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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高級幹部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

大馬沉船獲救華客全部回國

內陸核電站前期選址湘鄂贛
「十三五」期間有望開工 有能力保障安全運行

中國滯印度23船員 料近期可返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道）中國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副

局長、國家原子能機構副主任王毅

韌近日接受內地媒體訪問時表示，

中國內陸核電站已開展前期工作的

場址包括湖南的桃花江、湖北的咸

寧、江西的彭澤等，「十三五」期

間有望開工建設內陸核電站。到

2020年，中國核電運行和在建裝機

將達到8,800萬千瓦。

王毅韌解析內陸核電要點
■必要性
內陸經濟加速發展，能源需求提升，因此
內陸也需要興建核電站。

■安全性
不存在「建在內陸就不安全」，世界上大
部分核電站都是建在海嘯、颱風影響基本
可以忽略的內地，小部分在沿海。

■後處理技術性
「十三五」期間，中國將分三個步驟加強
乏燃料後處理的技術攻關。

來源：中通社

「天舟一號」運抵海南
料4月升空

他並介紹稱，中國的核電技術已經發
展到第三代，安全性有了更大提

升，一旦出現核事故它會封閉在廠區和反
應堆以內，有能力保障內陸核電站安全運
行。
據央廣網報道，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
國際能源署聯合預測稱，到2050年，全
球核電發電量將在現有基礎上翻番，發電
比例將達世界發電總量的17%。王毅韌表
示，目前中國核電在發電總量中的比重僅
佔3%左右，遠低於全球11%的平均水
平。因此，要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高效
發展核電。
王毅韌透露，中國《「十三五」核工業
發展規劃》、《「十三五」核能開發科研
規劃》、《「十三五」軍工核設施退役及
放射性廢物治理規劃》、《「十三五」軍
工核安全規劃》、《「十三五」國家核應
急規劃》均已正式印發。

沿海將建核燃料產業園
據悉，目前中國的核電站主要分佈在遼

寧、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
西等沿海城市，正在運營核電機組 35
台，3,365萬千瓦，僅次於美國、法國、
俄羅斯。在建核電機組21台，2,390萬千
瓦，在建規模世界第一。現有核燃料循環
產能主要分佈在西部，距離核電站較遠。
王毅韌表示，這一佈局需要優化。為此，
國家原子能機構積極推進在核電相對集中
的沿海地區建設核燃料產業園，打造「一
站式」核燃料元件生產供應基地。十三
五」期間將重點開展產業園選址工作。他
說，「我們將及時總結經驗教訓，着力防
範化解重大項目『鄰避效應』，提高公眾
接受度。」
另據王毅韌介紹，到2020年，中國核

電運行裝機將達到5,800萬千瓦，在建裝

機將達到3,000萬千瓦。中國核工業將實
施以示範快堆為代表的先進核能系統工
程、乏燃料後處理科研專項、空間核動力
科技示範工程等一批重大項目，解決長期
制約中國核工業跨越式發展的瓶頸短板。

推動全產業鏈「走出去」
此外，中國已將海上核動力浮動平台列

入國防科技工業「十三五」規劃和核工業
發展「十三五」規劃，目前已開展相關標
準研究和關鍵技術攻關。
在推動核工業「走出去」方面，核工業
「十三五」規劃提出，將不斷深化核領域
國際交流合作，積極推動中國全產業鏈
「走出去」，主動引導核領域國際規則和
標準制定，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

技術已發展至第三代
針對民眾對核電站安全性的擔憂，王毅

韌表示，中國的核電技
術已發展至第三代，安全
性能有了更大的提升。一
旦出現核事故它會封閉在廠區和反應堆
內，這為核能的發展又上了一把安全鎖。
現在世界上400多台核電站，大部分建在
海嘯、颱風影響基本可以忽略的內地，小
部分在沿海，核電站建在沿海符合安全要
求，在內地也一樣，不存在內地建核電站
不安全的問題。目前，內陸已經開展核電
站前期工作的場址包括湖南的桃花江，湖
北的咸寧，江西的彭澤等。
王毅韌表示，日本福島核電站地震後的

