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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北上深杭廣膺中國金融科技中心

浙江吳興經貿科技洽談會在滬舉行

「感謝祖國，接我們回家」
颶風襲加勒比 民航總局包機接381受困同胞回國

「最荒涼」鐵路格庫線 首跨新疆塔里木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隨着東航MU599航班前晚順利降落上

海虹橋機場，381位在加勒比颶風中受困的中國同胞，安全回到祖國的

懷抱。「感謝祖國一直記着我們，幫我們回家。」

中國黃金儲量1.21萬噸
全球居亞

近日，加勒比海地區遭受罕見的超強颶
風「艾爾瑪」襲擊，人員和財產損失

嚴重。災情發生後，有近400名中國同胞
受困當地。9月29日，東航按照中國民航
局的任務要求，立即啟動應急響應，2架
A330-300寬體飛機、64名機組及工作人員
於當晚10時和11時從上海浦東機場起飛，
飛向加勒比海島國安地卡和巴布達的維爾
伯德機場。
在飛機上，乘務長劉燕婕和乘務員們細

心準備了八寶粥、乾果和熱餐，放在每
個座位上。「只要同胞有難，我們會飛
往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接你回國。」機長
郭萬清說。

航班最小旅客 年齡僅2歲
2歲的孫藝陽是此次航班上年齡最小的
旅客之一。孫藝陽的爸爸孫浩傑是中資企
業新天國際援助多米尼克農業合作項目的
工作人員，他說，當初因為醫生認為懷孕
的妻子不適合長途跋涉，所以寶寶出生在
多米尼克，這還是孩子第一次有機會回
中國看看。一路上，孩子一直倚靠着自
己的長毛絨玩具狗熟睡，沒有一絲的不
適應和恐懼，「我在多米尼克工作 11
年，從沒見過這麼大的颶風，感謝祖
國、感謝民航，一直記着我們，幫我們
回家」。

飛行涉19國 近繞地球一圈
此次在中國外交部、商務部、中國民航

局的部署協調下，東航緊急海外運輸任務
得到有關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並在時
間緊張的情況下創造了東航海外應急救援
的多個新紀錄：首次飛越大西洋航線，
目的地機場為中國航班首次降落；此次
是往返航程最遠、用時最長的一次緊急
運輸飛行；從接受任務到完成飛行前，
所有工作任務用時不到24小時；是次飛
行涉及16個國家的飛越許可，包括中國
在內3個國家的起飛落地許可，共計19
個國家的申請與批覆，是申請國家最多
的一次。
這次緊急運輸任務往返全程 3.5 萬公

里，接近於繞地球一圈距離。其中，從
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到安地卡和巴布達，
是東航航班第一次飛越大西洋。東航是
中國民航首家實現全機隊撤下紙質航行
材料、換用電子飛行包的航空公司，但
為了這次航班，東航特地找出了往昔的
紙質航圖，彌補電子飛行包的商業航班
數據不覆蓋馬德里至安地卡和巴布達的
空白。
據東航上海飛行部飛行五部總經理孫

震介紹，安地卡和巴布達機場地面設施
有限、導航能力弱、跑道可用於降落的
距離短、聯絡道設置也不如中國國內機
場方便，這一切困難都需要機組依靠精
湛的技藝來解決。此次任務東航集中了8
個機組、16名優秀飛行員，每個機組均
由代表東航飛行員最高水平的「五星機
長」榮譽獲得者帶隊，確保飛行安全。

小啟
因版面安排關係，「神州大地」今

日暫停一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浙江報道）
作為吳興經貿科技洽談會暨接軌上海活動
周的分活動，浙江省湖州市吳興區近日在
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央地融合產業對接
會。會上，吳興區被授予「央地融合吳興

示範區」。同時，吳興區還與張創元祐資
產管理（杭州）有限公司、上海央地創新資
本管理有限公司簽訂了合作發起協議書，開
啟了吳興實施央地融合發展的新篇章。
據介紹，此次合作將秉承着「央地融

