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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全宇 晏路

宁夏向西：
西北优势民族旅游

宁夏位于“丝绸之路”上，历史上

曾是东西部交通贸易的重要通道，作

为黄河流经的地区，这里同样有古老

悠久的黄河文明。但由于地处西北，

基础薄弱，面积小，人口稀少，始终在

全国城市发展和旅游事业的推进中

处于落后位置。

如今，随着旅游事业渐渐成为各

个地区提升城市品牌形象，增加城市

收入的一大服务亮点，宁夏也借西部

大开发的这一号角，定位于西部独具

特色的旅游和借助于中阿博览会向

中东穆斯林地区的国际旅游，一方面

弘扬回族特色文化，复兴西夏文化；

另一方面开辟穆斯林特色旅游项目；

坚持走民族化、特色化、国际化的旅

游路线。

2013 年世界穆斯林旅行商大会
在宁夏开幕，该大会是由国家旅游局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旨

在全面展示宁夏旅游资源，促进宁夏

特色鲜明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大

会期间，埃及、黎巴嫩、约旦、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阿联酋和东南亚等

20 多个国家政府官员和开展对华旅
游业务的主要旅行商参会，开展了一

系列全国穆斯林旅游商品设计大赛，

阿拉伯语服务人才选拔大赛等活动，

并对宁夏旅游资源和产品进行推介，

举行洽谈、项目签约等活动。共签订

各类旅游合作协议 圆愿项，其中亿元
以上旅游投资项目 圆 项，苑 家国外穆
斯林旅行社与宁夏旅行社企业签订

游客互换协议。为大会的主题“走进

美丽中国，畅游神奇宁夏”奠定了坚

实的发展基础。

宁夏已经在实施内陆开放型经

济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把宁夏建

成“五个中心”，其中之一就包括“国

际知名的休闲旅游中心”。这是自治

区政府和区旅游局高度重视的一个

核心内容，中阿博览会这一优势平台

的强力支持，为宁夏旅游的发展带来

了无限可能的空间。

宁夏旅游借助西部发展的脉搏，

明确定位，特色发展，配合国家旅游

局，敞开了面向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

地区的发展之路，使得宁夏旅游在

“向西开放，旅游先行”战略中迈出了

实质性的第一步。

2012年 5月 8日，在上海市黄浦区中华路某小区，一对中
年夫妇买菜归来，悠闲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待中年夫妇回到家

中，民警便敲开门，对中年夫妇进行询问，在确定中年男子名

叫夏辉时，民警说道：“你因涉嫌一起经济诈骗案，已被宁夏石

嘴山市大武口区公安分局列为网上逃犯，现在跟我们到派出

所接受调查吧。”随后，民警带走了夏辉。不久，夏辉被上海警

方移交宁夏警方。至此一起重大经济诈骗案宣布告破。

背井离乡成就梦想

夏辉家住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后洋村。外面的世界很精

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对于初中文化程度的夏辉来说，哪

里才是让他快速致富、成就梦想之地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老乡肖扬，通过肖扬认识了同

是老乡的陈凯、刘明。交往中得知肖扬与内蒙古某公司签订了

一份“联营合同书”，承包了一座煤矿的开采。夏辉此时的心情

可谓是：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雨。那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便

经常与肖扬、陈凯和刘明交往，套近乎。夏辉知道，肖扬就是他

的财神爷，靠近肖扬，他就离梦想更近一步。

肖扬和夏辉是同学，早夏辉几年来宁夏闯荡，2006年 8
月，肖扬与内蒙古某公司签订了一份“联营合同书”，承包了该

公司位于阿左旗宗别立镇一处煤矿的开采。近年来，煤炭销售

市场插手人多利润也可观，但资金占有量大。同其他人搞企业

包工程发大财一样，肖扬同样遇到资金短缺的问题，得知这一

情况后，夏辉迫不及待地找到了肖扬及合伙人陈凯和刘明，商

量入股一事。经过协商，四人最终达成协议，夏辉出资 300万
元，肖扬、陈凯、刘明三人各出资 100万元，共计 600万元，并
签订了合股经营协议。夏辉是最大的股东，此时夏辉的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他终于梦想成真了。

