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A5要聞責任編輯：方展傑

浙舟山擬建自由貿易園區簡訊

【本報記者王春苗杭州二十二日電】
《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發展規劃》情況通報
會今日在杭州舉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
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解讀規劃時表示，
規劃中最大的亮點是明確提出條件成熟時
探索建立舟山自由貿易園區，研究建設舟
山自由港區。

具輻射廣風險低優勢
舟山群島新區處於中國南北海運通道

和長江黃金水道交匯地帶，是江海聯運的
重要樞紐，是伸入環太平洋經濟圈的前沿
地區，也通聯世界的戰略門戶。

鄭新立說，在舟山建設自由貿易園區
有監管方便、輻射廣、功能特殊、風險最
低等其他地區不具備的有利條件，所以國
務院選擇舟山群島新區作為建設自由港區
的試點。

從舟山來看，設立貿易園區的時機已
經成熟，下一步將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
深度，提高開放的質量，完善內外聯動，
安全高效的經濟體系，加強同世界各國的
經濟合作，並且將建設自由貿易園區作為
中國發展新的路徑。

鄭新立解釋建立自由貿易園區時說，

園區與傳統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具有本質上
的不同，顯著的特徵是實行境內關外的管
理制度，是放開一線，管住二線，在區域
內免除關稅、增值稅，可減免流通稅，通
關速度和便利程度大大提高。園區將輻射
對外貿易更廣、更深層次的自由度，吸引
更多內外資投資，在物流等方面開拓新的
增長點，以改變傳統海關特殊監管區過於
依賴貿易的局面，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中國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從境內、關
內到境內關外的轉變將使自由貿易園區人
員流動更加便捷，簡化手續，提高效率。

建類似星港自由港區
鄭新立介紹說，舟山自由貿易園區的

實施步驟分為三步。第一步就是要加快建
設舟山港綜合保稅區。第二步是選擇合適
的區域建設舟山自由貿易園區。第三步，
是在中遠期爭取將舟山全境建立類似新加
坡、香港的自由港區。在建設舟山自由貿
易園區取得經驗的基礎上，學習借鑒新加
坡、香港的自由港經驗，最終在舟山群島
新區全境實施自由港的政策，實現貿易和
投資自由化，成為中國長三角地區和長江
領域的重要的海上開放門戶。

核動力在船舶上的使用可以具備更持久的續航力，
並節省有限的艦上空間。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核動力
幾乎在民用和軍用領域同時得到應用。美國於1952年開
工建造、1954年下水服役的 「鸚鵡螺」號是世界上第一
艘核潛艇；前蘇聯 「列寧號」破冰船是世界上第一艘運
用核動力的民用船舶，於1956年8月24日建造。

或涉極地科考研究
劉江平對大公報表示，此次立項的兩個項目或許與

外界理解有異，可能就是為了解決民用水面船舶採用核
動力的問題，涉及北極、南極的極地科考研究，遠洋運
輸都有使用核動力的需求。像俄羅斯擁有動力強大的破
冰船，核動力是首選。因此，他認為中國並不需要用發
展民用船舶的藉口發展核動力航母。

目前美國海軍全部航母都採用核動力，常規動力航
母已經退役；法國也擁有 「戴高樂」號核動力航母。在
軍用水面艦艇方面，美國、前蘇聯曾經在巡洋艦、驅逐
艦上採用核動力，都已陸續退役。軍用核動力領域，尤
以核動力潛艇數量最多，美、俄、英、法、中都有核潛
艇在服役，印度、巴西的核潛艇也將很快服役。

「軍轉民」 成本會很高
中國在軍用核動力研究和使用上已有30多年經驗，

發展了幾代彈道導彈核潛艇和攻擊核潛艇。劉江平指出
，像 「戴高樂」號航母的核反應堆，就是通過已有核潛
艇反應堆改裝後用於水面艦艇，因此即便要發展水面核
動力艦艇，中國未必需要重新立項解決關鍵技術問題。

劉江平認為，民用船舶核動力裝置和軍用相比，體
積、防護層等諸多標準都不一樣，直接將軍船技術移植
過來，生產、維護成本都會很高，因此考慮單獨研發民
用船舶核動力技術。

外界對於中國是否發展核動力航母的關注已久，普
遍相信中國會先發展常規航母，待技術成熟後國產航母
將採用核反應堆裝置提供動力。在中國海軍首艘航母 「
遼寧」艦入役後，這種猜測更加普遍。

