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對華打響光伏戰
或逼中國出手反制

【本報訊】中新社北京六日消息：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六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舉行會談。

溫家寶表示，中星雙方要進一步密切戰略溝通，尊重彼此
重大關切；推動蘇州工業園區和天津生態城項目建設達到更高
水平，在投資、金融、綠色經濟等領域不斷探索有效的合作方
式；完善海上合作機制，加強在海洋環保、反海盜等方面的協

調配合；開展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擴大青年、媒體之間的交
流。

溫家寶指出，東亞地區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保持穩定，經濟
快速增長，為世界所矚目。加強中國與東盟的團結，深化互利
合作，對於維護這一良好局面，促進共同利益至關重要，希望
新加坡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李顯龍表示，通過不懈努力，星中關係取得了長足發展，
這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星方願與中方深化相互理解，開拓新
的合作領域，增進人民之間的友誼，推動星中關係全面發展。
中國的發展對亞洲和世界有利，星方將繼續致力於推進東盟與
中國的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與發展。

會談後，兩國領導人共同出席了雙邊有關合作文件的簽字
儀式。

另據新華社報道，李顯龍六日上午在中央黨校用中文發表
演講，表示所有東盟成員國都期待繼續擴大與中國的合作關係
，而穩定繁榮的亞洲也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

李顯龍在演講中表示，中國是東盟最大的貿易夥伴，而東
盟則是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此外雙方也攜手開拓多領域的合
作，包括基礎設施發展、能源開採、文化和醫藥保健等。

他認為，欣欣向榮的周邊國家，可以成為中國相輔相成的

合作夥伴。整個地區保持平靜與安全，有助於中國一心一意謀
發展。

專家：李顯龍訪華「錦上添花」
【本報記者賈磊、實習記者吳耀東北京六日電】新加坡國

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中星長期以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關係，李顯龍此行是對中
星關係的 「錦上添花」。

鄭永年解釋說，雖然兩國因為國家利益不一樣，在某些方
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兩國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之間的分
歧。新加坡跟中國，從領導到企業界到老百姓，各個方面上都
有互動，李顯龍的訪華讓兩國關係好上加好。

鄭永年稱，新加坡儘管從人口上來說是東盟的一個小國家
，但是從經濟貿易方面來說，對中國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一個
小國家的地位。他指出，新加坡跟中國的關係是全方位的，新
加坡貿發局、國際企業發展局等部門在中國的很多省份，尤其
是重要的省都設有自己的工作室。新加坡與中國有很多政府間
合作的大項目，比如蘇州工業園、天津生態城等，六日吉林省
政府又和淡馬錫公司簽訂了多領域的合作協議。鄭永年認為，
這些合作項目搭建了一個讓兩國領導人定期交流的平台。

鄭永年表示，中國的崛起是新加坡的機會。他說， 「新加
坡要搭中國經濟崛起的順風車，所以新加坡把中國崛起看成很
好的機會，不像東盟有些國家擔心中國的崛起，新加坡是希望
中國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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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扎渡水電站投產 東南亞新動力

東北亞博覽會長春開幕
【本報記者尹健、趙文博長春六日電】東北亞投資貿易

博覽會今日在長春開幕，來自世界一百零九個國家和地區的
一萬多名客商及逾百位國內外政要參會。國務院副總理王岐
山出席開幕式並宣布博覽會開幕。

本屆博覽會共設二千六百個展位，特設東北亞旅遊館和
文化產業館、台灣和香港商品館、食品醫藥和科技電子專業
館、投資合作館等主題展館。不久前，國務院批准實施《中
國東北地區面向東北亞區域開放規劃綱要（2012-2020）》
。對此，本屆博覽會重點推介了中國東北地區具有引領帶動
作用的重要發展區域、重點合作領域和重大合作項目，並對
規劃綱要作出深入解讀。