合、接軌上海、合作發展」的理念，通過
與張創元祐資產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上海央地創新資本管理有限公司的戰略合
作，以產業發展、項目引進、創新機制為
重點，引進上海優質民營企業和央企、國

企入駐，打造華東地區高新技術產業集聚
區、研發基地和總部核心區，進一步推動
吳興區域轉型升級，並努力打造智能製造
和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地。近年來，該區還
積極謀劃國有資本與縣區合作新模式，探索
共同開發新思路，引進國有資本與吳興區產
業投資發展集團等平台深度合作，優勢互補
等，努力打造跨區域產業轉移協作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黃
金協會副會長張永濤日前說，截至2016
年中國已查明黃金資源儲量達1.21萬噸，
僅次於南非，位居世界第二位。
他是在日前舉行的「一帶一路」黃金產
業高峰論壇吹風會上介紹上述情況的。張
永濤表示，目前中國黃金行業整體發展健
康平穩，以黃金為主，多金屬開發並舉。
2016年中國黃金交易所交易量達2.4萬噸
（單邊）、期貨交易所交易量3.9萬噸
（單邊）、商業銀行場外交易量0.7萬
噸，累計成交量達到7萬噸。他預計，
「十三五」期間該數字有望突破10萬噸。
他表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黃金礦
產資源豐富，消費需求旺盛，投資交易活
躍，在世界黃金產業價值鏈條中佔有重要
份額和地位。將黃金作為先導性行業，優
先推進中國與沿線國家進行黃金勘探、開
採、加工、消費以及黃金投資、交易方面
的合作，對促進中國黃金產業健康發展具
有重要意義。
據介紹，「一帶一路」黃金產業高峰論
壇將於10月12日舉行，論壇將聚焦「一
帶一路」倡議背景下，中國黃金行業面臨
的機遇挑戰、國際產能合作、綠色創新發
展等議題，搭建全球黃金產業交流合作的
國際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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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報
道）在格庫鐵路（青海格爾木至
新疆庫爾勒）新疆渭干塔里木河
大橋鋪架作業現場，單片長32.6
米，重達150噸的T型樑在橋機鋼
索的牽引下，緩緩在蘆葦蕩上空
劃過，標誌着國家重點項目格庫
鐵路在國慶節前首次完成了塔里
木河的跨越。地貌極為複雜的格
庫線被譽為「最荒涼」的鐵路，
預計於2020年完工，建成後將成
為新疆直抵青藏高原的第一條鐵
路，將兩地之間路程時長縮短一

半，亦將成為中國通往中西亞及
歐洲的陸上運輸大通道，對以若
羌縣為中心的古絲綢之路樓蘭道
的復興意義重大。

沿途鋪架橋樑200座
格庫鐵路全線長1,213公里，其

中，新疆段正線鋪軌 717.29 公
里，站線鋪軌116.36公里，沿途
鋪架各類橋樑200座，沙漠地帶長
達300多公里，線路東起青海省茫
崖石棉礦，向西穿越阿爾金山，
經過巴什考供、米蘭、若羌、鐵

干里克、尉犁後，抵達庫爾勒
市。剛剛完成的渭干塔里木河大
橋只是格庫線200座橋樑中的一
座，剩餘施工任務將更為複雜。
烏魯木齊鐵路局格庫鐵路建設

指揮部工管部部長周沁表示，格
爾木至庫爾勒鐵路新疆段位於新
疆東南部，將穿越河流、沙漠、
戈壁、高地，沿線施工環境惡
劣，尤其在戈壁沙漠中颳風頻率
高，部分地區瞬間最大風速可達
每米29.6秒，鋪架施工受風沙影
響十分嚴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人
民大學北京新校區昨日舉行奠基典禮。新
校區計劃分兩期建設實施，一期建築面積
約為46.7萬平方米，二期建築面積約為98.5
萬平方米，項目計劃至2025年建設完成。
新校區選址位於通州區潞城鎮北京城市

