10 年，川陕渝三地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产业
迈向中高端特色化的同时，交通条件不断改善消融了地理
阻隔，让成都、重庆、西安组成“西部黄金三角”，进入“城市
集群发展”新阶段。

近年来，不少企业看到了西部城市群未来的市场前景，
开始在西成高铁沿线城市布局产业项目。“我们在四川江油
投建了青莲国际诗歌小镇，还在陕西省汉中市筹建了大型
宾馆，高铁的建成给了我们投资的信心。”陕西竹园嘉华控
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周素琴说。

通过区域间的产业互补与融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
力，正成为西部城市政府与企业的共识。陕西西咸新区党工
委委员、管委会总规划师陈默说，西安和成都、重庆三地地
缘相近、产业相通，随着西成高铁的开通、西渝高铁加快建
设，西安和成都、重庆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三地间的经济
文化往来日益活跃，“西三角”经济圈发展潜力巨大。

前景：携手构筑西部开放高地

“一带一路”建设和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起点的陕川渝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2017 年 4 月 1 日，在陕西、四川、重庆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
区挂牌成立，承担起加快西部开放开发的历史使命。

川陕渝三地自贸区也都结合当地特色，创新推出一批
可复制推广的经验。陕西自贸区积极打造“一带一路”现代
农业国际合作中心，加快农业领域的对外交流；四川自贸区
与乌鲁木齐、兰州、西宁开展中欧班列集拼集运联动试验，
与昆明、六盘水共建无水港；重庆自贸区创新中欧(重庆)班
列铁路运输贸易结算方式，探索陆上贸易新规则。

自贸区制度红利的释放和营商环境的改善，有效激发
了市场活力。重庆、成都和西安也成为全国开通中欧班列最
多的城市，投资 10 亿元的西安中欧班列中转枢纽正在建设
中。陕西自贸区成立一年来，新增注册市场主体 1 . 4 万户，
新增注册资本 3478 亿元。而四川自贸区过去一年推出的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多式联运“一单制”、中小科技企业“双
创债”、中欧班列集拼集运等创新制度则大大提升了企业获
得感。

“地理空间阻隔被消解，西安、成都等西部地区真正实
现了‘亲密接触’，有可能会碰撞出联手合作、协同开放的火
花，在国际货运列车、跨境电商、出口加工等方面具有务实
合作的空间，从而以更立体的维度提升对外开放格局。”陕
西省宏观经济研究会会长赵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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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5 月 15 日电(记者沈虹冰、薛
天、张骏贺)记者从第三届丝绸之路博览会上了
解到，2018 年，中欧班列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5 年来，从古丝路起点西安出发的“长安号”国
际货运班列，目的地从中亚地区延伸到欧洲腹
地，贸易货物品种从单一变得丰富多元，班列数
量飞速增长……变化背后，反映出“一带一路”
倡议下，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已
取得明显成效。

钢铁驼队：飞驰在中亚和欧洲

2013 年 11 月 28 日，“长安号”国际货运班
列发车，从古丝绸之路起点西安向西疾驰，经过
6 天时间，班列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016
年 8 月 18 日，从西安出发，经由新疆阿拉山口
口岸出境，目的地波兰华沙的首列“长安号”中
欧班列开行。

“长安号”载货清单上的目的地不仅限于中
亚地区，还增加了欧洲腹地的多个城市。“长安
号”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德国汉堡、匈牙利布达佩
斯、芬兰科沃拉等欧洲铁路枢纽城市。

2017 年 11 月 10 日，“长安号”从北欧芬兰
科沃拉出发，途经四个国家，用 17 天时间走完
9110 公里全程，该线路也是北欧地区首条往返
中国的国际联运铁路线路。如今，这趟班列实现
了每周 1 列往返对开的常态化运营。

今年前两月，“长安号”出口贸易国大幅
增加，对芬兰等欧洲出口占据了主要地位，班
列出口贸易国从 17 个增加到 30 个。西安国
际港务区港口局副局长白秦滨介绍，“今年
‘长安号’又开行了西安至白俄罗斯、俄罗斯、
伊朗(阿富汗)线路。目前，‘长安号’中亚、中欧
班列运营线路已达到 8 条。”

跨境贸易：从品种单一到琳

琅满目

“国货送出去、洋货拉进来”，梳理“长安
号”近年来的货物清单，出口的本地货物量大
大增长，市场品牌和知名度也得到提升，进出

口产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
“如今，出口货物从前几年的工程机械、

装饰装修材料等，品类逐步扩展到汽车零配
件、电子元器件以及一些高端制造产品。”西
安国际港务区陆港集团多式联运公司总经理
袁小军说。据西安海关统计，“长安号”在今年
第一季度出口机电产品 8860 . 3 万美元，增
长 7 . 3 倍，出口纺织品 6325 . 4 万美元，增长
15 . 4 倍。
受扩大开放、增加进口的政策利好，“长安

号”进口的商品种类也日渐丰富。5 月 11 日，
满载着 1066 吨 41 柜集装箱的乌兹别克斯坦
绿豆搭乘“长安号”返程班列，经过 4667 公里
的长途跋涉抵达西安。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绿

豆首次通过中亚班列整列进入我国内陆。
“出口和进口商品种类的进一步丰富，也

代表着中国和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贸易往
来中，初步找到了国内和中亚、欧洲市场的需
求和供给，让商贸对接更为有效，并形成良性
发展。”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卢山冰
说。

扩大开放：从每周一班到全

年千列

2015 年 1 月，西安小伙元朝辉成立了从
事面向中亚、俄罗斯跨境电商业务的西安丝
绸之路电子商务公司，并从 2017 年开始成为
“长安号”的用户。目前，他的公司已通过长安
号累计发送货物 134 . 83 吨，商品种类涵盖
鞋帽、五金、灯具、电器等。

元朝辉说：“‘长安号’开行频次增多，给跨
境电商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并使得货物品
种不断多元化。我们通过‘长安号+海外仓’的
模式解决了对中亚、俄罗斯跨境电商销售的
最大痛点——— 物流的时效及成本问题。配送
周期从 30 天缩短到 15 天，可以覆盖整个中
亚和俄罗斯地区。”

数据显示，“长安号”刚开通时，开行频次
只有一周一班。今年，西安国际港务区以全年
“长安号”开行千列为目标，仅在前 4 个月就
开行了 290 列，运送货物总重 30 . 35 万吨。

班列频次的飞速增长，得益于“长安号”
运营模式的创新。过去，“长安号”只有一家平
台公司来运营。目前，西安国际港务区以“一
线一企运营”为思路，让不同企业负责运营不
同的线路。

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主任孙艺民说：
“‘一线一企运营’的思路，将‘长安号’变为一个
开放共赢的平台，各企业结合自身优势形成
合力，吸引更多货源，形成更多的贸易往来。”

“‘长安号’开行 5 年来的变化，都反映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交往的融合度越
来越高，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会持续对外开
放的决心。”原陕西省检验检疫局局长徐华良
说。

从“长安号”货运清单透视“五通”成绩单

▲从塔什干出发、载有乌兹别克斯坦绿豆的中亚班列驶抵西安新筑车站
（5 月 11 日摄）。 新华社发（庄敬平摄）

●贸易货物品种从单一到

琳琅满目，开行数量从每周一

班到全年千列，“长安号”开行

5 年来的这些变化，反映着“‘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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