博覽會開幕當天，王岐山還出席了東北亞經貿合作高層
論壇並發表演講。王岐山表示，在當前全球經濟嚴峻複雜的
形勢下，東北亞各國應加強合作，攜手應對挑戰。中國願與
東北亞各國一起，發揮各自優勢，完善合作機制，提升合作
水平，進一步優化貿易結構，加強能源資源、高端製造、金
融、旅遊、農業等領域的合作。

商務部否認外資製造業撤離
【本報訊】中新社廈門六日消息：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

人沈丹陽六日在廈門表示，根據商務部的監測，中國未發生
外資製造業企業 「大規模回流」的情況，中國吸收外資仍將
保持健康發展。

沈丹陽是在當日舉行的第十六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
會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作此表示的。此前有機構稱
，在華外資已出現 「製造業回流」現象，並指未來幾年內可
能會發生外資大規模撤離中國現象。

沈丹陽說，對媒體報道所謂外資企業回流，商務部對此
進行了監測和研究。從監測的情況來看，目前並沒有媒體所
稱的大規模回流現象發生，只有個別企業的遷出情況。

他透露，今年一到七月，中國製造業吸收外資佔總吸收外
資的45%，和往年基本持平，並沒有發生明顯的製造業回流。

沈丹陽還代表商務部就部分外資製造業企業遷出發表三
點看法：

其一，當前的世界經濟是高度融合的經濟，各個經濟體
都不可能獨善其身，美歐如能採取有效措施，促使經濟早日
走出陰霾，對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都有好處。

其二，歐美加大製造業發展力度，會對中國製造業利用
外資產生一定影響，但中國和美歐製造業產業有結構互補性
，產品存在差異性，影響是有限的。

第三，從中長期發展情況，中國國內市場潛力巨大，產
業配套完善，人力資源素質提升；儘管也面臨勞動力成本上
升、土地環境資源的條件制約，中國吸收外資仍有長期性和
綜合性的優勢。

中國商務部的資料顯示，目前，歐洲是全球光伏產品的最大市場
，也是中國光伏產品出口的主要地區，二○一一年中國光伏電池對歐
出口金額二百零四億美元，約佔同期該產品出口總額的73%。

中方對反傾銷調查表遺憾
歐盟決定對中國光伏電池發起反傾銷調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

人沈丹陽六日表示，儘管中方多次呼籲通過磋商合作化解光伏產品貿
易摩擦，但歐盟委員會仍執意發起反傾銷調查，中方對此深表遺憾。

沈丹陽說，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復蘇滯緩，各國光伏產業都
出現了企業經營困難，破產倒閉等現象，中國也不例外。目前，全球
光伏產業發展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歐光伏產業更是
一種相互依存、互利合作關係。限制中國光伏電池產品，不僅傷害中
歐雙方產業的利益，也將破壞全球光伏產業和清潔能源的健康發展。

沈丹陽強調，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中方再次敦促歐方信守
二十國集團洛斯卡沃斯峰會承諾：在二○一四年前不採取任何新的貿
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措施，並收回任何已產生的新保護主義措施。中方
呼籲歐方能從中歐經貿合作的大局出發，認真考慮中方的立場和建議
，通過磋商合作解決光伏產品貿易摩擦。

中國大批企業有破產之憂
歐盟一旦徵收高額反傾銷稅，中國光伏產業將遭受滅頂之災，大

批企業將有破產之憂，約三十萬從業人員將受到嚴重衝擊。中國人民
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保建雲認為，歐盟反傾銷調查後短期內對中國
光伏產業必定有消極影響，但從長期來看，對中國光伏企業發展轉型
有利，中國光伏企業在未來通過技術管理的創新，以及企業轉型升級
來適應歐盟市場、應對歐盟的反傾銷調查，這對長遠發展是有利的。

中新社報道，儘管對於歐盟此舉，中國各界均有準備，但在八月
底舉行的第二輪中德政府磋商中，德國總理默克爾曾表示，希望歐盟
委員會、有關企業與中方一起嘗試通過溝通交流來排除和解決問題，
不要啟動反傾銷程序，此語一出，相關各方協商解決光伏摩擦的希望
被再次點燃。

