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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9日發佈的《飛豬新旅遊大數據報告》，
出境遊的佔比逾7成的85後、90後年輕一代最
喜愛的旅遊出行目的地為馬來西亞、泰國等東
南亞周邊國家。 ■記者 丁樹勇
中國與巴拿馬7日在巴拿馬城簽署簽鐵路合

作可行性協議，商務部部長鍾山與巴拿馬外交
部代部長路易斯．米格爾．因卡皮耶代表兩國
政府在協議上簽字。 ■新華社
受國外進口氣量減少的影響，河北省天然氣

供應緊張。國家發改委近日要求北京市重啟華
能燃煤機組，減少天然氣用量，緩解當前華北
地區天然氣緊張形勢。 ■大公報
2018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公務員招考

筆試10日開考。本次國考計劃招錄2.8萬餘
人，最終有165.97萬人通過報名資格審查，較
去年增加17.34萬，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
計劃數之比為58：1。 ■中新社
福建省將樂縣黃

潭鎮舉行啃甘蔗比
賽。將樂明代已種
甘蔗，以黃潭都為
多。相傳，明太祖
朱元璋賜名「皇
糖」，黃潭名稱由
此而來。■中新社
一架小型教練機8日上午在美國東南部佛羅

里達州失事，機上3人全部遇難，其中包括兩
名中國籍飛行學員。總領館工作組已抵達飛行
訓練學校展開相關工作。 ■新華社

中俄氣田投產 激活冰上絲路
全球最大北極LNG項目每年至少400萬噸輸華

全球三分之二聖誕飾品來自中國 追

思

新聞 速遞

亞馬爾液化天然氣項目位於俄羅
斯境內的北極圈內，是目前全

球在北極地區開展的最大型液化天
然氣工程，屬於世界特大型天然氣
勘探開發、液化、運輸、銷售一體
化項目，被譽為「鑲嵌在北極圈上
的一顆能源明珠」。這一項目是中
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實施的
首個海外特大型項目，中國石油全
價值鏈參與該項目運作。中國石
油、絲路基金、俄羅斯諾瓦泰克公
司、法國道達爾公司分別持有該項
目20%、9.9%、50.1%、20%股份。

二三期生產線將陸續投產
據悉，該項目第二條、第三條生

產線將陸續投產，屆時亞馬爾項目
將具備1650萬噸／年生產能力，俄
羅斯在世界LNG市場份額將從4%提
升到8%以上。每年將至少有400萬
噸LNG運往中國市場。
俄羅斯總統普京當日出席中俄能
源合作項目亞馬爾液化天然氣項目
首批液化天然氣出產裝船慶祝儀
式，表示亞馬爾項目為北極航道進
一步高效、均衡發展奠定了基礎，
有助於進一步加強俄與亞太國家，
尤其是與中國的經濟合作。
「冰上絲綢之路」是穿越北極
圈，連接北美、東亞和西歐三大經
濟中心的海運航道。作為中俄在北
極圈合作的首個全產業鏈合作項
目，亞馬爾項目成為了「冰上絲綢
之路」的重要支點。不僅帶動俄羅
斯能源產業和邊疆地區發展，還將
豐富中國清潔能源供應，加快推進

能源結構優化。
回溯亞馬爾項目，該項目在2014

年盧布大幅貶值的背景下，曾一度
出現嚴重資金問題，在中資、俄資
和國際銀行等渠道共同努力下，最
終成功完成融資，創造了「一帶一
路」資金融通的範例。其中，通過
絲路基金增加約3.01億美元的公司
註冊資本，改善了亞馬爾液化天然
氣公司淨資產狀況。中方企業並非
僅僅通過融資的形式參與了該項
目。從模塊到鑽機，從設計到建
造，亞馬爾項目建設過程中中國企
業全方位的參與，整體帶動國內的
產業升級，裝備製造業發展的同
時，也在和國際企業競爭中，中國
製造也成為北極新名片。例如，北
極鑽機要具有抗寒保溫的功能，可
在零下50度低溫和12級以上強風環
境下連續工作。而國產的第一台
「極光」號極地鑽機，打破了俄、
美、加拿大等技術壟斷，成功打進
了俄羅斯的北極市場。

項目處處彰顯中國元素
事實上，亞馬爾項目處處彰顯了

中國元素，項目建設中，中國企業
承攬了全部模塊建造的85%，30多
艘運輸船中七艘船的建造、15艘液
化天然氣運輸船中14艘船的運營
等，工程建設合同額達78億美元，
船運合同額達85億美元。
共有45家中國廠商為項目提供百

餘種產品，項目帶動和促進了國內
鋼鐵、電纜等眾多產業技術創新和
轉型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全球最大的北極LNG項目，中俄

