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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車株機和中車株機和
德鐵日前簽訂德鐵日前簽訂
2020台新型混合台新型混合
動 力動 力 ““ 火 車火 車
頭頭””框架協議框架協議
及首批及首批 44 台機台機
車訂單車訂單，，標誌標誌
中國軌道交通中國軌道交通
裝備整車產品裝備整車產品
獲得世界高端獲得世界高端
市場認可市場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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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一地兩檢””刊憲刊憲 正式成香港法例正式成香港法例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由香港署理

行政長官張建宗簽署的《廣深港高鐵（一

地兩檢）條例》22日刊憲，正式成為香港

法例，具體實施日期由香港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條例列明西九龍站

B2入境層、 B3離境層的劃定區域、B4層

月台區域和營運中的列車屬於“內地口岸

區”範圍，由內地管轄並實施內地法律，

但不影響香港特區行政區域界線。

內地口岸區不影響特區行政區域界線
條例指出，除就保留事項外，“內地口

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

地以內”，但香港特區行政區域界線不受影

響。根據條例，內地口岸區將實施內地法律

和司法管轄權，內地方面會在該區域內，派

駐出入境邊防檢查機關、海關、檢驗檢疫機

構、口岸管理和鐵路公安機關單位。

至於高鐵香港段上營運中的客運列車、

包括在行駛中、停留中和上下乘客期間的客

運列車的車廂，同樣屬於“內地口岸區”範

圍。不過，列車在石崗列車停放處內的期

間，或在來往石崗列車停放處與西九龍站的

行程途中，就不屬營運中，故不屬“內地口

岸區”範圍。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指出，全國

人大常委會就“一地兩檢”安排作出決定

前，已詳細考慮所有因素，決定本身也具法

律基礎，相信毋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一地

兩檢”安排解釋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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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外交

部網站報道，在22日的中國外

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提

問，有美國媒體稱在過去幾周，

美軍機在東海遭中方船隻激光武

器攻擊多達20多次這一報道是

否屬實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表示，報道毫無根據，純屬捏

造。

美國“大眾機械”網站在6

月20日的報道宣稱，在東海地

區活動的美軍人員一直是激光致

盲襲擊的受害者。報道還頗具指

向性地表示，美國人員懷疑，用

非致命激光進行的襲擊是由中國

公民實施的。

此次美國媒體炒作“激光攻

擊”事件，稱美國印太司令部證

實，“激光攻擊源來自岸上和漁

船”，目前還不清楚來自海岸襲

擊的具體位置。文章認為，這些

攻擊或許與美國收回今年環太海

軍演習對解放軍的邀請有關。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

示：“據我們向有關部門了解，

美國媒體有關報道中對中方的指

責毫無根據，純屬捏造。”而21

日，中國國防部消息人士也表

示，該報道中對中方的指責毫無

根據，純屬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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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觀察者網

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21日在北京同對華進行正式訪

問的尼泊爾總理奧利舉行會談

（見圖）。雙方當天簽署10多

份合作協議中，有一項引人關

注：中尼兩國將興建邊境鐵

路，連接西藏西部的日喀則和

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鐵路的

中國段由拉薩至吉隆縣，由青

藏鐵路網延伸而成，全長700多

公里，中國路段佔總長五分之

四以上，預計 2022 年建成。

2020年之後兩國將再修建從中

國吉隆縣到尼泊爾首都加德滿

都的鐵路。

同日，中國交通運輸部部

長李小鵬與尼泊爾基礎設施和交通部部

長馬哈賽特在北京共同簽署了兩份鐵路

合作的文件。消息稱，其中一份鐵路項

目合作備忘錄的簽署，標誌着中尼共同

推動跨境鐵路前期研究邁出實質性步

伐。另一份貨物運輸議定書的簽署實

施，將彌補當前尼方境內道路運輸通行

條件的不足，有效滿足尼國內民生需

求，促進兩國間的貿易和人員往來。據

了解，中尼鐵路的前期工作已開始，現

有反饋非常積極，整個準備項目預期在8

月完成。

■■《《廣深港高鐵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一地兩檢））條例條例》》2222日刊憲日刊憲，，正式成為香港正式成為香港
法例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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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賽寧夏

