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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世界第一阵营
需要哪些“金刚钻”

“我国核电经过 30年发展，规模和全
产业链能力都有了跨越式提升，工程建
设、生产运营等领域形成了比较优势，国
际市场对这些成绩都很关注。”中国广核
集团董事长贺禹表示。

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顾问、原总工
程师隋永滨介绍，目前全球 60多台建设
机组中，有一半在中国。国内在建核电机
组综合国产化率已达到 80％左右，国内
配套产业和资源已具备支撑每年新开工
建设 12－13台核电机组的综合能力。

目前，从铀矿开采到铀化工、铀浓缩、
原件制造、核电厂的建设运行、核退役及
后处理，中国已经可以实现核电服务全产
业链的全覆盖。放眼全球，可以做到这一
点的，除了美国、俄罗斯、法国等传统核电
强国，就只有中国。

HPC项目电站位于英国西南部萨默
塞特郡，采用法国EPR技术，投产发电后
可满足英国7％的电力需求。“单就技术而
言，这与我们目前在建的广东台山核电站
一期工程一脉相承。”中国广核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郑东山说。

“中广核非常乐意，也有能力向欣克
利角C核电站提供技术支持和良好的经
验反馈。”贺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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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鱼县新富农蔬菜专业合作社不慎遗失嘉鱼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年 6
月 27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22322NA000325X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特声明作
废。

湖北金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嘉鱼县地方税务局 2009年 4月 21日
核发的地税鄂字42122116856381号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和湖北省嘉鱼县国家
税务局2009年4月20日核发的鄂咸嘉牌国税字国421221685638188号税务登记
证（正、副）。特声明作废。

罗钢遗失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证，准教类型：C1，证件编号：
4212003020013000114，特声明作废。

嘉鱼县官桥粮食收储公司遗失位于嘉鱼县官桥镇舒桥集镇的土地使用证，
证号：嘉国用（2003）第22441101，使用权面积为10650平方米，宗地用途为住宅、
仓储用地，特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卢太云不慎遗失嘉鱼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年 2月 28日核发
的注册号为422322600309868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特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市分公司遗失恒信通力别克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票联），发票代码：4200144320，
发票号码：03244193，金额35040元，特声明作废。

郑金莎遗失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报到证，证号：
201410927200086，特声明作废。

饶汉光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964211030003026，特声明作废。
彭彬遗失碧桂园温泉城诚意金收据一张，号码：0050126，金额1000元，特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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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合拍纪录片《孔子》即将

全球开播
新华社伦敦10月21日电 由中国中央电视台、英

国雄狮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和山东省大众报业集
团联合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孔子》日前制作完成，21日在
伦敦举行全球正式上线新闻发布会。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在发布会上
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英国，将促进中英两国在各
个领域的合作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个历史时刻，纪录
片《孔子》正式在全球上线开播具有重要意义。

他说，中英两国是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都创造
出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
重要贡献。纪录片《孔子》既为中外观众奉献了一部值
得长久记忆的经典作品，也探索出一条中英合作拍摄历
史题材纪录片的新模式。

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李挺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访问
英国期间，中英两国机构推出《孔子》纪录片有着很特殊
的意义。孔子作为中华文明最具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已
经成为全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孔子的
智慧也已经跨越时空和国界。

菲律宾1名士兵精神崩溃

枪杀同僚
新华社马尼拉10月22日电 菲律宾军方22日说，

当天上午在菲南部的一座军营内，一名士兵开枪射杀了
5名同僚、打伤9人，随后被击毙。

菲陆军发言人本杰明·郝说，当天上午 8时 45分左
右，在巴西兰省苏米锡普镇一陆军军营内，下士塔希尔
伍丁·塔哈手持M16步枪进入正在举行宗教活动的多功
能厅，向同僚们开火，打死打伤多人。塔哈也被随即赶
到的士兵击毙。

据悉，塔哈曾是菲律宾穆斯林反政府组织“摩洛民
族解放阵线”的成员。1996年，该反政府组织与菲政府
达成停火协议，塔哈等数百名武装人员加入菲陆军。塔
哈之前十几年的服役记录良好，没有不良前科。本月15
日，塔哈刚结束了为期两周的假期，从家中返回部队，但
其精神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变得沉默寡言。