發展核航母確有必要
核動力為航母節省大量石化燃料，騰出空間裝載更

多艦載機燃油、彈藥及物資。美國正研發更新的軍用核
動力技術，希望在艦艇服役期內，不再需要更換堆芯。

此前有外媒稱，中國海軍官員表示，在 「遼寧」艦
之後，中國將建造更加現代化的6萬噸級核動力航母。
還有消息稱，中國首艘核動力航母預計將於2020年下水
，至少六家主要軍工企業和科研機構參與了這項計劃。

劉江平認為，中國發展核動力航母還是有必要的，
「國家利益在什麼地方，保衛的力量就應該能夠到達。

」中國會根據自己的防務需要制訂規劃，以實現未來對
海上權益的保護。

■建海洋強國需堅決維護海權

中船重工網站19日稱，國家科技部 「
核動力船舶關鍵技術及安全性研究」 863項
目和 「小型核反應堆發電技術及其示範應
用」 科技支撐項目已經立項。外界猜測這
意味中國正研製核動力航母。軍事專家劉
江平表示，中國軍用核技術已有多年經驗
，此次立項的或為民用船隻解決相關技術
問題，但從長遠看有建造核航母的必要。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二日電】

中國核動力船舶立項
外界紛猜核航母 專家解畫應民用

【本報訊】據共同社報道，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22
日稱，已確認中國在釣魚島周邊海域設置了浮標。雖然
中方此舉 「在國際法上沒有問題」，但日方將要求中方
解釋。菅義偉透露，浮標可能由中國國家海洋局設置。

日方認為，中方此舉是為了掌握日本海上自衛隊潛
艇動向。日本防衛相小野寺五典表示： 「我認為這是為
了提醒船舶在航行時加以注意。」

據環球網報道，釣魚島附近及其周邊200海里海域
是中國的領海和專屬經濟區，按照相關規定，中方有權
在該海域內從事海洋科考和海洋綜合研究，然而日本《
產經新聞》22日報道，中國已在釣魚島附近海域部署海
上浮標，收集日方情報掌握海上自衛隊的最新動向，並
稱中方此舉違反《聯合國海洋法條約》以及 「日本國內
法」。

《產經新聞》稱，浮標位於 「中日中間線」日本一
側，海上保安廳已進行 「拍照取證」。

日媒稱浮標具精密儀器
報道認為，中方的浮標具有精密儀器多等特點，很

可能含有中國政府部門的通信儀器，部署後，中方可通
過聲波確認日方潛艇的動向，中方還可通過聲波的傳遞
方式，收集日方部分基本數據。

中國外交部多次強調，所謂 「中間線」是日方單方
面提出來的，中方從來沒有接受，現在和今後都不會接
受。但《產經新聞》宣稱，中日兩國一直將從海岸線等
距離的 「中日中間線」作為雙方專屬經濟區的邊界線，

中方一直主張中國的大陸架可延伸至沖繩群島西側的沖
繩海槽。同時， 「中日中間線」附近有東海油氣田，中
日雙方曾於2008年前後促成 「維持現狀」共識，但中方
一直對 「天外天」油氣田進行 「單方面不正當開採」。

《產經新聞》還搬出所謂的法律，認為按照《國際
海洋法條約》有關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規定，中國在
「非本國的專屬經濟區內」部署設施已違反海洋法條約

，同時還違反 「日本國內法」。

【本報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2日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會見上海合作組織新任秘書長梅津采夫
，中國希望上海合作組織未來幾年發展順利。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強調，當前國際形勢繼
續發生深刻複雜變化，加強上海合作組織建設，推
動成員國長期睦鄰友好合作，更好地應對新威脅、
新挑戰，符合成員國根本利益，也有利於本地區和
世界和平與穩定。

習近平希望上海合作組織落實好成員國領導人
達成的重要共識，為維護地區安全穩定、促進成員
國共同發展繁榮發揮重要作用。

梅津采夫表示，俄方願同中方加強合作，籌備
好今年上海合作組織比什凱克峰會，積極推動本組

織進一步發展。
俄新網稱，梅津采夫2012年6月被任命為新一屆

上海合作組織秘書長，任期自2013年1月1日起為期3
年。

上海合作組織是由俄羅斯、中國、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六國
組成的一個區域性國際組織，組織另有五個觀察員
國，分別是蒙古、伊朗、巴基斯坦、印度以及阿富
汗。

上合組織成員國總面積佔歐亞大陸總面積的五
分之三，總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組織現
有兩個常設機構，分別是設於北京的秘書處，以及
設於塔什干的反恐中心。

