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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中

國規模最大、裝備先進、綜合能力強且具有

世界領先水平的萬噸級海事巡邏船「海巡

09」輪，29日在廣州成功出塢。據介紹，「海巡09」集

海事巡航和救助一體，具備深遠海綜合指揮能力，是中國

海上重要的巡航執法、應急協調指揮、海上防污染指揮動

態執法平台。該船預計列編後將配屬南海海巡執法總隊管

理使用，這將極大增強我國在南部海域的巡航監管、搜救

指揮、應急處置能力。

中國最大萬噸級海巡船廣州出塢
將配屬南海巡航執法 助力構建深遠海海事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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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出塢現場看
到，該船外型威武、船身線

條流暢，整體造型錯落有致，層
次感強。據負責「海巡09」建造
項目的總建造師顏培博介紹，
「海巡09」由我國自行研製，目
前主船體完成建造，動力、電力
等主要系統設備安裝到位。設計
排水量10,700噸，設計總長165
米，可搭載多型直升機並配合其
加油、救生和搜尋等作業，能在9
級海況、蒲氏12級風力條件下安
全航行。

擁北斗等多套衛星系統
據了解，「海巡09」建有海上數

據中心，編隊自組網、數字集群等
多種通信手段，包括北斗在內多套
衛星系統，具有較強的動態感知、
監測預警、信息收集處理和傳輸、
綜合指揮、海事監管等能力。
「海巡09」執法、應急、防污
樣樣精通，更是服務國家重大戰
略的「深遠海綜合指揮平台」。
據介紹，該船可履行海上巡航執
法、應急協調指揮、海上防污染
指揮的職責，作為船隊的指揮中
樞，擔任編隊巡航時的指揮船，
同時還具備一定的深遠海人命搜
尋救助能力、應急物資儲備和提
供的能力，實現以本船為中心的
「空海一體」綜合執法、人員物
資轉運等多樣功能。
廣東海事局有關負責人表示，

「海巡09」下水後，還將進行舾
裝與試航才能正式列編，預計列
編後將配屬南海海巡執法總隊管
理使用。隨着萬噸海巡船正式列
編後，廣東海事局也將成為內地
首個擁有2艘百米級大型海巡船的
直屬海事局，這將極大增強我國
在南部海域的巡航監管、搜救指
揮、應急處置能力。

具備全球巡航救援功能
交通運輸部海事局局長曹德勝

表示，「海巡09」的投入運營，
將加強海上交通動態管控和應急
保障，保障海上運輸安全暢通，
提升中國海上交通治理能力和水
平，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同時，
「海巡09」具備全球巡航救援功
能，將成為中國參與全球海事領
域突發事件處置和溝通合作的重
要平台。
曹德勝稱，交通運輸部海事局

將以科技創新為基礎，以信息
化、智能化為方向，加快建成具
備全球航行，有深遠海作業能力
的海事船隊，打造「陸海空天」
一體化水上交通安全保障設施裝
備體系，增強深遠海海事服務保
障能力，為交通強國、海洋強國
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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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09」六大功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1. 海上巡航執法、
搜尋救助、應急
協調指揮

2. 擔任編隊巡航時
的指揮船

3. 實施船舶防污
染、溢油應急指
揮

4. 推廣航海科普知
識傳播

5. 開展海事業務綜
合培訓、國際交
流與合作

6. 配合海上維權執
法行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國國家航天局29日發布高分辨率
多模綜合成像衛星（以下簡稱「高
分多模衛星」）首批20餘幅亞米級
立體影像產品，包括北京、蘭州、
嘉峪關、葛洲壩等區域地標圖像。
這批影像產品是「十三五」國家民
用空間基礎設施規劃的首發科研衛
星標準產品，也是中國民用科研衛
星最高分辨率影像。

體現觀測高幾何分辨率
記者從發布會現場觀察到，高分

多模衛星拍攝的地標圖像產品紋理
清晰、信息豐富。透過圖像可以從
「上帝視角」看地球：葛洲壩大壩
洩洪情景清晰可見，水流洶湧，與
旁邊船閘平靜的水面形成鮮明對
比；嘉峪關電站人影清晰可數；內
蒙古賽漢塔拉鎮的機械灌溉圓形農
田輪廓清晰，色彩鮮艷，與周圍景
物區分明顯。
專家表示，首批影像成果圖綜合

考慮地域分布、地物類型和主要用
戶部門測試需求等因素，紋理清
晰、層次分明、信息豐富，立體感
強，展示了衛星的高效智能敏捷成
像模式，體現了觀測的高幾何分辨
率、高輻射特性。
高分多模衛星是中國首個採用

