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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門核電機組熱試完畢 擬月底前裝料

習近平今起訪俄 推進全面合作
今年三晤普京 將簽署經貿能源投資等重要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主席習近平應俄羅斯總

統普京及德國總理默克爾邀請，由今日起至6

日對上述兩國進行國事訪問，並將出席周五

（7日）在德國漢堡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

峰會（G20）。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駐俄羅

斯大使李輝表示，在當前國際形勢複雜多

變、世界經濟復甦緩慢、大國關係深刻調整

的背景下，習近平主席此行將為區域經濟一

體化發展提供新方案，俄羅斯經濟發展部長

奧列什金則對兩國領導人即將達成的重要協

議充滿期待。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次
對俄羅斯、德國進行國事訪

問，以及出席G20漢堡峰會皆有助於運籌大
國關係，推動國際經濟合作。其中主要看點，
可用三個關鍵詞概括──「一帶一路」、雙邊
關係及三朵「金」花。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亞研究所所長陳玉
榮認為，習近平此訪將對深化「一帶一路」倡
議與歐亞經濟聯盟戰略對接，促進框架內的項
目落地產生「實質性的推動作用」。陳玉榮表
示，普京5月份出席北京「一帶一路」高峰論
壇，顯示出俄羅斯積極參與中方倡議的明確態
度。

中德關係處「歷史最好時期」
中俄關係方面，陳玉榮認為，中俄兩國的合

作模式是新型大國關係的典範，表現為共同應
對挑戰、謀求共贏發展，同時不針對第三方。

從實踐來看，這種模式「對兩國、對地區、對
世界都有建設性的貢獻」。中德關係方面，官
方和學界常以「歷史最好時期」定位。中國國
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崔洪建說：「中德之
間的合作，無疑是走在中歐合作前列的。並且
由於德國在歐洲內部的影響力擴大和上升，中
德合作能比較充分地發揮『示範效應』。」
中國財政部官員近日表示，漢堡峰會在延

續杭州峰會相關成果的基礎上，在財金渠道設
置了三朵「金」花，一是增強經濟增長的韌
性；二是促進投資，特別是對非洲投資；三是
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北京外交學者指出，中德
在助非計劃方面擁有相近理念，德國作為今年
輪值主席國推出了與非洲的夥伴關係構想。未
來，多方協同應可成為國家創新合作的重要方
向。而眼下，無論是從人道主義還是從降低地
緣政治風險角度考量，都應當加快行動，拿出
誠意，也拿出真金白銀。 ■中通社

俄德行助深化歐亞經濟對接

漢堡G20承杭州碩果
「中國方案」受期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家主席習
近平將出席7月7日至8日在德國漢堡舉行的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G20）。此次峰會以
「塑造聯動世界」為主題，外界普遍認為這與
杭州峰會「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
界經濟」的主題設置一脈相承。有學者表示，
中方將在G20杭州峰會成果基礎上，繼續為
保護和拉動世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建設經濟
全球化提出有價值的「中國方案」。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

前所長陳鳳英說，突出「聯動」不僅體現了
德國在接棒G20輪值主席國時主題設置上的
銜接，也是在向世界傳達重要信息，「當前
世界經濟面臨保護主義等挑戰，要想進一步
發展，必須要聯動」。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

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表示，漢堡峰
會在繼杭州峰會之後再度強調「聯動」，拒
絕孤立地發展，反映出國際社會對推動經濟
全球化的期待。
李向陽認為，習近平G20之行料將進一步

分析中國對經濟最新形勢的認知，為建設經濟
全球化提出有價值的「中國方案」。
陳鳳英說，中國一直倡導開放包容的經濟

增長，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新形勢下
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習近平將繼續為保
護和拉動世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出方案。陳
鳳英認為，G20是一個多邊搭台、雙邊通氣的
互動平台，在相對寬鬆的氛圍裡進行溝通，尤
其是與任職不久的領導人對話，有助於建立起
新型互動關係。

美軍艦擅入西沙
中方指嚴重挑釁

習近平主席本次訪俄是繼「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
峰論壇和上合阿斯塔納峰會後，今年第三次與普