習近平會見上合新秘書長

中國釣島周邊設置浮標
日媒驚呼海上自衛隊動向將被掌握

珠海橫琴新區管委會22日透露，橫琴成為首批國家
級海洋生態文明示範區，有利於吸引更多港澳及內地企
業財團進駐。目前，投資數百億元的長隆國際海洋度假
區、二井灣濕地公園和珠海富盈商務度假中心等一批具
有國際水準的濱海休閒度假區、以橫琴口岸為中心的臨
海綜合交通樞紐項目的建設正在有序推進中。

（本報記者方俊明）

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 「建設海洋強國」，中國海
洋事業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國家海洋局局長劉賜貴22
日在深圳舉行的 「推進海洋強國建設座談會」上表示
，建設海洋強國，要大力增強海洋意識，堅決維護海
洋權益。

劉賜貴率調研組21、22日考察了前海深港現代服
務業合作區、深圳灣濱海休閒帶、華僑城濱海濕地等
地，並舉行 「推進海洋強國建設座談會」，與廣東省
有關地市政府和有關單位負責人、院士專家、科研院
校和企業界代表進行座談，聽取各界對推進海洋強國
建設的意見和建議。 （中新社）

六大國家級戰略新區
1992年10月

2009年11月

2010年6月

2011年6月

2012年8月

2012年10月

國務院批覆設立上海浦東新區

天津濱海新區獲批

重慶兩江新區掛牌成立

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獲批

國務院批覆設立蘭州新區

國務院批覆廣州南沙新區規劃

【本報訊】據《東方早報》報道，中國正加強
雲南省國境線的戰備工作，分析認為這舉措旨在應
對衝突不斷的緬北局勢，在局勢失控時快速反應。

新華社21日披露，新春開訓以來，雲南軍區邊
防部隊大力開展實戰化訓練，成功解決了 「惡劣天
候下快速行軍」、 「電台克服信號盲區」等30多個
巡邏執勤難題，提升了官兵管邊控邊能力。

新華社稱，各邊防部隊細化團、營、連三級戰
備預案，明確攜帶的戰備物資品名、數量，做到定
人、定車、定位，並不定期進行緊急拉動演練。各
邊防部隊還根據邊境道路條件，改裝運輸車輛，減
少了物資器材和武器裝備損壞，確保了運輸安全。

【本報訊】據中新社華盛頓二十二日
消息：中國駐美大使張業遂近日即將離任
回國，同時走上新的工作崗位。他21日晚
在離任招待會上表示，相信中美兩國可以
打破所謂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走向對
抗的歷史 「定律」。

張業遂在發表告別感言時表示，3年
前出任大使時，中美雙邊關係正處在一個
艱難時刻。但3年後，他更加確信中美關
係的重要性和未來的發展方向。

回顧過去幾年，張業遂表示，中美兩
國關係已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兩國領導
人就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
夥伴關係達成重要共識。雙方進行了頻繁
的高層交往和高品質對話與磋商。兩國也
已加深了在所有雙邊領域以及廣泛的地區
和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這為未來4年的
中美關係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總體框架。

「我離開華盛頓時，同樣是在中美雙
邊關係中的一個重要時刻，兩國都處於一
個過渡時期。」張業遂說， 「不過，我會
帶對未來更加樂觀的心態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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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中緬邊境那邦邊防檢查站往來正常
中新社

▲2月10日，中國海監137船在釣魚島海域進行常態
化巡航，距離釣魚島主島約13海浬 新華社

據共同社報道，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米倉
弘昌22日至24日訪問北京。訪華期間，米倉將為改
善中日關係尋找突破口。

報道指，經團聯每年5月都會派團訪華會晤中
方官員。由於中日關係緊張，米倉表示今年打算提
前派出訪華團。

此前，據日本新聞網報道，這次訪中日程包括
23日米倉與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唐家璇和中國人民對
外友好協會李小林會長進行會談。

報道稱，這次訪中活動是由日本經團聯與中國
中日經濟協會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三家團體
共同舉行策劃。去年11月，中國兩家協會與經團聯
就舉行這次活動達成協議。屆時，將有150名駐北
京日本企業家等參加在中日經濟協會內部舉行的慶
祝春節活動。

日經團聯提前訪華

■珠海橫琴成海洋生態示範區

▲2月4日，中國第29次南極科考隊再抵中山站附近進行第二次卸貨 新華社

▲浙江舟山群島新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