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層警戒護航 安裝難度空前
歷時3年多的港珠澳大橋海隧沉管「深海

之吻」進入收官戰。中交港珠澳大橋島隧工
程項目部有關負責人表示，由於每節沉管的
浮運相當於一艘「沒有動力的航母」，加上

途經日均數千艘船舶出入的航道，因此每次除了6艘各具
有6,000匹拖力的大馬力拖輪外，還有10多艘海巡船、過
百海事人員實施「三層警戒」護航。而且，由於7日啟程
的首節曲線段E33沉管要與東人工島對接，其安裝將達到
空前的難度。

E33沉管在7日上午正式啟程，由兩艘巨大安裝船及6到8艘
大馬力拖輪組成「浮運編隊」。而由於要經過繁忙的珠江口伶
仃航道，廣州海事部門在浮運編隊周圍出動10艘海巡船、100
多名海事工作人員設置「核心保護區—200米中心—外圍1海
里」三層警戒線，並在安裝區域進行24小時的四角巡航。

排水量超過遼寧艦
大橋島隧工程項目部有關負責人稱，每節沉管浮在水中

時，其排水量約75,000噸，比航母遼寧艦的67,500噸排水
量還要大，因此要控制其在事先挖好的一條約240米寬的
水槽內前進，「有些地方海水太淺，並不滿足沉管的吃水深
度」。而即使有6到8艘各具有6,000匹拖力的大馬力拖輪拖
着沉管，一旦用的力不對而偏離這個航道，沉管就會擱淺在
海上。為了控制沉管不偏離航道，該項目部專門為浮運開發
了軟件「沉放駁的控制系統」，能顯示沉管與航道的相對位
置。「而且，一個沉管從預製廠深塢出來浮運，到完成對
接，必須全天候不間斷施工」。

該負責人還坦言，即將安裝的E33沉管是島隧工程的首
節曲線形沉管，位於與東人工島的對接處，該位置水深最
淺，現代化的裝備無法在此進行基床鋪設，只能靠潛水員
施工，工作效率大大降低；而鋪設時間長，受海流影響，
回淤問題加劇。加上颱風可能帶來的天氣問題，綜合各種
因素來看，E33安裝將達到空前的難度。

■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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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東人工島「開門」對接海隧

IMF倡中國推房產稅控樓價
指一線城市漲勢不可持續 需慎處信貸擴張

菲暫停與美軍聯巡南海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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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央行
副行長易綱當地時間6日在美國華盛頓出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2016
年秋季年會時表示，中國經濟比此前更穩
定，中國將繼續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貢獻。
易綱當天出席有關活動時表示，中國的

GDP增速目前仍保持在6.5%-7%，就業情
況良好，中國經濟呈現多個積極變化。總體
而言，中國經濟比此前更加穩定。他對中國
經濟保持穩定有信心。

續促經濟轉向以消費為主導
易綱表示，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始終為

全球經濟增長作出重要貢獻。過去5年中，
中 國 經 濟 增 量 佔 全 球 經 濟 增 量 的
25%-30%，中國經濟的轉型將繼續為全球
經濟增長提供動力。易綱表示，中國將繼續
使用貨幣、財政和結構改革政策促進基礎建
設投資，並將中國經濟向以消費為導向轉
型，在去年和今年，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
貢獻已達70%，「這是巨大的成功」。
談及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等問題時，易綱表

示，他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他認為自由貿
易對全人類有益。不過自由貿易和全球化也
引發了一系列問題，比如發展不均衡、收入
分配不均衡等，這也是去全球化和貿易保護
主義情緒蔓延的原因。他表示，解決這些問
題需要靠「包容性」增長。

■易綱表示，中國經濟轉型將繼續為世界經
濟增長提供動力。 新華社

國慶黃金周，中國多地對狂奔的樓
市踩下剎車掣。9月30日至10月6

日短短7天內，已有19個城市出台限
購、限貸等樓市調控政策。自9月30日
晚北京率先加碼限貸後，天津、蘇州、
鄭州、成都、濟南、無錫、合肥、武
漢、深圳等近期樓價猛漲的城市也相繼
出台了力度不一的限制性調控政策。

信貸增長過快不利中期經濟
IMF亞太部表示，近年來在中國各大一
線城市房地產價格一路飆升，出現供不應
求的現象。針對房地產價格的巨大波動，
中國政府已經採取了相關措施，着手調整
關於按揭貸款買房的相關規定。
IMF認為，當前樓價的態勢是不可持

