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日總理專機抵達倫敦時，李克強
與夫人程虹面帶微笑步下旋梯。程虹
身穿剪裁得體的灰色套裙，搭配小立
領白色襯衫，加上簡潔的髮式和優雅
的妝容，整體風格呈現出內斂、端莊
的學者風範。昨日在溫莎堡與英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見面，程虹則換上藍色
花紋禮服，衣着莊重得體，為她爭取
不少分數。

程虹是高校外語系教授，翻譯過多
本英語文學著作。訪英期間，更顯示
出她流利的英文水平。通過視頻可以

看到，程虹與英方人員的交談十分自
如，無需隨員翻譯。

幾位中國兒童也來到希斯路機場迎
接總理夫婦。程虹看到小朋友，十分
開心。只見她接過小
朋友送上的鮮花，摟
住小朋友的臉親了又
親，場面格外溫馨。

■記者劉凝哲

端莊內斂 程虹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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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 BP與中海油簽署為期20年、約200
億美元的液化天然氣（LNG）供應
協議

■ 殼牌與中海油：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金融：
■ 中國建設銀行被指定為倫敦人民幣
清算中心

■ 歐擎集團在英國開設其首家海外運

營機構
■ 中國民生投資公司計劃在倫敦設立
歐洲總部，擬投資15億美元

投資：
■ 中廣核集團和中核工業集團同意為
欣克利角C核電站（Hinkley Point
C）提供資金

■ 討論中國投資連接英國北部和倫敦
的HS2高速鐵路網

記者 劉凝哲 整理

神根簽證（Schengen Visa）是指簽署
《神根協定》的歐洲國家所發出的簽證。
《神根協定》於1985年6月14日由法國、
德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5國在盧森
堡小鎮神根簽署。據此協定，任何一個神
根成員國簽發的簽證，在所有其他成員國
也被視作有效，而無需另外申請簽證。
目前神根成員國增加到26個，包括：奧

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
國、冰島、意大利、希臘、盧森堡、荷
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匈牙
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波
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
立陶宛、馬耳他、瑞士和列
支敦士登。

■實習記者張聰整理

神根簽證 可遊26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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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張聰綜合報
道）為了吸引更多中國遊客赴英，英國
內政大臣特蕾莎．梅（Theresa May）昨
日宣佈，英國將全面簡化中國遊客申請
赴英手續，包括可用單一表格同時辦理
英國簽證和進入歐盟26國的神根簽證等
在內的多項舉措，另外，「24小時特快
簽證服務」將在8月份推出，而持有愛爾
蘭旅遊簽證的中國人進入英國也可獲免
簽。她指出，去年英國簡化對中國人的
簽證已為英國增加了40%的中國遊客。

網上可申辦赴英簽證
針對普通的個人申請，特蕾莎．梅表

示，本月晚些時候會在中國試驗新的申
請服務，「中國人申請時遇到提問會有
翻譯，問題也會更直觀，且只問必須的
問題。屆時，不管是在手機、平板電腦
還是台式電腦上，申請操作都將很容易
完成。」
據BBC報道，由於英國沒有加入《神
根協定》，所以中國遊客到英國需要單
獨申請簽證。英國的旅遊行業、奢侈品
行業等組成的聯盟認為，英國簽證申請
程序繁瑣複雜，等待時間漫長，影響中
國遊客和商務人士到英國來，而法國、
德國、意大利等憑借神根簽證，吸引了
眾多中國遊客前往，這使英國相關行業
每年造成了高達12億英鎊的損失，所以
該聯盟一直在推動政府出台能和神根簽
證「綁定」的政策。

簡化對華簽證 綁定神根

中英簽千五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綜合

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展開

訪英行程，先後拜會英國女王伊麗

莎白二世，同卡梅倫首相舉行中英

總理年度會晤。兩國領導人見證雙方40多個政府合作協議和企業商

業合同的簽署，總金額逾140億英鎊（約1,841億港元）。歐洲石油

業巨頭、英國石油公司（BP）首席執行官達德利（Bob Dudley）同

日宣布，BP與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海油）簽訂為期20年、約

200億美元（約1,560億港元）的液化天然氣（LNG）供應協議。

BP向華供氣20年 兩國逾40協議共涉及1840億元
天然氣大單

中英將簽署40多個政府間協議和商業
協議，涉及能源、投資、文教、高

科技、金融等諸多領域，總金額為歷年
之最。此外，中英還將討論中國對英國
HS2高鐵項目和英國核領域的投資。
能源合作或成為李克強訪英期間簽下
的「最大單」。據英國天空新聞報道，
BP和英荷殼牌石油公司均與中國企業簽
署協議。其中BP長期供應LNG的協議將
是中國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協議之一，
殼牌將公佈與中海油的戰略合作框架協
議，涉及在LNG和其他全球項目方面的
合作。

殼牌中海油開發頁岩氣
據路透社報道，在莫斯科出席世界石油

大會的達德利昨日表示，將在倫敦與中海
油簽訂價值約200億美元LNG協議，這一
總額明顯高於此前傳聞中的逾50億英鎊
（約657億港元）規模。「這是一項為期
20年的200億美元液化天然氣協議，是一
筆大生意，價格對雙方都很公道。」他並
說，根據協議，英國石油公司將每年向中
海油提供多達150萬噸液化天然氣，輸送
給中國的東南部地區。
此外，殼牌和中海油的結盟將鞏固雙
方的合作關係。此前，殼牌和中海油已
經就南海鶯歌海盆地簽署了3份關於產量
分成的合同。同時，殼牌也正在與中石
油合作，共同開發中國的頁岩氣。

