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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國將購中國新型護衛艦
專家：或看好054A型 性能居世界前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巴基斯坦海軍當地時間8日舉行總參謀

長職權交接儀式，離任的扎考拉海軍上將向新任海軍總參謀長阿巴斯移交了指揮

權。觀察者網引述巴基斯坦媒體報道，在儀式上，扎考拉上將回顧了自己任內海

軍建設的成果，其中提到，巴基斯坦海軍已經和中國簽署了採購多艘新型護衛艦

的最終合同。專家稱，這反映出中國新型護衛艦戰績和性能優異，已躋身世界先

進護衛艦前列。

逾千五項舉措破解發展難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七集政論專題片《不忘初心繼續前
進》7日晚在央視播出第三集《攻堅克
難》。專題片講述了在習近平帶領下，
中國開啟了當今世界最具雄心的改革計
劃。五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攻堅克難，
砥礪奮進。1,500多項舉措，推動改革在
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的
建設等領域全面發力。
專題片指出，2012年，已經是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站在新的歷史關

口：舉世矚目的成就背後，發展不平
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逐漸顯
現。習近平總書記對此提出，「這個時
期就要一鼓作氣，瞻前顧後、畏葸不
前，不僅不能前進，而且可能前功盡
棄。」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
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問題的決定》，亮出全面深化改革
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涵蓋15個領域，
330多項改革舉措，被海外輿論稱之為
當今世界最具雄心的改革計劃。

要全面深化改革，首當其衝的就是要
解決好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中央財經
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為民稱，「總
書記指出，現在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在
供給側而不在需求側，要丟掉靠刺激政
策實現V型復甦的幻想，採取中藥式的
辦法。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慢慢讓增
長速度穩定下來。」
專題片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

國為經濟發展問題找到的一個病根，突
破口則鎖定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槓
桿、降成本、補短板」。僅2016年，中

國通過去產能壓減粗鋼產能超過6,500萬
噸，化解煤炭產能超過2.9億噸。而隨着
過剩產能大規模化解，土地、資金等各
類資源逐漸從產能過剩行業釋放出來，
困擾中國經濟最深層次的問題逐漸得到
破解。

綠色發展 深入人心
改革要解決發展問題，更要解決發展

為了誰的問題。這五年來，戶籍制度、
扶貧、醫療、教育等民生領域重要改
革，讓人民群眾更好地分享發展成果。

其中，2016年9月，內地31個省份均已
出台戶改方案，全部取消農業戶口，統
一登記為居民戶口。
此外，專題片還提到，五年來，堅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多項改革，
為中國政治生活帶來更多活力；社會主
義文化強國不斷深化，文化領域的面貌
煥然一新；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緊緊圍繞
建設美麗中國邁上新台階，綠色發展理
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改革的推動下，黨
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
腐倡廉建設和制度建設整體躍升。

近年來，巴海軍為了增強海上作戰能力，一
直尋求一種排水量超過4,500噸，具備較強

海上作戰能力的艦艇。據悉，在2012年以來的
多次巴基斯坦海軍裝備展上，中國兩大造船企業
向巴基斯坦展示了多種方案。其中最近一屆展會
上出現的新型護衛艦排水量在4,000噸以上，裝
有一體化桅杆系統和垂直發射系統，並且外形具
備隱身特性。不過，巴媒稱，目前尚不清楚巴海
軍具體選擇的是哪一家造船企業的方案。
中巴間關於購買新型護衛艦的合作並非一帆風
順。今年初，曾有消息稱，在土耳其國際海事防
務展上，巴基斯坦國防部與土耳其國防部簽訂購
買四艘MILGEM島級護衛艦的意向書。外界猜
測，巴方或會放棄採購中國的新型護衛艦。

索馬里護航獲認可
據巴基斯坦「黎明電視台」報道，扎考拉上將

在職權交接儀式上談及一系列巴基斯坦海軍現代
化建設的成果和正在進行的項目，其中包括與中
國簽署多艘新型護衛艦的最終合同，以及中國向
巴基斯坦出售8艘S-20型常規潛艇的工作也將繼
續進行。不過，目前中國官方對此尚未予以證
實。另據外電報道， 2014年，巴海軍曾對外證
實要購買中國054A型護衛艦。早前有猜測指，
054A型採購價格可能約為3.65億美元，四艘大
概是10多億美元。
知名軍事專家李傑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巴方若
最終採購中國054A型護衛艦，間接證明中國的
新型護衛艦已經躋身世界先進護衛艦前列，戰績
和性能優異。據介紹，中國自2008年開始在亞
丁灣索馬里海域展開護航行動。巴基斯坦可以說
是在家門口附近，親眼目睹了中國護衛艦的卓越
性能，並對中國護衛艦較為認可。
海軍技術網的報道稱，054型是中國人民解放

