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籲中俄全方位能源合作
晤梅德韋傑夫提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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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國總理溫家寶6日在莫
斯科與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主持中俄總
理第十七次定期會晤。溫家寶就兩國合作
提出七點建議，包括擴大貿易、推進全方
位能源合作、重點拓展在投資、深加工、
高科技和創新領域合作等。

瓊漁民南沙捕魚 省委書記千里送祝願

【本報訊】中國南海研究院吳士存院長6
日表示，南海爭議區資源共同開發需要有關各
方求同存異、相向而行，尋求共贏之道，呼籲
通過共同開發積累互信、擴大共識，夯實有關
爭議各方的對話合作基礎，避免激化矛盾和造
成戰略誤判。

據中新社報道， 「南海形勢新發展及共同
開發的前景國際研討會」6日在中國南海研究
院召開，會議為期2天，來自十多個國家和地
區的 80 多位官員、智庫學者、石油公司代表
參會，就 「南海形勢的最新發展」， 「爭議海
域的共同開發實踐：經驗與教訓」， 「南海共
同開發：挑戰與前景」， 「共同開發中利益攸
關方的訴求」及 「共同開發與南海區域合作」
等議題展開交流。

吳士存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南海局勢總
體上保持穩定、可控，但呈現出穩中趨緊的發
展態勢。近年來南海區域軍備競賽加劇，圍繞
南沙油氣勘探與開發活動誘發局部海上摩擦事
件等，給南海地區安全帶來了威脅。

吳士存建議，有關各方除了加強南海事務
性磋商與熱線機制建設、有效管控衝突與分歧
外，應深入協商制定切實可行的共同開發計劃
，盡可能確保合作過程的連貫性和可持續性，
同時協調和約束各方的權利和義務，為深化南
海共同開發打下更為堅實的基礎。

海南省政府副省長陳志榮指出，海南地處
南海，一直以來十分重視開發和利用海洋資源
，對南海問題有特殊的關切，南海問題的妥善
解決關係到海南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

美國海洋政治與政策研究員瓦倫西亞表示
，西方媒體過分表述南海最近發生的事件，各
方需要為解決問題採取一些措施，有關共同開
發各方有不同表述，但展開磋商，討論具體細
節是走出困境的辦法之一。

馬來西亞國防大學戰略研究部高級研究員
哈姆扎說，共同開發是解決南海困境很好的機
制，需要各國政府有政治意願，共同推動。各
方可借鑒在東南亞地區共同開發的先例，進行
包括油氣開發和漁業開發在內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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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新社北京六日消息：針對菲律賓任命新任
駐華大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6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中國政府重視發展中菲關係，願同菲方共同努力，推動
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有記者問，據報道，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5日宣布，
任命菲外交部副部長巴西利奧為新任駐華大使。阿基諾稱此
任命顯示了對菲中關係的重視。中方對菲新任駐華大使和中
菲關係有何期待？

洪磊說，中方注意到有關報道，將根據國際慣例和相關
程序處理菲律賓駐華大使履新事宜。中國政府重視發展中菲
關係，願同菲方共同努力，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洪磊：依慣例處理菲大使履新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六日消息：外交部發言人洪磊6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越南應停止在北部灣灣口外海域的
單方面油氣行動，停止對中國漁船的干擾。

有記者問：據報道，4日，針對中國漁船切斷越南勘探
船隻電纜，越外交部發言人稱，此舉侵犯越主權，中方應立
即停止不當舉動，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中方對此有何回
應？

洪磊說，越方的說法與事實不符。據初步了解，越方所
稱的海域位於北部灣灣口外中國海南島與越南大陸之間的兩
國主張重疊海域，中國漁船係在該海域進行正常的漁業捕撈
生產活動，並遭到越方船隻的無理驅趕。

「需要指出的是，中越兩國目前正就北部灣灣口外海域
劃界和共同開發進行談判，越方應停止在上述海域的單方面
油氣活動，停止對中國漁船的干擾，為有關談判創造良好氣
氛。」洪磊說。