選拔賽23日

在銀川正式

開賽，275

名從小學到高中的孩子拿着自己親手製作

的機器人現場體驗競賽的樂趣。■中新社
第二屆世界無人機大會22日在深圳

舉辦，200多家中外無人機企業展示了

無人直升機、無人固定翼機、無人多旋

翼飛行器、無人飛艇、無人傘翼機、撲

翼式微型無人機以及上下游配套產品。

數據顯示，中國從事無人機整機及其緊

密零部件研發和生產的企業超過1,200

家，無人機在遙感測繪、農林植保、影

視航拍、快遞物流、警務執法、應急搜

救、電力及石油管線巡查等經濟社會發

展的諸多領域已開始發揮重要作用。

■新華社

中國海軍第二十九批護航編隊濱州

艦22日抵達波蘭格丁尼亞港，參加為期

5天的波蘭海軍成立100周年慶典。濱州

艦將參加波方組織的海上閱兵式、“波

蘭海軍100周年”研討會、足球友誼賽

及波蘭“海事紀念碑”揭幕儀式，此外

還將舉行艦艇開放日活動。 ■中新社

新聞 速遞

中國“火車頭”首出口德國
採新型綠色智能混合動力 軌道交通裝備整車獲高端市場認可

上半年經濟料增6.8% 專家：下行壓力猶存

境外新藥將加速在華落地

■4月以來，中國國家藥監局大幅簡化境外
上市新藥審批程序，加速批准了臨床急需的
7個境外新藥。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車株機官

方微信號報道：中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

（中車株機）日前與德國鐵路股份公司簽署出

口20台新型混合動力“火車頭”（學術名稱

為“調車機車”）框架協議，並簽訂了首批4

台機車出口訂單，標誌着中國軌道交通裝備整

車產品獲世界高端市場認可。這批調車機車屬

“德國標準，中國製造”，使用“第三軌+內

燃+鋰電池”混合動力電傳動方式，具備綠色

智能的創新技術特點，最高時速100公里，主

要用於鐵路施工現場的物流供應、試驗和工程

牽引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3日

在北京發佈的一份宏觀經濟報告預計，今

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達6.8%左右，在

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位居前列。報告

指出，下半年宏觀政策既要積極應對經濟

下行壓力，又要激發經濟內生增長動力，

建議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8年中期報告

會23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國人民

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彥斌代表課題組

發佈了題為《結構性去槓桿下的中國宏

觀經濟》的報告。報告指出，今年上半

年中國經濟平穩運行，物價水平穩定，

就業形勢整體向好，經濟增長質量穩步

提升。不過在經濟運行平穩的同時，需

要注意經濟運行中供給強勁、需求疲軟

的問題。

擴內需通過完善社保增加收入
陳彥斌表示，總需求才是決定未來一

段時間內經濟運行的核心要素。擴大內需

的關鍵是擴大居民消費需求，但是不應該

通過居民部門快速加槓桿實現，而應該通

過完善社會保障和提高居民收入等方式釋

放居民消費需求。

供給方面，今年上半年工業產能利用

率有所提升，增長進一步加快，1月至5

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達6.9%，比去年同

期上升0.2個百分點；服務業繼續保持平

穩較快增長，1月至5月服務業生產指數

同比增長8.1%，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同

時，今年1月至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增速為 9.5%，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

6.1%。

建議實施穩健中性貨幣政策
報告認為，下半年宏觀政策既要積極

應對經濟下行壓力，謹防去槓桿帶來的經

濟增速超預期下滑風險，又要激發經濟內

生增長動力，促使經濟實現長期可持續發

展和高質量發展。報告建議，政府繼續實

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既減輕經濟

下行壓力，又能為“去槓桿”創造良好的

宏觀環境。

■■中車株機曾為奧地利量身定製的中車株機曾為奧地利量身定製的““超級電容超級電容++蓄電蓄電
池混合動力池混合動力””調車機車調車機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據中車株機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周清