續的，控制一線城市樓價一味上漲十分
有必要，總裁Changyong Rhee建議中
國出台房產稅，在增加稅收的同時能夠
控制樓價的繼續上升。但是，調整樓價
是一項結構性措施，始終需要一定時間
進行調整，不能夠一蹴而就。
IMF亞太部同樣就中國房地產領域的

信貸擴張問題提出了建議。中國的經濟
增長率已經超過了IMF在4月份提出的
預期值，達到了民意增長率的兩倍，這
主要就是信貸擴張帶來的問題。雖然中
國的情況極為特殊，但鑒於其他國家的
歷史經驗，IMF建議中國盡早建立預警
機制，放緩經濟增長，謹慎處理信貸擴
張問題。
IMF亞太部主任李昌鏞當天在新聞發

佈會上警告，信貸增長過快、房地產市
場調整和國企改革緩慢可能會給中期經
濟增長帶來風險。
在中國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

嚴躍進看來，收緊政策將強化近期購房
者的政策預期，部分還沒有收緊的省會
城市近期購房需求會積極釋放，導致量
價齊升。他預計政策的真正效應將在明
年出現，2017年二季度部分城市或將量
價齊跌。但「此類市場拐點是周期性
的，而非樓市實質性的下跌。」

專家：增供土地 拿捏好政策力度
分析人士認為，要切實抑制樓價過快

上漲，需要解決兩大難題。一是如何在
土地供應上多出實招。分析人士認為，

當前調控樓市的關鍵在於扭轉恐慌性購
房預期，故增加充足的土地供應是關鍵
一步。
中國指數研究院指數研究總監白彥軍

認為，熱點城市應主動公佈土地儲備和
供應計劃，引導市場預期，抑制短期市
場波動。對去庫存壓力較大的三四線城
市，應執行區別於熱點城市的支持政
策，引導信貸資金合理配置。
二是如何妥善拿捏政策力度。考慮到

庫存高企的城市仍會有炒樓需求，未來
或有更多城市跟進收緊樓市調控，政策
力度也將不斷強化。但在經濟下行壓力
猶存背景下，如何適時適度調控樓市，
不致因「用力過猛」給經濟帶來新的難
題，將是對官方智慧和能力的考驗。

■IMF■IMF亞太部認為亞太部認為，，中國應採取謹慎的行政措施控制當中國應採取謹慎的行政措施控制當
前樓價前樓價。。圖為山西太原市民選購商品房圖為山西太原市民選購商品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薩納昨日證實，
根據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指令，菲律賓當局已正式通知美國方面，
暫停菲美兩國軍隊在南海聯合巡邏的計劃。洛倫薩納當天對媒體透
露，他本月初在美國夏威夷時把菲方的有關決定轉達給了美軍太平洋
司令部司令，美國政府也已知悉，菲美在南海聯合巡邏的計劃目前已
暫停。

中菲副外長在北京會談
另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10月6日在北

京同菲律賓副外長馬納羅舉行會談，雙方就中菲關係總體情況包括加
強各領域雙邊合作交換了意見。
澎湃新聞昨日消息稱，此前曾有外媒披露，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將

於10月20日至21日對中國進行為期兩天的正式訪問。

王毅：中方拉美合作不設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當地時間6日
在拉巴斯會見到訪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王毅表示，中國堅定支持拉
美一體化進程，中方與包括玻利維亞在內的拉美國家開展合作，尊重
對方國家主權和人民選擇，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
莫拉萊斯表示，玻中是地緣政治夥伴，兩國執政理念存在廣泛共同

點。玻政府和人民敬仰中國發展成就，讚賞中國對全球發展事業的莊
嚴承諾，感謝中方為玻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的支持和幫助。玻國土、人
口雖然有限，但願意成為中國人民奮鬥前進的夥伴，進一步密切同中
國具有戰略意義的關係，深化經貿、投資、能源資源、基礎設施、公
共安全等領域合作，共同推進拉美地區一體化和區域互聯互通。

支持拉美一體化進程
王毅向莫拉萊斯轉達了習近平主席的親切問候。王毅表示，中玻有

許多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中方堅定支持玻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
道路，將積極推進兩國各領域務實合作，助力玻發展加工業，提高玻
產品附加值，增強自主發展能力，推動中玻關係保持高水平發展。
王毅強調，中國堅定支持拉美一體化進程，積極推進中拉整體合