對於默克爾 「前腳剛走」，歐盟 「後腳便提反傾銷」的舉動，中
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宋泓說， 「我們也應該考慮
在符合世貿組織原則的前提下採取相應的措施予以威懾，使雙方的承
諾相掛鈎。」

對於中國是否會對歐採取貿易反制，沈丹陽六日並未提及。但據
此間媒體報道，中國商務部今年八月份已經受理國內產業要求，對產
自歐盟的多晶硅實行 「雙反」的調查申請。

【本報實習記者周琳北京六日電】不少
業內人士認為，歐盟指責中國光伏企業存在
傾銷行為和政府的補貼行為，中國太陽能光
伏產品的低價格導致歐洲產品的市場價格削
減，事實上，這種指控完全站不住腳。

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在一份公開聲
明中曾指出，中國產品近年的價格下降主要
原因是國際原材料價格的大幅降低，中國的
競爭優勢在於技術進步和集約化生產大幅提
高了生產效率並降低了成本，絕非傾銷和補
貼行為所致。

業內人士認為，歐盟對中國光伏產品反
傾銷損人不利己，保護的只能是歐洲極少數
企業利益，於行業整體發展無益，甚至將導
致歐盟內部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處境更為困
難。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保建雲
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中國的光伏產業發

展還是較快且有競爭力，但是在歐盟內部利
益集團間涉及了很多成本問題，與中國相比
形成劣勢，歐盟此舉是作為保護自己利益的
自然反應，在一段時間內這種保護做法更會
頻發。

全球最大太陽能面板製造商─無錫尚
德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新聞發言人張建敏在
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說。 「我們從來沒有
對歐傾銷，我們尊重自由貿易、公平競爭
的市場環境，反對任何貿易保護主義的措
施。」

「得了便宜又賣乖！」中國社科院世界
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宋泓的語氣中透
着一絲憤懣。

宋泓介紹，中國飛速發展的光伏產業，
不僅為包括歐洲在內的市場提供了優質低價
的產品，同時極大地帶動了歐洲光伏上下游
產業的迅速發展。

歐盟委員會六日發布公告，決定對中國光伏電池發
起反傾銷調查。這是迄今對中國最大規模的貿易訴訟，
涉案金額超過二百億美元。歐盟一旦徵收高額反傾銷稅
，中國光伏產業將遭受滅頂之災，約三十萬從業人員將
受到嚴重衝擊。歐盟此舉或逼中國出手反制，對產自歐
盟的多晶硅實行 「雙反」 的調查申請。

【本報實習記者周琳北京六日電】

歐盟指控傾銷站不住腳

【本報訊】中新社普洱六日消息
：瀾滄江流域華能糯扎渡水電站首台
機組六日正式投產發電，這座 「綠意
盎然」的大型水電站將輸出源源不斷
的清潔能源，為瀾滄江─湄公河沿岸
各國提供新的動力。

華能糯扎渡水電站動態總投資611
億元人民幣，是中國已建、在建第四
大水電站，雲南境內最大電站，瀾滄
江流域裝機和庫容最大的電站，總裝
機容量為585萬千瓦。

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司副司長史立山稱，瀾滄江是中國西
南地區一條重要跨界河流，瀾滄江水
能資源的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事關
國家能源建設大局，以及瀾滄江─湄
公河地區生態建設和經濟社會的可持
續發展。

華能糯扎渡水電站安全質量環保
部負責人歐陽習斌告訴中新社記者，
糯扎渡水電站在生態保護方面的投資
近10 億元。它在中國首次採用引水發

電系統 「分層取水」方式，解決低溫
水對下游魚類繁殖影響。同時設立魚
類增殖站、動物拯救站及珍稀植物園
，最大限度保護了當地生物多樣性。
「是一座名副其實的『綠色電站』」。