中方促越停北部灣單方面採油

【本報訊】一場關於無居民海島開發保護的立法聽證會
6日在浙江舟山舉行。這是繼中國2011年開放首批 「無人島
」開發利用後，擁有海島最多的省份首次為開發保護 「無人
島」立法聽證。

據新華社報道，據聽證會主持人、浙江省政府法制辦公
室副主任吳強軍介紹，《浙江省無居民海島開發利用管理辦法
》將是中國首個規範無居民海島開發利用的省級政府規章。

聽證會現場，來自舟山、杭州等地的12名聽證代表進
行發言討論，代表包含普通群眾、海洋研究者、律師，也有
無居民海島開發企業代表。

「海島使用權是否通過招拍掛方式出讓」、 「如何權衡
海島利用的環境容量」、 「最長使用年限是否應為50年」
等問題，成為聽證代表們爭論的焦點。聽證代表錢菁說，海
島開發看起來誘人，但開發成本巨大，千萬不能一哄而上，
應適當減少政府主導的色彩，遵循經濟規律。

微博直播 擴大參與
聽證代表蔣平海是一家海島開發公司的法人代表，對開

發中的困難有切身體會：海島開發需要開闢航線，怎麼辦？
部分無居民海島此前已在開發，新法規出台，已有的建設、
權證如何對接規範，這些 「歷史遺留問題」要解決好。

「今天聽證的管理辦法名稱是《浙江省無居民海島開發
利用管理辦法》，建議加入 『保護』，突出開發中的保護。
尤其要避免海島開發 『走樣』，成了炒地皮、炒海島。」聽
證代表顏廣生說。

杭州退休工程師崔鹽生是第36次參加聽證會。他舉起
一張浙江省地圖說，浙江海島資源豐富，但海島通電、通水
、搭建通訊設施，個人和企業操作難度比較大，建議先由政
府完成。

此次聽證會通過微博直播，在浙江立法聽證中尚屬首次
。吳強軍說，網友在轉發、評論過程中發表意見，相當於通
過網際網路到會的旁聽代表。網友建議將和聽證會現場發言
一併帶回研究。

【本報訊】6日，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來到瓊海
潭門鎮宣講中共十八大精神。他考察潭門漁業協會建
設情況，入戶了解漁民家庭生活，詢問正在南海作業
的漁民生產狀況。

據中新社報道，潭門鎮共有3.2萬人，漁業人口
超過四成，中國在西、南、中沙海域作業的漁民九成
來自該鎮。在鎮上漁政局的船舶安全保障監控管理平
台，羅保銘與在南海赤瓜礁作業的 「瓊海09099」船
長史克雄通話。

「遠在千里之外的潭門漁民兄弟好！你們現在哪
個位置？」

「收到，羅書記好！我們在南沙的赤瓜礁。」
史克雄此行出海已 20 餘天。羅保銘向他和其他

漁民介紹道，十八大提出 「建設海洋強國」，對海南
發展意義深遠。

為了提高海上救援、防風能力等，2010 年海南
投資近 8000 萬元人民幣建設北斗通訊定位系統。史
克雄告訴羅保銘，這個平台建立後，漁民在海上作業
更安心了。他開心地說，船上漁民兄弟們都在聽羅書
記講話， 「國家要建設海洋強國、海南要建海洋大省
說出了我們的心裡話」。

「注意安全，祝你們滿載而歸！」通過電波，羅
保銘將祝願送到南沙， 「以後不僅要為你們促進生產

發展提供更多服務，還要解決你們家庭的後顧之憂。
」史克雄高聲回應： 「謝謝！等我們歸來請書記到鎮
上喝酒吃龍蝦！」

在潭門港碼頭，羅保銘登上 「瓊海 9045 號」船
，看望船主盧傳安及船員。 「一次出海捕多少天？是
否燈光圍網捕魚？」羅保銘細問。盧傳安說，潭門漁
民大多是人工潛海打撈和漁網捕撈的傳統方式，深海
養殖效益好但條件所限目前數量很少。