作。中國同包括玻在內的拉美國家開展合作，始終尊重對方國家主權
和人民選擇，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符合拉美國家自身發展需要。中
拉合作持續健康發展，有利於增強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促進世界和
平與發展事業。

■玻利維亞
總統莫拉萊
斯 會 見 王
毅。

新華社

奧巴馬任內盡力完成中美投協談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財政部長
雅各布．盧6日表示，奧巴馬政府將盡力在本屆
任期內完成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

目前是最佳時機
雅各布．盧當天在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

究所舉行的對話會上表示，今年中美雙方在戰略
與經濟對話、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期間就雙邊投
資協定進行了密集磋商，目前談判仍在進行中。
他認為，要最終完成談判，雙方必須在雙向市場

準入領域交換有意義的出價，達成高品質的投資
協定。
雅各布．盧表示，儘管奧巴馬政府本屆任期所

剩時間不多，但現在是推動雙邊投資協定談判的
最佳時機，奧巴馬政府將繼續在餘下任期內盡力
推進談判，即使不能完成談判，也會盡可能地接
近完成談判。
中美雙方於近期交換了第三次負面清單改進出

價，確認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取得重大成果。雙方
同時承諾將進一步推進談判，以達成一項互利共

贏、高水準的投資協定。

獲參院批准機會微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曾擔任奧

巴馬總統國際經濟事務特別助理的羅里．麥克法
夸爾表示，他預計在奧巴馬離任前可能還會有超
過一輪的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因為盡可能地接近
完成談判符合中美雙方利益，這樣也可以讓雙邊
投資協定至少達到美國參議院審議的標準。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認為，

在當前的美國政治環境下，中美投資協定要獲得
美國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批准將非常困難，但這
樣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
報道）隨着港珠澳大橋首節曲線段沉
管（E33）7日啟程浮運，與之對接的
大橋東人工島也打開「大門」，等待
最後的5節曲線段沉管自東向西安裝。
中交港珠澳大橋島隧工程項目部有關
負責人透露，目前最後一節沉管的預
製近日即將全面完成，預計最快於今
年底完成全部沉管安裝，實現長5,664
米的整條海底隧道全線貫通。

島隧主體工程料明年完工
港珠澳大橋海底隧道由33節沉管拼

裝而成，目前自西人工島起由西向
東，已完成E1至E28直線段沉管安
裝；剩餘的5節全部屬曲線段沉管，並
將從連接東人工島的最後第 33 節
（E33）倒序安裝，最終將在E29與
E30之間進行終極對接，形成全球規模
最大的海上沉管隧道。
大橋島隧工程項目部有關負責人表

示，最後一節沉管的預製近日即將全
面完成，所有沉管預製重量逾230萬
噸，創世界之最。而最近沉管「最終
接頭」的鋼殼混凝土隔艙模擬灌注、
鋼接頭混凝土壓力泌水灌注、基底後
注漿定量滲透工藝等一系列試驗也完

成，為今年底實現整條海隧的沉管
「終極對接」奠定了堅實基礎。
同時，島隧工程的東、西人工島現

時也全面進入收尾階段，與大橋主體
橋樑工程實現「橋隧轉換」的施工已
經完成。據設計，東、西人工島長度
均為625米，最寬處分別為183米、
225米，採用「蠔貝」外形，全島施工
總面積均達10萬平方米左右。
上述負責人透露，目前東、西人工島
的島面工程包括護岸、房建、碼頭、電纜
等施工接近尾聲。明年上半年大橋海中人
工島和海底隧道的主體工程有望完工。

西島東島功能定位各不同
上述負責人透露，兩島建築將以船

型姿態遙相對開，設計為「海上大郵
輪」形象，但兩座島功能定位不同：
西島主體建築高3層，其功能以橋樑的
養護服務及辦公為主。而東島主體建
築高4層，擬建設集交通、管理、服
務、救援和觀光功能為一體的綜合運
營中心，且開放遊客觀景攬勝功能。
譬如東島向東毗鄰香港大嶼山及香港
機場，向南為中華白海豚自然保護
區，可近距離觀賞飛機衝天、白海豚
嬉戲、航海巨輪穿梭等景象。

■■港珠澳大橋首節曲線段沉管港珠澳大橋首節曲線段沉管EE3333在在77日啟程日啟程
浮運浮運。。圖為沉管安裝船圖為沉管安裝船。。 記者方俊明記者方俊明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