後遺症之所以如此嚴重，主要是因為應急
處置不當。在「十三五」期間，中國將加
快退役治理進程，消除安全隱患。完善放
射性廢物治理能力體系，實施「廢物入
庫」行動，基本實現已處理放射性廢物安
全處置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省部級
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六中全會
精神專題研討班昨日上午在中央黨校開
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

話強調，黨中央決定舉辦這期研討班，
目的是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這個層面
把全會精神理解深、理解透，以省部級
主要領導幹部思想到位、行動對標帶動
全黨貫徹落實，以解決突出問題為突破
口和主抓手，推動全會精神落到實處。
他強調，黨的高級幹部要注重提高政治
能力，使自己的政治能力與擔任的領導
職責相匹配。

講政治是補鈣壯骨根本保證
習近平強調，歷史經驗表明，我們黨作
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旗幟鮮明講政
治，嚴肅認真開展黨內政治生活。講政
治，是我們黨補鈣壯骨、強身健體的根本
保證，是我們黨培養自我革命勇氣、增強

自我淨化能力、提高排毒殺菌政治免疫
力的根本途徑。黨的高級幹部要注重提高
政治能力，牢固樹立政治理想，正確把握
政治方向，堅定站穩政治立場，嚴格遵守
政治紀律，加強政治歷練，積累政治經
驗，自覺把講政治貫穿於黨性鍛煉全過
程，使自己的政治能力與擔任的領導職責
相匹配。
習近平指出，新形勢下加強和規範黨內

政治生活，要着力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
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鬥性。他指
出，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加強自
律、慎獨慎微，經常對照黨章檢查自己的
言行，加強黨性修養，陶冶道德情操，永
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對領導幹部特別是
高級幹部來說，加強自律關鍵是在私底

下、無人時、細微處能否做到慎獨慎微，
始終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增強政治定
力、紀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
終不放縱、不越軌、不逾矩。

在選人用人上守住原則
習近平強調，領導幹部嚴格自律，要注

重自覺同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作鬥爭，從
自己做起，從身邊人管起，從最近身的地
方構築起預防和抵制特權的防護網。領導
幹部嚴格自律，要注重在選人用人上把好
方向、守住原則，堅持黨管幹部原則，帶
頭執行黨的幹部政策，堅決糾正各種不正
之風。領導幹部嚴格自律，要注重防範被
利益集團「圍獵」，堅持公正用權、謹慎
用權、依法用權，堅持交往有原則、有界

限、有規矩。領導幹部嚴格自律，要注重
自覺主動接受監督，對黨忠誠老實，黨
員、幹部決不能以任何藉口而拒絕監督，
黨組織也決不能以任何理由而放鬆監督。
習近平強調，各級黨委和領導幹部要

擔負起政治責任和領導責任，使貫徹
《準則》、《條例》成為每一個黨組
織、每一名黨員的自覺行動。領導幹部
特別是一把手要親自抓、親自管，確保
貫徹落實不走偏、不走樣。各級黨組織
要加強檢查和考核，及時發現和解決問
題，嚴格落實執紀問責，完善抓落實的
長效機制。高級幹部要以身作則、率先
垂範，凡是要求黨員、幹部做到的自己
必須首先做到，凡是要求黨員、幹部不
做的自己必須首先不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田雯及中新社
報道，中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館昨日表
示，總領館注意到近日媒體對「聯合狄米
特」號（媒體稱「聯合女神」號）23名船
員滯留印度霍爾迪亞港口的有關報道，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相關問題的處理已取得
進展，船員近期可返回國內。
據報道，中國江蘇一艘名為「聯合
女神」號的萬噸貨輪最近在印度被扣
押，船上23名船員被困在當地一個港口
內一個多月時間，生活困難。船長向外
界發出求助信息，希望船員們能夠盡快
回家。
據中國駐加爾各答總領館介紹，目

前，在江蘇省有關政府部門積極協調
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相關問題的處
理已取得進展，相信上述船員近期可返
回國內。