副中心東部。總用地面積約為111.37公
頃，總建築面積約為145.2萬平方米，其
中地上建設面積約為99.81萬平方米、地
下建築面積約為45.39萬平方米，學生入
住規模約為2.2萬人。
據悉，新校區建設項目已被列為「北京
市2017年重點工程項目」。校園總體規
劃已經完成，目前正在大力推進校園專項
規劃和一期單體建築設計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新校區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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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近年來，
在技術、需求、政策等因素推動下，金融
科技在中國高速增長。浙江大學網際網路
金融研究院與浙江網際網路金融聯盟日前
發佈的《2017中國金融科技中心指數》顯
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廣州已成
為當下中國重要的金融科技中心。
《2017金融科技中心指數》顯示，得益
於良好的宏觀商業環境、金融及信息基礎
設施建設、較好的科研人才支撐、包容的
政策監管環境和高度的社會關注，上述五
城市在金融科技產業及生態上表現出色，

為金融科技可持續發展打下良好基礎。從
企業數量和市場體量來看，北京、上海、
深圳和杭州位列前四。從資本實力來看，
北京金融科技企業最受風投青睞。從人才
供給來看，上海金融科技人才薪酬最高，
北京高學歷員工佔比最大。
杭州憑藉在網貸、眾籌、第三方支付、

大數據徵信和區塊鏈等五大行業體驗全面
名列前茅，成為內地金融科技體驗最佳城
市。該指數顯示，杭州在大數據徵信體驗
方面，已有58.94萬人享受到免押金信用服
務，人們在杭州僅憑信用即可入住酒店、

乘坐巴士、借用共享單車和充電寶，信用
已逐步成為押金的替代品，讓人們的出行
體驗和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美專家：中國金融科技應用領先
多位美國專家日前在受訪時表示，得益

於電子支付等金融科技服務廣泛應用，中
國金融科技應用水準高於其他國家，且代
表了該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中國在金融科技應用上已經遠遠將

其他國家甩到了後面。」展示金融科技
創新的Finovate會議創始人吉姆．布魯恩

說，中國開創了更加智能、更加實用的金
融服務，特別是基於移動社交平台的商
業活動，讓「中國起碼領先美國五到六
年」。
國際知名諮詢服務機構安永最新的報告

顯示，在全球20個主要市場金融科技應用
排名中，中國在2017年以69%的應用率居
於首位。
在布魯恩看來，中國在金融科技領域經

歷了「跨越式發展」。「當我們還在為運
送銀行票據花費數十億美元時，中國已經
進入了令人讚嘆的無現金時代。」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亞洲兩大
多邊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
投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亞行），日前第四
次開展聯合融資，這一次受益國是印度。
據悉，亞投行董事會已經批准向印度提
供一億美元貸款，以幫助印度升級改造區
域間電網系統並更多利用太陽能和風能等
清潔能源，該筆貸款將與亞行的5,000萬美
元資金一併用於印度輸電網絡項目。

亞投行副行長兼首席投資官潘迪安表
示：「我們將繼續與其他國際金融機構一
道，融合我們的投資與智慧，共同為亞洲
地區人民謀福祉。」
實際上，從2016年亞投行正式運營以

來，這兩家機構已經在另外3個項目中開展
聯合融資合作。第一個是2016年6月批准
的巴基斯坦M4高速公路開發項目，亞投行
和亞行各提供一億美元融資；第二個是孟

加拉國的天然氣生產和輸送改進項目，亞
投行資助6,000萬美元、亞行資助1.67億美
元；第三個是格魯吉亞第二大城市巴統的
繞城公路建設項目，兩家銀行各提供1.14
億美元資助。
9月初，亞行行長中尾武彥在中國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說，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龐
大，在這一背景下，亞行與亞投行也有巨
大的合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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