國家撥款助漁民造大船
羅保銘在碼頭上與多位漁民面對面座談，數千民

眾聞訊自發而來圍聽，連船頭上都站滿了人。
羅保銘說，十八大報告提出 「提高海洋資源開發

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
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三沙市成立，將加
快實施國家戰略，目前三沙漁業補給基地、太陽能光
伏發電、海水淡化、居民住房等項目正陸續開建。

「這些僅是開始。」羅保銘向現場數千民眾透露
，國家今年已撥款3.8億元支持海南漁民造大船闖深
海，明年國家和海南地方將繼續配套資金，並建立融
資平台幫助漁民貸款。

「未來，實施海洋強國和海洋強省戰略，對漁民
的支持資金和政策力度會更大！」羅保銘說，除了遠

洋捕撈，海南將還推動深海養殖，為漁民提供技術培
訓，使漁業可持續發展。同時，還要做好漁業深加工
，增加漁業附加值。

今年 50 多歲的漁民王書茂一年 4 次到南海捕漁
。他說： 「羅書記這些話讓我們漁民對今後的生產更
有信心了！」

據中新社報道，兩國總理舉行了大、小範圍會談
，聽取了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中俄能源談判、
中俄人文合作委員會三個合作機制的工作匯報。國務
院副總理王岐山、國務委員劉延東，俄方副總理戈洛
杰茨、德沃爾科維奇、羅戈津參加上述活動。

溫家寶說，10 年來，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高
效運轉，推動兩國務實合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中
俄已互為最主要的貿易夥伴，原油管道、田灣核電站
等重大項目順利實施。當前國際和地區形勢在發生深
刻複雜變化，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增大。中俄要更緊密
地攜手應對挑戰，加快自身發展，密切在多邊領域的
協調配合，維護共同利益。雙方要繼續堅持從戰略和
全局高度重視兩國關係，保持總理定期會晤等重要機
制的連續性，共同開闢友好合作更加廣闊的前景。

航空航天開展更多合作
溫家寶就進一步加強兩國合作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擴大貿易，爭取提前實現 2015 年雙邊貿易

額達到1000億美元的目標；
二是推進全方位能源合作，促進兩國能源安全和

可持續發展；
三是重點拓展在投資、深加工、高科技和創新領

域合作，在航空航天領域更多開展聯合研製、聯合生
產等戰略性大項目合作；

四是充分利用中俄地方領導人定期會晤機制，調
動兩國地方加強合作的積極性；

五是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同時在政策和管理層面
給予企業合作更多支持和便利；

六是進一步擴大人文交流，辦好中國旅遊年等活
動，落實中俄人文合作未來十年規劃；

七是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國際經濟金融
體系改革。

梅德韋傑夫完全贊同溫家寶對兩國關係的評價和
建議，表示 10 年來，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俄中關係
取得全面、重大發展，戰略性不斷增強，有力促進了
兩國發展振興，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做出了
重要貢獻。

梅德韋傑夫說，俄中關係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最好
階段，堪稱負責任新型大國關係的榜樣。此次會晤取
得很多實質性成果，將為兩國關係發展注入新動力。
俄方願與中方一道，進一步加強高層交往和戰略協作
，繼續發揮總理定期會晤等合作機制作用，擴大經貿
、能源、航空航天、交通等領域合作，重點推進投資
、高科技合作，加強青年、旅遊、教育等領域的交流
合作，不斷充實兩國關係的戰略內涵，推動兩國關係
取得新的更大發展。

兩國總理簽署了《中俄總理第十七次定期會晤聯
合公報》，見證了多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並共同
會見了記者。

浙江首為「無人島」立法聽證

空間（太空）核動力
包括空間核電源和核推進
，用來給航天器提供電能
和推進動力。空間核動力

可滿足通信衛星、軍用衛星、空間站、空間運輸、空
間武器作戰平台、深空探測、外星基地等對電能和推
進的需求。

俄羅斯研發核推進的工作始於 1950 年，蘇聯解
體後，俄羅斯 1998 年發布了《俄宇航核動力發展構
想》，強調要繼續保持在空間核動力領域的國際領先
地位，明確指出空間核動力主要用於發展基礎軍事技
術，滿足國防軍用的需要。