亚投行将建高标准治理体系

年底运作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1日电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21日在华盛顿表示，亚投行
将建立符合21世纪要求的高标准治理体系。

金立群当天在布鲁金斯学会出席一场亚投行研讨会
时说，中国决心创办亚投行，旨在同域内和域外国家一道
为亚洲基础设施提供新融资机制，这体现了中国政府负
责任的态度。为实现这个目标，亚投行需要建立符合21
世纪要求的高标准治理体系，年底开始运作。

金立群指出，建立高标准治理体系是亚投行57个意
向创始成员国的共同要求。亚投行的治理体系不仅要吸
纳现有多边投资机构的优点，还要借鉴私营机构的成功
做法。他透露，亚投行将通过严格执行管理政策，如严控
岗位设置，对腐败“零容忍”等举措确保亚投行兑现“精
干、廉洁、绿色”的核心理念。

截止到10月9日，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中已
有 53个国家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亚
投行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开始运作。

在合作模式上，本次中英法合作的
HPC、SZC 项目，被业界称为“拼船出
海”、合作多赢的范例，而BRB项目则被
业界形容为“造船出海”，具有显著的突
破性意义。

事实上，在我国核电领域，“拼船”开
发早有先例。30多年前中、英、法合作建
设大亚湾电站，至今仍被传为佳话。

“中广核有信心把大亚湾的经验延
续到英国和其他第三国市场，打造全球
战略合作关系。”贺禹表示。

但核电开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

程，核电企业、装备制造商、建造商等需
要同步发展。特别是走向国际市场的过
程中，核电项目投资成本高昂，相关企业
面对包括地理、法律、文化、投资政策等
方方面面的陌生环境，难免存在薄弱环
节，借助外力、取长补短往往是化解风
险、提高效率的良方。

从“借船”到“造船”，既是机遇，也是
挑战。贺禹说，中广核的目标就是将英
国核电项目打造成中法英三国互利共赢
的样板项目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标杆
工程”。

贺禹说，目前泰国、印尼、肯尼亚、南
非、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均对
中国的“华龙一号”产生了强烈兴趣，“英
国核电项目的落地，将对中广核开拓国
际核电市场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增强
新兴市场国家对‘华龙一号’技术的信
心。”

约旦河西岸发生袭击以军事件

局势恶化
新华社耶路撒冷10月21日电 以色列军方 21日

发表声明说，约旦河西岸当天发生两起巴勒斯坦人袭击
以色列国防军事件，造成6名以军士兵受伤，一名巴勒斯
坦袭击者被打死。

根据以军发表的声明，21日中午，一名以军女兵在
约旦河西岸地区遭到巴勒斯坦人持刀袭击，这名女兵身
受重伤，两名袭击者中一人被当场打死，另一人被以安
全部队逮捕。当晚，有巴勒斯坦人在希伯伦北部向以军
车辆投掷石块，随后一名巴勒斯坦人驾车袭击了走出车
辆的以军士兵，导致5名以军士兵受伤。

自本月初以来，以巴地区安全局势急剧恶化。持续
三周的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人浪潮已造成 10名以色
列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袭击和冲突还造成近 50名巴
勒斯坦人死亡。

10月下旬，浙江省长兴县东盛光伏农
业科技园内占地1460亩，设计总装机容量
30 兆瓦的光伏发电工程并网进入试运行
阶段。

该工程建设光伏农业科技大棚 325
个，大棚设计为棚上发电、棚下种植喜阴
经济作物，实现“一地两用”，是浙江省目
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光伏农业示范项目。
投运后预计年光伏发电量达 2813 万千瓦
时，每年为长兴减少1.01万吨标煤使用量，
减少近 2.8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所发电
量由国网长兴县供电公司全额收购，这将
能够满足 9000 余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
求。 据新华社

浙江规模最大农
业光伏工程并网
可供9000家庭用电

中国凭什么进入“核电精英俱乐部”