和介紹，近年來，隨着中國鐵路裝備

技術水平的不斷提升，“走出去”的步伐

也逐步加快，憑借優秀的創新能力和履約

能力，中車株機公司先後獲得亞歐非澳四

大洲近20個國家超過500億元人民幣的訂

單。

“第三軌+內燃+鋰電池”
據中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技術專家

介紹，本次簽約的調車機車完全按照TSI（歐

洲鐵路互聯互通規範）標準與德國鐵路網

EBA入網要求設計，使用“第三軌+內燃+鋰

電池”混合動力電傳動方式，整車輪周最大

功率750kw，最高時速100公里。該型車可在

德國幹線鐵路網、TEN路段及柏林市輕軌線

路上運行，主要用於鐵路施工現場的物流供

應、試驗和工程牽引等。

使用蓄電池停車等待節能30%
據介紹，該型號綠色智能新型調車機車

有以下創新技術特點：一是停車等待時可關

閉柴油機使用蓄電池供電，相比同等功率內

燃調車機車節能30%以上；二是採用更先

進、更安全的鈦酸鋰電池，可實現80%以上

再生制動能量的回收利用，循環壽命比鎳鎘

蓄電池提高10倍。

隧道內運行實現零排放
三是機車在隧道等特殊敏感區域內運行

時，採用蓄電池可實現零排放要求；四是機

車將裝配無線數據傳輸系統，可實時傳輸機

車運行狀態和故障信息，有效提高運維效

率。

在談到為何德鐵採購中車株機的產品

時，中車株機公司副總經理、中車株機歐洲

公司董事長廖洪濤表示，中車株機一直緊盯

前沿科技，積極學習、提高創新能力。2016

年，中車株機公司獲得德鐵最高等級（Q1級

別）供應商資質，獲得了服務德國市場的

“許可證”；2017年，中車株機公司又與德

鐵展開合作，聯合研製了“內燃+超級電容或

蓄電池”混合動力調車機車，目前該車已下

線，即將發往德國漢堡，雙方互信不斷增

強。

周清和說，在歐洲，中車株機為土耳其

提供了高端的城軌車輛，為馬其頓提供了滿

足TSI認證的動車組，為奧地利量身定製了

“超級電容+蓄電池混合動力”調車機車和儲

能式無軌電車，為捷克研製了動車組……成

為為歐洲客戶提供公共交通系統解決方案的

供應商之一。

四大創新技術
■停車等待時可關閉柴油機使用蓄電池供

電，相比同等功率內燃調車機車節能

30%以上

■鈦酸鋰電池更先進、安全，可實現80%以

上再生制動能量的回收利用，循環壽命比

鎳鎘蓄電池提高10倍

■在隧道等特殊敏感區域內運行時，採用蓄

電池可實現零排放要求

■裝配無線數據傳輸系統，可實時傳輸機車

運行狀態和故障信息，有效提高運維效

率

資料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中國國務

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23日在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演講時指出，當前來看，外部環境

中最大的不確定性是中美貿易摩擦。美國單方面挑起

貿易爭端，最近宣佈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關稅清

單，對中國經濟的直接影響並不會太大，但是會影響

到對市場預期和供應鏈調整。他強調，妥善應對中美

貿易摩擦，最主要的是要穩定預期。

這種市場預期已經反應在股市和債市，本周上證

指數跌過3,000點，深指跌過1萬點，雖有各種因

素，但是美國加征關稅是其中一個原因。“妥善應對

貿易摩擦，當前最主要的是要穩定預期，這是宏觀政

策基本取向，不要輕易改變。”王一鳴強調，中國要

堅持結構性改革、堅持結構性去槓桿的基本方向，同

時也要有底線思維，要做好各種預案，有針對性地採

取措施。

穩定增長預期 應對貿易摩擦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加速批准境

外新藥上市取得進展。中國國家藥監局局長焦紅22

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今年4月以來，

國家藥監局加速批准了臨床急需的7個防治嚴重危及

生命疾病的境外新藥，其中包括預防宮頸癌的九價

HPV疫苗、治療丙肝的第三代索磷布韋帕他韋片。

據介紹，通過大幅簡化境外上市新藥審批程

序、優化藥品臨床試驗審批程序、取消進口化學藥

品逐批強制檢驗，國家藥監局加快臨床急需藥品審

評審批，實施鼓勵新藥上市政策措施。

部分急需藥上市加快2年
對於境外已上市的防治嚴重危及生命且無有效

治療手段疾病以及罕見病的藥品，同時經研究確認

不存在人種差異的，申請人不需要申報臨床試驗，

可直接以境外試驗數據申報上市，藥品上市時間將

加快1至2年；對需在中國開展臨床試驗的境外新

藥，將臨床試驗階段的註冊檢驗由逐一檢驗調整為

根據審評需要檢驗，縮短企業檢驗樣品的準備時

間，加速境外新藥上市。國家藥監局起草的《關於

調整藥物臨床試驗審評審批的公告（試行）》目前

正在公開徵求意見。

今年4月，國家藥監局取消了進口化學藥品的口

岸檢驗，加強上市後的監督抽驗。政策實施後，進口

化學藥品從口岸通關後可直接配送至醫療機構、零售

藥店，可縮短進入中國市場時間2至3個月，降低境

外新藥進入中國市場的成本。焦紅表示，下一步要加

強職業化檢查員隊伍建設，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加大

境外檢查力度，讓國際醫藥創新成果盡快惠及中國患

者。

2022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82018年中期報告會上發佈宏觀經濟報告預計年中期報告會上發佈宏觀經濟報告預計，，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達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達66..88%%左左
右右，，在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位居前列在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位居前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