話你知

空間核動力

【本報訊】儘管在天然氣供應價格方面仍難以取
得共識，但在西線上下游和核能合作的敲定，預示了
中俄能源合作領域進程在朝着更加積極的方向發展。
中俄能源談判代表第九次會晤5日在莫斯科舉行，雙
方同意應本着上下游一體化的原則開展石油天然氣領
域合作，將正式簽署田灣核電站二期政府間議定書並
推進空間核動力等方面的合作，進一步擴大煤炭、電
力貿易，加大節能和發展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應用。

據新華社報道，中俄能源談判代表第九次會晤5
日在莫斯科舉行，國務院副總理、中俄能源談判中方
代表王岐山與俄羅斯副總理、俄方代表德沃爾科維奇
共同主持會議。

東線天然氣管道優先
王岐山表示，能源合作是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

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次會晤中，中俄達成一系
列共識和新成果。

一是在石油領域，積極推進上中下游合作，充分
利用現有管道擴大原油貿易規模；落實天津煉廠原油
進口、成品油出口和國內銷售 「三權」，推進煉化一
體化合作，把天津煉廠做成安全、可持續、能賺錢的
標誌性項目。

二是在天然氣領域，雙方進行了坦誠溝通，明確
了彼此有什麼，要什麼，增進了理解和信任，為下一
步合作奠定了基礎。從中國有購買力市場需求出發，
優先推進東線管道合作，積極研究西線一體化合作。

三是在核能領域，兩國正式簽署田灣核電站二期
項目政府間協議，並加強核電站、空間核動力、浮動

堆、快堆及核燃料等領域一攬子合作。
四是進一步拓展和深化煤炭、電力、能效與可再

生能源領域合作。
王岐山指出，無論從當前還是長遠看，能源合作

對於中俄兩國都至關重要，希望雙方更好地發揮中俄
能源談判機制的平台作用，推動能源安全、穩定、可
持續合作不斷取得新的更大成績。

德沃爾科維奇表示，俄中兩國能源合作至關重要
。雙方就加強石油、天然氣、核能等能源領域全方位
合作深入交換了意見，明確了能源合作的優先方向和
重點項目。

王岐山和德沃爾科維奇還共同出席了兩國政府有
關合作文件的簽字儀式。雙方有關部門簽署了《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家能源局和俄羅斯聯邦能源部關於開展
能源市場態勢評估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中俄煤炭
領域合作路線圖》、《中俄煤炭合作工作組第一次會
議紀要》、《國家電網與俄羅斯東方能源公司關於
2013年供電量和電價的協議》四項合作文件。

有意修建「阿爾泰」氣管線
另據俄新社報道，中俄兩國周三簽訂了若干能源

協議，但是在天然氣價格問題上仍然沒有突破性進展
。不過，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
團證實了修建 「阿爾泰」天然氣管線項目的意向，雙
方商定就制定互惠決策繼續開展對話。

「阿爾泰」輸氣管道項目規定通過俄中西部邊境
的天然氣管道從西西伯利亞氣田對華供氣，該管道將
在俄中簽署天然氣購銷合同後開建。

中俄聯手發展太空核動力

▶一款由核
動力推進的
航天器構想
圖

網絡圖片

▲羅保銘在潭門港碼頭和漁民們座談，宣講 「海
洋強國」 「海洋強省」 戰略 網絡圖片

▲專家稱，南海爭議區資源共同開發需要有關各方求同
存異，尋求共贏之道。圖為中海油的海上石油鑽井平台

網絡圖片

▲當地時間 12
月6日，中俄總
理第十七次定期
會晤在莫斯科舉
行。圖為中國總
理溫家寶與俄羅
斯總理梅德韋傑
夫在會談後共見
記者

中新社

◀中俄能源談判
代表第九次會晤
5日在莫斯科舉
行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