京會晤。兩國元首將就進一步提升中俄關係水平、深
化兩國務實合作、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同歐亞經濟
聯盟建設對接等作出戰略部署，也將就完善全球治理
等重大議題及當前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深入交換意
見。

俄正準備系列重要文件
奧列什金說，俄羅斯正在為俄中首腦會晤準備一攬
子重要文件。「我相信，習近平主席此訪有助於雙方
接近既定目標，即到 2020 年將雙邊貿易額提升到
2,000 億美元。」他續說，中國不僅僅是俄羅斯近
鄰，還是俄羅斯主要經貿夥伴。雙方去年成功消除雙
邊貿易發展中的負面趨勢，貿易額增加近4%，據俄
方統計達到660億美元。2017年頭4個月，貿易額同
比增加37%，超過245億美元。他說，考慮到貿易發
展態勢，近期雙邊貿易額可能達到500億美元。
奧列什金表示，俄羅斯在遠東地區設立了15個跨

越式開發區，到今年4月 10日，收到了253份實施
項目申請，其中152份得到批准。這些項目投資總
額為4,940億盧布（約合82.3億美元）。在遠東跨越
式開發區的入駐企業中，中國資本參與的公司有8
家，投資額約1,370億盧布（約合22.8億美元）。談
到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同歐亞經濟聯盟對接的重
要意義時，奧列什金表示，歐亞經濟聯盟同「一帶
一路」建設對接將創造新的可能性，推動歐亞空間
更加適宜於商品流動和最大限度簡化程序，改善物
流基礎設施。此外，雙方還可以成立聯合投資項
目，包括向第三方市場供應產品等。

兩國貿易結構不斷改善
李輝說，中俄兩國經濟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大。中
國連續多年是俄羅斯第一大貿易夥伴國，俄羅斯則是
中國進口能源、機電及高新技術產品的主要來源地之
一。雖面臨世界經濟復甦緩慢、全球貿易投資低迷等
諸多不利因素，去年中俄貿易仍實現回穩向好，今年
這一趨勢更加明顯。據有關統計，今年前5個月，中
俄雙邊貿易額達 2,231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33.7%。他指出，當前中俄貿易呈現4個特點，包括
雙邊貿易結構不斷優化、金融投資合作取得新進展、
大型項目穩步推進、互聯互通逐步展開。
「我相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下，雙邊經貿合作的
品質將進一步提升，雙邊貿易結構將進一步優化，
雙邊貿易額也將繼續保持增長態勢，助力中俄關係
發展。」李輝說，「中俄兩國有信心、有責任，繼
續促進上述機制成員國之間的團結協作，在成員國
共同關心的問題上發揮作用，建設上合組織和金磚
國家更緊密、更全面、更牢固的夥伴關係，維護好
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就美
國「斯坦塞姆」號導彈驅逐艦擅自進入中國西沙群島領海事答
記者問。陸慷指出，中國隨即派出軍艦和戰鬥機對美艦實施警
告驅離。中方對美方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中方強烈敦促
美方立即停止此類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威脅中國安全的挑釁行
動。
據外電報道，美國「斯坦塞姆」號導彈驅逐艦昨日進入中國

西沙群島領海。事件是繼美國「杜威」號導彈驅逐艦5月24日
擅自進入中國南沙群島有關島礁鄰近海域後，美國軍艦第二次
進入中國南海。
陸慷回應時表示，美國「斯坦塞姆」號導彈驅逐艦擅自進入中
國西沙群島領海。中國隨即派出軍艦和戰鬥機對美艦實施警告驅
離。他續稱，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號，再次派遣軍艦擅自
進入中國西沙群島領海，違反中國法律及相關國際法，嚴重侵犯
中國主權，破壞有關海域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危及中方島
上設施及人員安全，是嚴重的政治和軍事挑釁行動。中方對美方
有關行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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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應普京邀請，由今日
起開始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
問。圖為上月習近平在阿斯塔
納會見普京。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報
道，「老朋友」一詞，可謂
是兩國元首互動的貼切描
述。4年多來，兩國元首在不
同場合多次會晤。
國際會議上，習近平和普
京深度交流。2013年，G20
聖彼得堡峰會，習近平會見
普京時表示，推進中俄全面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向更高水
平發展。2016年，G20杭州
峰會，習近平與普京會晤時
強調，中俄雙方要更加緊密
地加強全方位戰略合作。
重大事件上，習近平和普
京建立共識。2015年，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
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習
近平與普京分別赴對方國家
出席「5．9」和「9．3」慶