能源合作重大項目——亞馬爾液化天然氣項目第一條LNG生

產線8日正式投產。該項目第二條、第三條生產線將陸續投

產，年生產能力將達1,650萬噸，其中每年將至少有400萬噸

LNG運往中國市場。俄羅斯總統普京當日出席首批液化天然

氣出產裝船慶祝儀式，並稱天然氣項目助推中俄合作。

「數」說亞馬爾
1.3萬億立方米
地處北緯71度的
亞馬爾項目是一
個巨型氣田，儲
量達1.3萬億立方
米，還有6,000萬
噸的凝析油。可
年產天然氣250億
立方米、油100萬
噸。

1650萬噸
為方便運輸，地
下打出的氣需要
就地全部液化。
因此建有巨型液
化天然氣廠，3條
550萬噸／年的生
產線，總年產能
達1,650萬噸。

78億美元
中國製造和中國
服務總承包額78
億美元，編輯模
塊製造、造船、
設備材料、工程
建設、保險、監
理等領域。

4台鑽機
如此巨型氣田只
要4台鑽機，在19
個平台鑽208口
井。只有我們通
常見到氣田需要
鑽井的1/100甚至
1/1000。

7500噸
全廠由142個模塊
組成，其中120個
模塊由中國7家企
業承造。單塊模
塊最大的重量達
7,500噸。一塊就
相當於一座艾菲
爾鐵塔的重量，
高度達40多米。

33艘
項目訂購了3艘原
子能破冰船，2艘
冰 級 模 塊 運 輸
船 ， 15 艘 冰 級
LNG運輸船，11
艘常規LNG運輸
船，2艘冰級凝析
油運輸船，其中7
艘由中國製造。

20天
東北航道和白令
海峽運輸量：
亞馬爾項目超過
60%的模塊經由
白令海峽、北極
東北航道運輸，
該航道比通過傳
統航道減少近20
天航程。

10萬根
為了保護北極苔
蘚，防止破壞厚
厚 的 永 久 凍 土
層，亞馬爾建廠
埋了近10萬根，
長度約10米的熱
穩定裝置，以保
持恒定的凍土低
溫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中國外
交部長王毅9日在2017年國際形勢
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上表示，
當前，朝鮮半島形勢仍然深陷示強
與對抗的惡性循環，前景不容樂
觀。但同時也要看到，和平的希望
仍未湮滅，談判的前景依然存在，
動武的選擇絕不可接受。

冀再考慮「雙暫停」倡議
王毅指出，在半島核問題上，中

方作出了比各方都要多的努力，承
受了比各方都要大的代價。我們始
終認為，各方在處理這一問題上應
當有一個共同的遵循，那就是必須
遵循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的規定
和精神。
安理會決議代表着國際社會的共

同意志，是各成員方都需要遵守的
國際責任，中方也將予以嚴格執
行。「如果誰提出不符合安理會決
議的要求，實施安理會決議以外的

舉措，甚至採取單方面的行動，勢
必破壞安理會的團結，損害別國的
正當權益，我們也決不會贊同和接
受。」

中韓關係友好協力維護和平
談及中韓關係，王毅表示，一段

時間以來，中韓關係因「薩德」問
題遭遇寒流。文在寅總統就任後，
選擇了對華友好合作，對外作出了
不考慮追加「薩德」系統、不加入

美國反導體系、不發展韓美日三方
軍事同盟的重要表態，雙方就階段
性處理「薩德」問題達成一致。
王毅說，再過幾天，文在寅總統
將應習主席邀請對華進行首次國事
訪問。中方願同韓方共同努力，以
中韓建交25周年為契機，珍惜迄今
合作成果，增進相互了解信任，有
效管控矛盾分歧，深化務實互利合
作，推動中韓關係健康發展，共同
致力於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

■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出席2017年國際形勢與
中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 中新社

王毅：朝鮮半島動武絕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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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能源合作重大項目亞
馬爾液化天然氣項目正式投
產，每年至少為中國穩定供

應400萬噸天然氣，而航運也全部由中國公司
承攬。專家分析，中俄這個項目將利於兩國在
各個領域合作，中國更將打通經北冰洋連接歐
洲的冰上絲路。
這條海上運輸通道將經北冰洋沿岸往東，途

經俄羅斯北冰洋沿海，到達白令海峽和太平洋
的航線。從中國的港口往北航行可以經白令海
峽過東北航道到達北歐，這可以大大縮短經蘇
伊士運河到達北歐的航程，節省時間和燃油。

中國開闢北極航道，比繞蘇伊士運河平均少
20天在途時間，極大減少海運成本。俄羅斯聯
邦財政金融大學列梅加說，俄中合作開發「冰
上絲綢之路」的重點在於共同開發和利用北極
航道，使其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運輸動脈。
據他測算，如果2020年前「冰上絲綢之路」北
方航道全面使用，每年將為全球商貿航運節省
500億至1,200億美元成本。當前俄羅斯的歐亞
經濟聯盟政策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深刻
改變着世界格局，「冰上絲綢之路」開發前景
廣闊，越來越多歐亞國家樂於加入其中。