建行成倫敦人幣清算銀行
中英並在金融合作領域有所突破。英

國《金融時報》消息稱，中國建設銀行
已被指定為倫敦人民幣清算中心，李克
強訪英期間就將正式宣佈這項委任。建
行肩負倫敦人民幣清算中心重任填補了
英國人民幣交易的一個空白，也將進一
步鞏固倫敦作為全球外匯交易中心的地
位。

民生投資倫敦設歐洲總部
此 外 ， 中 國 的 歐 擎 集 團 （Nord

Engine）將於今年晚些時候在英國開設
其首家海外運營機構，並將安排至多1.5
億英鎊投資於英國及歐洲中小企業。中
國最大的民營投資集團—中國民生投資
公司計劃在倫敦設立歐洲總部，準備投
資15億美元。

中企投資英核電站
另一項重頭戲，是中國將增加對英國

重要基礎設施的投資。去年10月卡梅倫
訪華時，英國宣佈中英達成協議，允許
中國企業投資英國的核電站。英中貿易
協會主席詹誠信（Lord Sassoon）表示，
核電投資方面的談判將繼續保持積極勢
頭。「中國人完全理解，（除了英國）
世界上沒有一個經濟大國會允許投資核
電那麼敏感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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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能源冷戰」格局

中英經貿合作重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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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訪英期
間，中英兩國企業
簽訂巨額的液化天
然氣（LNG）供應
協議。中國人民大
學國際能源戰略研
究中心主任、國家
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許勤華就此向
本報表示，與英國石油巨頭BP在清潔能
源領域的合作，符合中國能源戰略重
點，同時有利於中國企業發展和學習。
從國際政治角度看，在中俄簽訂能源大
單、烏克蘭危機等背景下，此舉巧妙化
解所謂的「能源冷戰」格局，可謂「一
石多鳥」。
許勤華表示，雖然中俄簽下大單，但

與中英合作並不衝突，「中國市場很
大，可以消化」。「中英能源合作，對
中國的能源政治來說是利好」，許勤華
說，此前中俄能源大單，從經濟利益角
度來說是雙贏，但從國際政治角度來
說，中國不能算是完全的贏家。在烏克
蘭危機背景下，從某種意義上看，中俄

被能源大單綁到
一條船上，這甚
至被西方國家形
容為「能源冷
戰」。中英此番
合作，則巧妙化
解這一局勢，
「在國際上保持
着一種平衡」。

有利中國企業成長
此次中英能源合作，中方相關企業是

中海油。許勤華表示，與中石油、中石
化相比，中海油一直是「三桶油」中的
「小老弟」，通過與公認為歷史悠久的
國際巨頭BP合作，可以學習發展和管理
模式，有利於中國企業的成長。
許勤華說，在大能源時代，能源權表現

出多元化態勢，中國作為最大的市場，已
可撼動世界能源格局。以前，中國通過外
交獲取能源；如今，中國通過能源的消費
權換取更多東西。這是一種
實力的體現，顯示出中國開
始真正運用明確的對外能源
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李克強
當地時間17日上午在溫莎堡會見英國
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雙方進行了親切
友好的交談。
昨日當李克強車隊到達時，安德魯
王子在大廳外等候。李克強到訪之
際，城堡仍然照舊對遊客開放。遊客
們從遠處目睹了李克強到訪，欣賞軍

樂隊演奏樂曲。

歡迎英國王室訪華
李克強首先轉達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對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的誠摯問候和
良好祝願。李克強指出，中方願同英
方一道，推動中英關係不斷取得更好
更快的發展，為兩國人民帶來更大福

祉。他並表示歡迎英國王室成員多到
中國走一走，看一看，為促進中英關
係發展、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發
揮積極作用。
伊麗莎白二世女王歡迎李克強訪

英，並請他轉達對習近平主席的親切
問候。女王愉快地回憶起1986年訪華
時的情景，稱中國之行給她留下深刻
印象。她說，自她訪華以來，中國發
生了巨大變化，英中關係也得到很大
發展。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和遊客
來英求學、觀光。兩國青年人加強交
往，將有助於他們開拓視野，增進相
互了解和友誼。

卡梅倫：中英關係堅實
此外，英國首相卡梅倫昨日在倫敦

唐寧街會見到訪的李克強時說，他希
望加強英國同中國之間的關係。他
說，英中兩國的關係「非常堅實」，
而李克強的訪問為把兩國關係「提高
到一個新的水平」提供了機會。李克
強在會談開始時通過翻譯告訴卡梅
倫，「你和我，中國和英國人民，都
有着加強合作的強烈願望。」

■■倫敦龐德街到處可見中倫敦龐德街到處可見中
國遊客國遊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克強在卡梅倫陪同下檢閱儀仗隊李克強在卡梅倫陪同下檢閱儀仗隊。。 路透社路透社

■■英女王次子安德魯王子陪同英女王次子安德魯王子陪同
會見李克強一行會見李克強一行。。 美聯社美聯社

■■英國石油巨頭英國石油巨頭BPBP與中海油簽定與中海油簽定
千五億天然氣大單千五億天然氣大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克強同卡梅倫舉行中英李克強同卡梅倫舉行中英
總理年度會晤總理年度會晤。。 美聯社美聯社

■■英女王昨日在英女王昨日在
溫莎堡與李克強溫莎堡與李克強
夫婦會晤夫婦會晤。。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