典活動，向世界展示共同維
護戰後國際秩序的堅定決
心。
兩國元首會面時互贈禮

物，也常常傳為美談。2013
年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
時，習近平贈送精美的沈繡
《普京總統肖像》，令普京
讚不絕口，「太傳奇了，太
美，太不可思議了！」去年
G20杭州峰會時，普京總統
帶去一箱俄羅斯冰淇淋，兩
國領導人之間的友好交流讓
無數家基層俄羅斯食品企業
成為直接受益者。
此次出訪將促成第 21 次
「習普會」，備受矚目。兩
國元首的良好工作關係和個
人友誼，促使中俄關係發展
「動力十足」。

習普互動多
份屬「老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備受業內關注的中國引進三代核電
AP1000全球首堆──三門核電站1號
機組，即將迎來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工
程時刻。目前三門1號機組的熱試工
作已全部結束，且達到了預期目標，
計劃在本月底前實現裝料。裝料是核
電工程中有核試驗和無核試驗的分界
點，標誌着三門1號機組即將進入帶
核調試階段，為後續併網發電奠定基
礎。
在昨日舉行的「第二十五屆國際
核工程大會」媒體見面會上，國家
核電技術公司副總經理、上海核工
程研究設計院院長鄭明光稱，三門
核電熱試完成後，接下來國家核安
全局要審評通過最終安全分析報
告，在獲得裝料許可證後方可裝

料。「裝料程序上還有一些工作。
目前設定的目標是7月底實現裝料，
時間上可能早一點或晚一點，但已
經沒有什麼無法克服的問題。」鄭
明光稱，AP1000的裝料工作和二代
技術沒有太大差別，這標誌着中國
引進三代核電逐漸成型、接下來可
以批量化推廣。
三門1號機組的工程進度之所以備

受矚目，是因為其作為AP1000的全
球首堆，工期因反應堆冷卻劑屏蔽主
泵研製等問題一拖再拖，一定程度上
導致了中國後續AP1000項目，以及
採用自主知識產權核電技術、大型先
進壓水堆核電站CAP1400示範工程
獲批受阻。
三門1號機組在2009年實現FCD

（第一罐混凝土澆灌日），原計劃在

2013年5月裝料，2014年底投入商
運。
鄭明光坦言，現在的確有人擔憂，

在基本原理和非能動概念上，
AP1000和CAP1400有一致性，這種
技術究竟是否可行？「在CAP1400
項目上，由於我們完全掌握了自主技
術、自主設計、自主設備製造，整個
建造工程會比較受控，而且我們有非
常明確的目標點，56 個月必須建
成。」

國產核電設備具國際級競爭力
引進三代核電自主化和在此基礎

上再創新的十年中，中國的核電裝
備製造能力也有了顯著提升。據了
解，通過AP1000自主化依託項目建
設和CAP1400重大專項的拉動，中

國核電裝備實現了從二代到三代的
重大跨越，三代核電關鍵設備基本
實現國產化，核電裝備製造配套能
力已具備參與國際競爭的比較優
勢。
鄭明光稱，在2007年引進消化吸

收AP1000技術之前，中國不具備三
代核電設備的生產能力。當時的中
國核電裝備行業能製造二代核電技
術的設備，但相比二代設備，三代
設備在整個工藝要求上、製造難度
上，都有較大的變化。「重大專項
實施之前，所有的核級焊材都是引
進的。通過重大專項的實施，很多
材料，包括像換熱器裡面U形管，
原來都是要在國際上進口的，而且
人家經常卡我們，現在U形管全部
實現了自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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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連續多年是俄羅斯第一大貿易夥伴國，俄羅斯則是中國進
口能源的主要來源地之一。圖為上月中國－俄羅斯博覽會展示的
電動自動駕駛載人飛行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