梦想破碎携款而逃

沉静在喜悦中的夏辉不知道，成就梦想不是这样容易的。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梦想破碎亦是如此简单，自己的大老板

梦竟是如此的短暂。

时间很快到了 2006年年底，在合伙经营 4个月生意后，
由于政策调整———政府集中整治煤炭资源市场，一些小型煤矿

经营停止，夏辉四人集资承包的煤矿被迫停产，该公司收回了

与肖扬签订的合同。夏辉的梦就这样破碎了，他一时间无法接

受这个事实：从打工仔变身为大老板，可大老板的瘾还没过够，

瞬间又回到原地。夏辉想不通，是命运在捉弄自己？还是他的命

本该如此？

辗转几年后，煤炭市场一直无法恢复，四个人的集资款还

在该公司。夏辉、肖扬、陈凯、刘明四人于 2011年 6月，来到该
公司与公司老板协商处理后事，该公司最终决定退还他们的

600万元集资款，并另外补偿 400万元，共计 1000万元。但由
于该公司也因煤炭资源市场整治受到影响，资金紧张，一时拿

不出这么多资金，只能让他们等待，等凑够资金再通知他们。

于是夏辉等四人离开了内蒙古，商量好等领钱的时候大家一

起去，此后便各自忙去了。

此时的夏辉，日子很不好过，那 300万的集资款，除了一
小部分是自己的，大部分都是从亲戚和朋友那里借来的。催债

的电话天天有，夏辉的电话卡换了又换，终日东藏西躲。这难

过的日子终于被一个电话打破，2011年 6月 21日，夏辉接到
去该公司领钱的电话，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公司，在得知公司

只通知了他一人来领钱时，夏辉心里打起了如意算盘。原本心

里落差就大的夏辉，面对这 1000万元的巨额资金，心生贪念，
他决定私吞这笔巨款。而肖扬此时不在宁夏，他委托陈凯代他

办理相关手续，但陈凯与刘明此时却不在石嘴山，夏辉决定不

通知他们，对该公司谎称当初签订的联营合同及相关文件全

部丢失，在获取信任后，夏辉写了一张收条，便独自将 1000万
元资金全部领走。 （下转第十六版）

开矿失利
诈骗千万元落网
马新平

2013年中国·银川 IBHF世界杯马术绕桶赛即将盛大开幕

梁长年 毛全宇 晏路 李玲玉

镜鉴

这是一支仅有 6个人的经侦队伍，仅 2012年这一年，这
支 6人队伍就破获各类经济案件 55起，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38名，挽回经济损失 600万余元。这一连串的数字足以证明，
这是一支有着坚强战斗力的队伍。

“说到警方紧缺，我们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而是‘一个

萝卜几个坑’。”大队长张晓峰向记者解释“警力是否紧缺”的

问题时笑言，“虽然如此，我们大队去年的接警数和破案数，与

前一年同比都是上升的。”在刚刚过去的 2012年，经侦大队共
接警 84起，比上年同期上升 63%；受理立案各类经济犯罪案
件 67起，比上年同期上升 55%；而大队的警员数却是比上年
减少了 1名。

2012年 4月下旬，大武口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就连续接
到多名群众报案，称一名叫江涛的男子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