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
的民用航天科研項目，開闢了國
家公益與商業運營結合的新模
式。政府方負責高分多模衛星研
製、數據接收以及一級產品的加
工；社會資本方承擔衛星研製部
分費用，擁有衛星8年運營權益，
運營期間負責按PPP合同免費向主
要用戶部門提供公益服務數據，
向商業客戶提供標準或高級數據
產品服務。運營期滿後，衛星使
用權收回政府方。
高分多模衛星作為具有多種工作

模式的綜合光學遙感成像衛星，是
中國《國家民用空間基礎設施中長
期發展規劃（2015-2025年）》中分

辨率最高的光學遙感科研衛星，於
2018年立項，2020年7月3日在太
原衛星發射中心成功發射。該星配
置1個全色、8個多光譜譜段，標誌
着中國光學遙感衛星研製總體水平
已進入國際先進行列。

高分多模衛星首批亞米級立體影像發布

■■中國最大萬噸級海事巡邏船中國最大萬噸級海事巡邏船「「海巡海巡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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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
道）據了解，目前中國正服役的最大海
巡船為上海海事局的「海巡01」船，設
計排水量為5,418噸。世界上噸位最大的
海上執法船是中國的「海警3901」船，
其滿載排水量達12,000噸。而「海巡
09」作為中國首艘萬噸級大型海巡船，
其滿載排水量達13,000噸，正式列編後
將躍升成為世界上噸位最大、裝備優良
的海上執法公務船。
「海巡09」是目前中國海事首艘取得
智能機艙符號的公務船，它的建造集智
能和創新於一體。船上具有的「智能機
艙」監控系統，可以實時監測主推進系
統、發電機組設備的使用狀態，相當於
給船舶配置了一個全科醫生。
同時，該船還安裝了多種通信手段，

實現近岸、近海、遠海的全覆蓋，還配
備有先進的執法工作艇，通過導航控制
系統、傳感器系統、通信系統，實現有
人操作、無人操作及遙控操作。
廣東海事局局長陳畢伍說，萬噸海巡

船的順利下水，必將翻開中國海事治理
能力和水平提升的嶄新一頁。「海巡
09」輪的投入使用，將進一步提升中國
海事監管裝備水平，在保障海上交通安
全、保護海洋環境和維護國家海洋權益
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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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寸：總長165米、型寬20.6米、型深9.5米

設計排水量：10,700噸

滿載排水量：13,000噸

航 區：無限航區（除兩極外）

「海巡09」性能一覽
最大航速：設計裝載狀態下不低於25節
續 航 力：在經濟航速 16 節下不低於

10,000海里
自 持 力：海上可巡航執法作業90天以上

* 能在9級海況、蒲氏12級風力下安全航行；在8級風力，6級海況下直升機可起降，並具備夜間
起降能力

增強高質量發展動能合肥市貫徹「六
穩」重大項目暨歐菲光光學光電產業園項
目集中開工現場推進會，近日在安徽省巢
湖市舉行。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
虞愛華宣布集中開工。合肥市委副書記、
市長凌雲，安徽省經信廳副廳長王燈明出
席。合肥市委常委、副市長王文松致辭。
歐菲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蔡榮軍，
寶鋼金屬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賈硯
林作為開工項目單位代表先後發言。巢湖市委書記、
安巢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耿延強主持開工儀式，巢
湖市委副書記、市長張紅軍介紹集中開工項目情況。
王文松表示，巢湖市要堅持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
強化主動服務的意識，以最大熱忱、最大支持為項目
建設提供最好環境、最優服務，推動項目早建成、早
達效，努力在新發展格局中作出新作為，為合肥打造
「五高地一示範」貢獻更多巢湖力量。
據悉，此次集中開工的重點項目共50個，總投資

501億元。其中，產業類項目33個，總投資296億
元，涉及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醫藥食

品、機械製造、生產性服務業、文旅大健康等領域；
政府投資項目17個，總投資205億元，涉及生態環
保、社會民生、道路交通等領域。
計劃總投資101億元的歐菲光光學光電產業園項目

開建後，巢湖市將依託歐菲光項目，深耕電子信息產
業，聚力打造電子信息產業基地。總投資30億元的
寶鋼金屬大交通輕量化項目的開工，將有力推動巢湖
市與周邊地區新能源汽車產業緊密銜接，促進大交通
輕量化產業高質量、集聚式發展，也標誌着巢湖市打
造大交通輕量化產業基地和鎂基新材料產業基地向前
邁出重要步伐。 （文：方娟）（特刊）

高質量發展看巢湖 （系列之三）

安徽巢湖50項目集中開工 總投資501億元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虞愛華（左四）宣佈項目集中開
工。 宋陽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