華能糯扎渡水電站位於瀾滄縣與
普洱市的界河上，周邊是拉祜、傣、
彝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經濟發展落
後，基礎設施條件較差。

水電站項目總投資中，約有百億
元以上的資金在當地轉化成為消費基
金。除了改善基礎設施、調整產業結
構、增加地方政府稅收外，大量新興
產業緊需的勞動力為當地民眾增加了
收入來源。

瀾滄江發源於中國青藏高原，流
經青海、西藏，在雲南出境後稱湄公
河，依次流經老撾、緬甸、泰國、柬
埔寨和越南。

近年來，隨着東南亞國家經濟社
會的迅猛發展，對電力需求量不斷增
加，電力缺口也在不斷擴大。

雲南省省長李紀恒在電站投產啟
動儀式上表示，糯扎渡水電站的投產
，將促進中國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電
力聯網貿易發揮重要作用。

華能糯扎渡水電站是 「西電東送
」、 「雲電外送」的骨幹電源點，機
組全部發電後，使雲南省枯水期電量
增加25.58億千瓦時，能有效緩解下游
國家能源供需矛盾，為東南亞經濟社
會發展提供強大的支撐力。二○一一
年緬甸密松水電站被叫停後，憑藉地
理位置上的優勢，糯扎渡或將成為東
南亞發展的 「新動力」。

發改委批覆13個公路項目
【本報訊】據 「第一財訊」報道，國家發改委五日集中

批覆了十三個地區公路工程項目，七個地區航道碼頭工程項
目。其中，公路建設項目總里程為 2018 公里，但公告未透
露項目投資金額數。

在批覆的十三條公路建設項目中，中西部地區的佔大部
分，其中青海茶卡至格爾木公路改擴建工程474公里，新疆
阿克蘇至喀什公路429公里，新疆烏蘇至賽里木湖公路301
公里。其他如湖南、廣東、吉林、江西、浙江、河北、遼寧
、甘肅、西藏、雲南各有一條公路獲批。

此外，發改委當日還核准了中石油集團寧夏石化成品油
外輸管道工程項目。該項目長 372.6 公里，設計每年輸量
191萬噸。

另外，國家發改委六日下午公布的信息顯示，該委近期
批覆了十個環保投資項目，但未透露項目投資金額。這些環
保項目包括九個污水處理項目以及一個垃圾焚燒發電廠工程
，均位於中西部地區。

▲江蘇連雲港一家能源公司的工人在檢驗出口歐洲的太陽能光伏產品。歐盟對從中國進
口的光伏板、光伏電池以及其他光伏組件發起反傾銷調查，一旦證據確鑿，將可能對中
國產品徵收九個月臨時反傾銷稅 新華社

▲六日開幕的東北亞投資貿易博覽會上，台灣美食憑藉
其獨特的口感、新穎的包裝和現場提供的免費 「試吃」
，吸引了眾多參觀者前來品嘗、購買。 新華社

▲國家發改委五日批覆全國多個城市軌道交通建設規劃
，其中上海新增11號線迪士尼段、3號線和4號線分線
改造、2號線西延伸段、8號線三期、10號線二期等建
設調整方案同時獲得批准 新華社

世界級工程
●電站開敞式溢洪道規模亞洲第一

，泄洪功率和流速居世界第一

●電站大壩為心牆堆石壩，高
261.5米，為亞洲最高、世界第
三

●地下廠房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
地下廠房之一

●水庫總容量237.03億立方米，相
當於16個滇池的蓄水量

●電站保證出力為240.6萬千瓦，
多年平均發電量239.12億千瓦時
，相當於每年為國家節約956萬
噸標準煤，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1877萬噸

▲ 糯扎渡水電
站的大壩。中
國工程院院士
馬洪琪說，由
於瀾滄江出境
水量佔瀾滄江
─湄公河流域
的水量比較小
、發電用水無
消耗等原因，
上游瀾滄江水
電開發對下游
水量的影響有
限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