■記者李理

印度洋

■中俄能源合作重大項目亞馬爾液化天然
氣項目第一條生產線8日正式投產。俄羅斯
總統普京(右圖) 親臨現場。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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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碼
頭10日正式開港運行，與傳統人工碼頭
不同，洋山四期碼頭是一座高科技新型
碼頭，集裝箱的裝卸轉運將全部由智能
設備完成。根據規劃，洋山四期碼頭最
終將配置130台自動導引車、26台橋吊
和120台軌道吊。這些配置皆由智能設備
運行，自動執行生產任務。

智能設備皆自主研發
據了解，在洋山四期碼頭，不論是碼

頭上的智能設備，還是像「大腦」一樣
的智能控制系統，都是中國企業自主研
製的。經過18個月的緊張調試，這裡終
於實現了設備與系統的完美融合，工作
人員只要在中控塔裡就能夠輕鬆管理整

個碼頭的運行。
除了智能，洋山四期碼頭也是一座綠

色環保的新型碼頭，碼頭所有設備都是
電力驅動，實現了零排放，靠泊的船隻
也都採用了岸基供電，避免了柴油機運
行產生的排氣污染。

成本省70% 效率增30%
據了解，與勞動密集型的傳統集裝箱

碼頭相比，洋山四期碼頭勞動力成本能
降低70%，而生產效率將提高30%。洋
山四期碼頭岸線總長2,350米，共建設7
個集裝箱泊位，開港運行後年吞吐量將
達到400萬標準箱，遠期為630萬標準
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自動化集裝箱碼
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北京
報道）國防部9日轉發解放軍報消
息，今年以來，陸軍原集團軍在
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改革中，按
照打仗要求選配領導班子，組織
大範圍交流任職。目前，原集團
軍主官全部換崗、90%班子成員
交流任職。今年八月份，就有消
息稱陸軍13個新集團軍主官人選
均確定，原有主官全部換崗。
報道指出，在規模結構和力量
編成改革中，陸軍原集團軍主官
全部換崗、90%班子成員交流任
職，作戰旅40%、院校和科研訓
練機構超過50%班子成員異地安
排，實現「強強聯合」、優勢互
補；逐步走開作戰部隊與院校雙
向交流、艱苦邊遠地區部隊幹部
內調交流、機關與部隊換崗交流
的路子，有效激發了幹事創業的
內在動力；把艱苦邊遠地區作為
鍛煉培養幹部的基地，安排百餘
名師團級幹部赴邊關、進海島、
上高原，讓大家在經受磨礪的同
時積累經驗、增長才幹；着眼培
養複合型人才，綜合考慮幹部專
業、特長等，跨專業跨系統科學
安排使用；堅持「走出去」與
「引進來」相結合，積極向其他
軍種、省軍區系統和武警部隊推
薦交流幹部，廣泛接收陸軍以外
優秀人才，為加快推進陸軍轉型
升級增添新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參考消息網報道，
美媒稱，距上海以南高鐵1小時車程的
義烏據稱生產全世界近三分之二的聖
誕裝飾品。義烏被稱為中國「聖誕
村」，人口約120萬。根據杭州海關的
月度記錄，在2016年9月到2017年8
月之間，義烏周邊的600餘個工廠和作
坊生產了價值30億美元的聖誕相關產
品。據悉，義烏至少30%的訂單來自
美國，其他一些商品則從義烏運往俄

羅斯、拉丁美洲和中國各地。
報道稱，義烏是「中國製造」現象

的始發地。中國上世紀80年代初「改
革開放」時代僅開始幾年，義烏市場
就開始成形。從那時起這座城市就開
始向全世界提供各種各樣的玩具、裝
飾品、家用品、內衣、雨傘和汽車零
配件等。最近，義烏開通了直達馬德
里、倫敦、布拉格和德黑蘭之間的貨
運列車。

加拿大安大略省各界華人共同舉辦的「南京大屠殺
80周年追思會」9日在多倫多舉行。逾千名代表參加
主題為「銘記歷史，祈願和平」的追思會。■中新社

■陸域面積︰223萬平方米
■集裝箱碼頭岸線︰2,350米
■深水泊位︰7個
■年吞吐能力(標準箱)︰初期400萬，遠期達630萬
■橋吊︰首批10台 (最高達26台)
■軌道吊︰首批40台(最高達120台)
■自動導引車（AGV）︰首批50台(最高達130台)

■資料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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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自動集裝箱碼頭洋山港開港全球最大自動集裝箱碼頭洋山港開港

■■洋山港四期洋山港四期1010日日
開港試運營開港試運營。。中新社中新社

冰上絲路縮海運成本 年省千億美元
■■亞馬爾項目碼亞馬爾項目碼
頭頭。。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