軍海軍「江衛」和「江湖」級護衛艦的升級版
本，排水量在4,000噸左右，其隱身特性包含傾
斜艦體設計、雷達波吸收材料和減少艦體外部設
備，主要武器包括兩部4單元YJ-83掠海反艦巡
航導彈發射裝置和一部8單元HQ-7艦空導彈
（該導彈是法國「響尾蛇」(Crotale)導彈的改進
型）發射裝置。HQ-7艦空導彈系統包含8枚待
發射導彈和存儲在自動裝卸裝置裡的另外16枚
導彈。054型護衛艦在艦艉設有直升機甲板、1
門100毫米主炮和4座AK-630近程防禦武器系
統炮塔。

噸位武器符巴要求
李傑介紹，無論是從噸位上，還是從裝備的導

彈等各種武器，以及聲納、雷達等電子系統上
看，中國的054A型護衛艦的性能都是相當先進
的。從全球軍事大國看，美國自佩里級退役後，
已不再生產護衛艦，都是驅逐艦，噸位都在八九
千噸或上萬噸左右，俄羅斯生產的最新護衛艦二
千噸左右，多年來沒有較大噸位護衛艦。
巴媒稱，巴海軍近年來在大中型水面艦艇更新

換代問題上遇到了困難。目前巴基斯坦主力護衛
艦是中國在2008、2009年出售的F-22P型護衛
艦，該艦排水量3,000噸出頭，裝有中國製造的
雷達電子系統和艦炮、導彈武器。2010年，美
國以剩餘物資名義向巴基斯坦交付了1艘「佩
里」級護衛艦，但因為這是美軍將手中最後幾艘
「佩里」一次性「全球大派送」的一部分，所以
後續巴基斯坦也無法再獲得同類艦艇。
在李傑看來，中國新型054A型護衛艦噸位在

4,000噸左右，可以到中遠海域執行任務，功能
齊全、用途多樣、性能優良，並經過實際檢驗非
常出色的，巴方最終選購中方護衛艦也是水到渠
成之事，並且是物有所值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當地
時間7日上午，中國海軍遠航訪問編隊
結束對泰國的訪問，離開梭桃邑港啟
程回國。至此，中國海軍遠航訪問編
隊圓滿完成對20個國家的友好訪問任
務。
泰國海軍艦隊官兵代表，中國使館

工作人員、華人華僑、中資機構和留
學生代表等200多人，在碼頭冒雨為中
國海軍艦艇編隊送行。編隊駛離梭桃
邑港後，導彈驅逐艦長春艦、導彈護
衛艦荊州艦和綜合補給艦巢湖艦與泰
海軍輕型護衛艦在泰國灣海域，舉行
了編隊通信、編隊運動和分航儀式等
內容的海上聯合演練。
中國海軍遠航訪問編隊於10月4日

抵達泰國梭桃邑港
並開始為期4天的友
好訪問。訪泰期
間，中國海軍遠航
訪問編隊的長春
艦、荊州艦、巢湖
艦向泰國民眾和華
僑華人開放。編隊
指揮員沈浩還拜會
了泰國副總理兼國
防部長巴威等泰方
軍政領導。巴威對
編隊到訪表示熱烈歡迎，並表示泰中
兩國兩軍尤其是海軍間友好關係源遠
流長，希望雙方進一步深化交流合
作。

這次中國海軍艦艇執行的遠航訪問
任務，歷時170多天，總航程3萬多海
里，創造了人民海軍訪問國家最多、
出訪時間最長的遠航訪問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正在太平洋海域
執行大洋科考任務的「海洋六號」
綜合科考船近日通過搭載的深海遙
控潛水器「海馬號」，在海山區複
雜的地形環境中首次獲取330公斤
富鈷結殼樣品，刷新單次取樣紀
錄。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消息，「海馬
號」是我國自主設計建造的4,500米
深海無人遙控潛水器，由母船「海
洋六號」搭載。此次它在中國富鈷
結殼資源勘探合同區成功完成了6次
下潛任務，在近2,000米深的海山區
利用最新改進的專用取樣工具成功
抓獲了330公斤的富鈷結殼樣品，其
中最大樣品重量達62公斤，為後續
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物基礎。與此
同時，「海馬號」還首次突破了鑽
機的鑽進深度。