以高额利息回报为诱饵，骗取受害人现金后逃匿，这起系列诈

骗案涉及资金超过 100万元，受害群众多达十余名。5月 4日，
在西安交大常春藤花园小区内，犯罪嫌疑人江涛落网，案件从

接手到侦破只用了十几天的时间。

公安部对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破案会

展”进行表彰奖励，大武口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荣获先进集

体，大队长张晓峰荣获先进个人。一个个荣誉，一枚枚勋章，凝

聚着这支经侦队伍顽强战斗、甘于奉献、创先争优的精神。

6人成就破案高手团队
———记全国公安“破案会展”先进集体、

大武口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

梁长年 范瑞宁 毛全宇

此次马术绕桶赛是继中阿博览

会后又一个将宁夏推上国际舞台的

盛举。相信此举将对推动银川市体

育、休闲健身运动起到良好开展。马

术绕桶赛不仅仅活跃和丰富了市民

们的体育文化生活，并且弘扬了马

术文化和马术精神。借助此次马术

绕桶赛，银川市将全力打造国际化

城市和运动休闲城市，并依托中阿

博览会奋力将银川市打造成为世界

穆斯林马术运动之都和加快推进了

“两个最适宜”城市的建设。

此次“2013年中国·银川 IBHF世
界杯马术绕桶赛”不仅仅可以带动每

一个市民都积极参与到休闲健身运动

中，还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马术。相信

在古尔邦节来临之际为宁夏百姓可以

营造出一个感受高端生活的盛宴。

当银川的市民们对中阿博览会

还“意犹未尽”的时候，银川市又迎来

了一个国际“盛宴”———“2013 年中
国·银川 IBHF世界杯马术绕桶赛”。
本次“中国·银川 IBHF世界杯马术
绕桶赛”（以下简称“马术绕桶赛”）将

于 2013 年 10月 14 日至 17日在宁
夏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举办，为期 4
天。IBHF世界杯马术绕桶赛是马术
运动的全球盛宴，此次落地中国，参

赛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加

拿大、中国、法国、匈牙利、意大利、墨

西哥、巴拿马、西班牙、瑞士、荷兰、委

内瑞拉、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巴拉

圭、乌拉圭、智利等。届时将有来自不

同大洲的 26个国家参赛，参赛人数
约 2400人（其中：参赛选手约 121
人，裁判员、国内外赛事组织官员、特

邀嘉宾、国内外媒体、记者、马童、团

体操表演等 2000余人），参赛马匹

121匹，世界名马 31匹，预估名马造
价过亿元。并且作为马术运动的一项

世界性赛事，本次马术绕桶赛将有中

央电视台体育频道通过六场赛事全

程实况播出，同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

区内电视台、广播、报纸、网络媒体为

主的近 30家传媒，强力推广，立体包
装，深度整合。更有中央电视台两位

名嘴韩乔生、蔡猛现场解说，为此次

马术绕桶赛亲临助阵。

现今越来越风靡中国的马术绕

桶赛是起源于美国西部乡村，是牛仔

们农闲时的一种娱乐游戏，随着这种

娱乐游戏的不断举行，渐渐的牛仔们

发现马术绕桶极具富有趣味性和竞

争性。它（马术绕桶）既锻炼了马匹的

灵活性和灵敏度，又提高了骑手的骑

乘水平和心理素质。因此参与和喜欢

的人越来越多，逐渐的这种娱乐游戏

就发展成为一种赛事。参与者一身西

部牛仔打扮，驾驭着骏马在半块足球

场大小的场地上围绕着 3个油桶尽
情地驰骋，以用时最少的一方为胜

利。此前马术绕桶赛在中国也有所开

展，直到 2008年 4月，中国的马术绕
桶界才真正和绕桶赛的专业机构

NBHA联系上。在 2008年末，中国马
术绕桶赛第一次参加了在意大利维

罗纳举行的绕桶赛世界杯，在众多的

马术项目中，绕桶赛是最适合在中国

开展的一个。

西部牛仔游戏掀起全民运动新时尚

由 IBHF（国

际绕桶联盟）、

国家体育总局

自行车击剑运

动管理中心、中

央电视台体育

中心、中国马术

协会、宁夏回族

自治区体育局、

银川市人民政

府联合举办的

“2013年中国·

银川 IBHF 世

界杯马术绕桶”

赛将于 2013年

10 月 14 日在

银川市贺兰山

体育场盛大开

幕。

竞技项目起源于牛仔们的农闲游戏

继中阿博览会后的又一国际“盛宴”

全民运动让运动引领银川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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