10月21日，中国广核集团与法国电力集团（EDF）在伦敦正式签订《英国核电项目投资协议》。这是中国核能企业首

次进入核电精英云集的欧美高端市场，也是我国自主核电技术首次向西方发达国家出口。

除了技术，近日关于中英法项目，讨
论最多的莫过于电站成本。中广核和
EDF发布的联合声明显示，HPC项目建
设成本 180亿英镑（约合 1800亿元人民
币）。

记者从中国广核集团获悉，在HPC、
SZC 项目中，中方投资股比分别为
33.5％、20％；在 BRB项目中，中广核占
比66.5％。

“这是我们考虑投入产出，经过专业
测算后，预计相对经济的比例了。”中国

广核集团国际核电开发部总经理朱闽宏
说。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核电商业运
营的国家，有着悠久的核电发展历史，曾
有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多个国家的
先进核电技术在此落地，拥有成熟完善
的核电评审和准入标准。

“通过出口核电站，可以让我们的标
准规范、运行机制更快和国际接轨。”隋
永滨认为。

数据显示，英国重启核电开发计划

以后，已有8处适合兴建核电站的地址被
选定，预计到2030年，新建核电装机容量
可达16GW。

“英国市场前景广阔，在市场环境方
面，对投资者的回报率也有一定保障。”
中国核电副总经理谢嘉杰说，“未来‘华
龙一号’可以落地在这样成熟的市场，对
于品牌的经营大有裨益。此外，中英两
国也正在积极推进核联合研究中心及核
经济区域合作，这些都有利中国自身培
养核电精英人才。”

投资600亿元人民币到英国建核电站值不值

“拼船出海”将成为未来核电国际合作的趋势

（上接第一版）
为了保护竹林资源，区林业局从全国

竹业强县——浙江安吉请来技术人员，坚
持每年为当地村民举办楠竹管理培训
班。特别传授钩梢技术，防止竹子被大雪
压倒受灾；传授竹兜施肥育竹，保证受灾
竹林迅速恢复生长。同时采取保护政策，
严禁乱砍乱伐，森林警察每天巡逻。对核
心保护区每亩竹林每年补贴竹农 100元。

“财”、“智”、“力”三管齐下，保证了竹海的
良性循环和发展。

为了维护景区设施，在竹海无旅游收
入的情况下，该区组织专班，定期对重点

景点进行清理和修缮。今年来，不但完善
了旅游标识系统，下一步还将修补游步
路、维修竹海门楼和宾馆、增建停车场和
厕所等一系列设施。

为了保护旅游环境，该区一方面关停
了旅游公路沿线的 4座非煤矿山，让破坏
的山体重披绿装。另一方面，整治沿线村
庄环境，清理河道沟渠，拆除违章建筑，对
景区周边环境卫生进行立体整治，让进山
环境更加赏心悦目。

2013年，该区推出停止出售门票的惠
民举措，将这个紧邻市区的风景区打造
成“市民公园”。旅游部门的数字显示，

2014年，有 7万余人次免费到此游玩。星
星竹海，仍是市民和游客休闲度假的好
去处！

一张蓝图整体开发

旅游风景区要涅磐重生，招商引资是
一道绕不开的坎。

针对景区开发和前景走向，记者采访
了咸安区区长李文波。

“其实，经常有投资人找上门要开发
星星竹海。但这里开发一个山头，那里开
辟一片农庄，小打小闹是绝对行不通的。”
李文波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们现在

要做的是，竭尽全力保护好景区竹林资
源，维护她的天生丽姿，通过招大商，进行
整体开发。

目前，咸安区已预算 100万元规划发
展幕阜山旅游，重点是星星竹海，正与上
市公司深圳文科园林、武汉三特索道集
团、中国蓝光集团等投资商跟踪洽谈。

历经过市场阵痛，历经2008年华中大
雪灾、2013冻雪之劫的星星竹海风景区，
在那么多的关心关注下，已露出崭新容
貌。记者相信，如今有区委区政府大招商
大开发的决心和魄力，一定会早日惊艳面
世，涅磐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