經營方欠12萬美元油款
本報記者向負責「聯合女神」號船員

派遣的南京遠騰船務有限公司了解到，
去年7月，載有2萬多噸貨物的「聯合女
神」號從江蘇南通港口出發前往印度，
12月14日抵達印度霍爾迪亞港外錨地。
因該船經營人「南京遠浩船務公司」
承租的其他船隻在海外業務上拖欠國外
油商12萬美元的加油款，致使「聯合女
神」號承擔連帶責任而被印度孟買高
等法院扣押，至今已在印度港口被困
近50天。
遠騰船務調配部經理韓磊解釋說：

「因為航運上有規定，船上必須留有至
少17名船員值守，所以他們23人都沒法
回來。」
韓磊透露說：「這艘船上的人員工資加

伙食費，平均一天約為2,000美元，被扣
押的天數也是計算工資的，這些工資應由
遠浩公司支付給我們公司，再由我們發放
給船員。但是遠浩欠了債務，也拿不出這
些工資。」
遠騰公司總經理周卓平表示，從船被

扣到現在，他們一直嘗試與遠浩公司聯
絡，但其負責人劉洪良始終不露面，南
京公司也已人去樓空。
他續說：「有的船員家庭也比較困

難，他們的家屬來我們這裡要說法，我
們已先行墊付了幾十萬元人民幣工資出
去，也安撫家屬情緒。媒體報道的遠浩
公司破產，其實只是他們在香港註冊
的、負責海外業務的子公司 Tranvast
Holdings limited破產了，在境內的母公
司並沒有破產，他們應該出面來解決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天舟
一號」貨運飛船昨日安全運抵海南文昌航
天發射場，計劃在4月中下旬由「長征七
號」運載火箭發射升空，實現「太空快
遞」。
「天舟一號」是中國自主研製的首艘貨

運飛船，採用兩艙構型，由貨物艙和推進
艙組成，總長10.6米，艙體最大直徑3.35
米，太陽帆板展開後最大寬度14.9米，起
飛重量約13噸，物資上行能力約6噸，推
進劑補加能力約為2噸，具備獨立飛行3個
月的能力。
「天舟一號」具有與「天宮二號」空間
實驗室交會對接、實施推進劑在軌補加、
開展空間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等功能。中
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王兆耀此前受
訪時說，它主要承擔運送消耗物品。
2017年1月，「天舟一號」通過出廠評

審；2月5日，「天舟一號」從天津港啟
程，經過了約一周的海陸運輸。
據介紹，目前海南文昌發射場設施設備狀

態良好，各項準備工作有序進行。按計劃，
「天舟一號」將進行發射場區總裝和測試工
作，發射「天舟一號」的「長征七號遙二火
箭」將於3月中旬運抵發射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隨着最
後4名中國遊客及其親屬昨天早上啟程返
回中國，大馬沙巴沉船事故中獲救的20名

中國遊客已全部順利回國。
另外，馬來西亞海事部門昨日表示，

針對5名失蹤人員的海上搜索仍然在繼

續。
中國駐哥打基納巴盧總領事陳佩潔、使

領館工作人員及沙巴州旅遊、文化與環境
部助理部長彭育明等前往機場送行。據了
解，所有獲救遊客及家屬都已委託律師處
理相關善後賠償事宜。涉事船東將於本月

28日受審。
1月28日，一艘載有28名中國乘客和3
名船員的遊船在沙巴州附近海域翻沉，其
中20名遊客和兩名船員獲救，目前已確認
4名遊客遇難，仍有4名中國遊客和1名船
員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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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遠騰船務有限公司調配部經理韓磊
(左)及總經理周卓平。 記者田雯攝

■■2323名內地船員向外界發出求助信名內地船員向外界發出求助信
息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東北第一座核電站及最大的能源投東北第一座核電站及最大的能源投
資項目資項目——紅沿河核電一期工程已全面紅沿河核電一期工程已全面
建成建成。。圖為工作人員在紅沿河核電站圖為工作人員在紅沿河核電站22
號機組主控室內巡視號機組主控室內巡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毅韌王毅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習近平在習近平在
專題研討班專題研討班
開班式上發開班式上發
表 重 要 講表 重 要 講
話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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