除了突破取樣紀錄和鑽進深度
外，此次「海洋六號」還通過「海
馬號」拍攝了超過1,200分鐘的海底
結殼高清視頻，為之後中國研究鈷
資源形態、產狀和表面特徵提供了
視頻資料。下一步，「海洋六號」
將開始中國深海地質探測航次科考
任務。
據悉，「海洋六號」是由中國自

主研製，集地震、地質調查等多項
調查功能於一體的綜合地質地球物
理調查船。按照計劃，「海洋六
號」在完成工作之後，預計於明年2
月份返回廣州。

地形複雜 開採難度大
國土資源部中國地質調查局基礎

部海洋地質處處長許振強表示，鈷
元素在航空航天領域是一種非常重

要的金屬元素，隨着高科技的發
展，它的需求量是越來越大的。 不
僅如此，富鈷結殼中銅、鉑等稀有
金屬的含量也很可觀，而這些稀有
金屬都是現代工業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戰略礦產資源。
許振強指出，世界上大約635萬平

方公里的海底為富鈷結殼所覆蓋，
佔海底總面積的1.7%。目前，在中
太平洋海山群、夏威夷海嶺等地都
有發現，資源儲量巨大。不過，從
了解到富鈷結殼的重要性，到可以
成功的取樣開採，這條路走起來並
不容易。 「它主要發育在深海的海
山區，制約它開採難度大有兩個問
題，一個就是整個海山區的地形比
較複雜，第二就是富鈷結殼在海山
表層，它很薄，所以說開採難度是
非常大的。」許振強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廣網報道，商
務部透露即將出台的《外國投資法》
將外商投資的促進和保護作為重點，
預計出台後將提振外國投資者信心。

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制定新的外資基礎性法
律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6次會議作出的重
大部署之一。將外資三法進行整合，制定一部
統一的外國投資法，也被國際社會認為是中國
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風向標。
商務部條法司投資法律處處長蔣成華透露，

《外國投資法》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
管理模式納入國家基礎法律，出台後將提振外
國投資者信心。過去外資三法中缺少一些外商
投資企業反映比較集中的問題，包括公平競
爭、權益保護。新的法律將外商投資的促進和
保護作為重點，大幅提升外國投資者合法權益
的保護水平。通過這一制度的引入，確保外國
投資企業在中國境內的經營得到一致對待和公
平競爭。
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前8個月，全國新設
立外商投資企業20,389家，同比增長10%，吸
引外資金額近5,500億元人民幣，保持基本穩
定。近3年2次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
錄》，將限制性措施由180條減少至63條，繼
續鼓勵外商投資符合中國產業轉型升級方向的
領域。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表示，中國始終
是開放的，歡迎各國投資者來華投資，乘上中
國這艘巨輪，實現共同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中央
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
的統籌指導下，經雲南省追逃辦、省人民
檢察院扎實工作，「百名紅通人員」第27
號郭欣昨日回國投案。目前，「百名紅通

人員」已到案47人。
郭欣，女，1964年3月出生，原雲南大
學歷史系副教授，涉嫌共同受賄及掩飾、
隱瞞犯罪所得罪，2010年8月逃往美國。
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緝令號碼A-31187/

12-2010。「天網」行動以來，雲南省委
高度重視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省
委、省紀委領導親自部署，逐案督辦抓落
實。省追逃辦充分發揮協調機制作用，掛
牌重點督辦，省檢察院成立專案組，扎實
做好調查基礎工作。在法律威懾和政策感
召下，郭欣主動回國投案。
中央紀委官網刊文稱，自2015年4月

22日「百名紅通人員」發佈以來，短短
兩年半內歸案人員已近半。取得這份成
績來之不易，這首先得益於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得益於
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指揮有方，得益於
中央追逃辦和各地追逃辦的不懈努力，
也得益於國際社會和有關國家的支持配
合。

中國艦艇編隊結束訪泰回國

「海洋六號」海底採樣330公斤 創單次紀錄

「紅通」疑犯郭欣回國投案

《外國投資法》
將提振外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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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料巴方或最終採購中國專家料巴方或最終採購中國054054AA型護衛艦型護衛艦。。圖為中國自行研製設計生產的圖為中國自行研製設計生產的054054AA
型多用途全封閉導彈護衛艦型多用途全封閉導彈護衛艦——「「岳陽岳陽」」艦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海洋六號」綜合科考船搭載深海遙控潛水器「海馬
號」，在海山區首次獲取330公斤富鈷結殼樣品。圖為
「海洋六號」綜合科考船。 資料圖片

■編隊指揮員沈浩向雨中歡送隊伍揮手道別。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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