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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宋博奇报道：日前，中国石化在
沙特阿拉伯东部省首府达曼发布了《中国石化服务“一带
一路”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国石化在沙特阿拉伯》主题
报告。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在沙特发布相关报告，报告全
面展示了中国石化在当地履行企业责任、推进“一带一
路”倡议与沙特“2030 愿景”对接、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关
情况。国资委宣传局、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中国驻沙相关
企业及沙特当地媒体等百余人参加了此次发布活动。

国资委宣传局局长夏庆丰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沙
特是‘一带一路’倡议蓝图中的重要一站，沙特连续13年
成为中国在西亚非洲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 6
年成为沙特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石化此次发布的
可持续发展报告，为中国企业在沙特开展透明沟通开辟
了新路径，发挥了引领作用。”

报告显示，在履行企业安全责任方面，中国石化
SP103、SINO18等井队获得沙特阿美公司“连续12年
安全生产无损时伤害”奖，中国石化炼化工程沙特公司
获得沙特基础工业公司“2000 万安全人工时”奖。在
履行企业环境责任方面，中国石化石油工程公司平均每
年投入300多万元用于处理各类垃圾。在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方面，截至 2018年底，中国石化沙特培训中心共
举办各类培训班 1027 期，培训沙特籍员工 37806 人
次。承办国际化人才培训班9期，培训关键岗位和国际
化人才174名。

中 国 石 化 在 沙 特 发 布
首 部 社 会 责 任 类 报 告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刘畅报道：海关总署日前
公布了最新的毛燕指定加工企业名单，中马钦州产业园
区共有 5 家企业在列，设计年加工能力合计达 150 吨。
该名单的公布，标志着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作为我国首个
集毛燕进口、检测、加工、交易、研发、检验等全产业链加
工贸易基地的加工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

马来西亚是世界第二大燕窝生产国，中马钦州产业
园区将燕窝产业作为产业园引进和发展的重点产业，该
项目也是园区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及主动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示范性产业项目。同时，国家燕窝及营养保健食
品检测重点实验室也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成，目前该
实验室已具备了进口毛燕及产品检测能力，为园区开展
进口毛燕业务奠定了技术支撑。为支持中马钦州产业园
区推动燕窝跨国产业链建设，打造燕窝加工贸易基地。
钦州海关提前介入，指导业主建设毛燕查验平台，指导园
区11家入驻企业做好厂房布局设计和卫生防疫措施，指
导进口食品收货人备案以及进口毛燕指定加工企业
备案。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5家企业
入选进口毛燕指定加工名单

当“鲁萨诺夫”号俄罗斯籍液化天然
气（LNG）船刚刚靠泊天津港中海油液
化天然气码头，天津海关查验人员立即
展开船舱计重工作并取样送检，以保障
全船约 7 万吨液化天然气高效、安全
卸运。

据悉，这是天津口岸首次迎来从北
极圈通过“冰上丝绸之路”驶来的液化天
然气船，今冬京津冀等地百姓有望用上
来自北极圈的液化天然气。

近年来，中俄领导人会面时曾多次提
及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
绸之路”，“鲁萨诺夫”号正是来自中俄两

国大型能源合作项目——亚马尔项目。作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在俄罗斯实施的首
个特大型能源合作项目，亚马尔项目于
2017年正式投产。截至目前，这个位于北极
圈亚马尔半岛的项目是全球最大天然气液
化工厂建设项目之一。

安全、快速是“冰上丝绸之路”的独特
优势。相比传统绕行马六甲海峡、通过苏
伊士运河的航线，“冰上丝绸之路”一方面
避开了索马里海盗和印度洋海盗的威胁，
另一方面大大缩短了航程，降低了运输成
本。据介绍，“鲁萨诺夫”号通过北极和白
令海峡抵达天津，比以往通过传统航线苏
伊士运河缩短将近60%的航程。

北极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再加上快速、安全的航道，“冰上丝绸之路”
在未来有望为我国能源消费注入新生力

量，特别是随着俄罗斯远东地区不断加
大开发，俄罗斯也将通过“冰上丝绸之
路”进一步加强两国能源领域合作，此举
将有效缓解我国冬季用气高峰时期用气
难问题。据了解，俄罗斯将通过这条“冰
上丝绸之路”，每年向中国稳定供应至少
400万吨液化天然气。

天津口岸腹地广阔，不仅是北京的
海上门户，也是华北、西北地区与世界贸
易的重要通道。作为北方液化天然气进
口大港，天津口岸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居
全国首位，上半年共进口液化天然气
474.7 万吨，增长 1.2 倍；货值 171 亿元，
增长 1.5倍。作为天津口岸外贸增长新
亮点之一，液化天然气已成为继汽车、农
产品、原油、飞机之后天津口岸的第五大
进口商品。

考虑到此次为首次验放来自北极圈的
液化天然气，天津海关建立了中海油LNG
接收站中俄大型能源合作项目“亚马尔项
目”跟进机制，运用“运输工具水空子系
统”，实时跟踪“冰上丝绸之路”货物到港时
间及船期安排，科学安排调度运输工具、货
物查验现场执法值班，以确保“即到即检、
快检快放”。

“由于该项目液化天然气与进口的其
他国家液化天然气品质不同，我们还制定
了有针对性的抽采样计划，密切关注品质
检测项目合格情况，以及北冰洋航道适航
船舶对燃料消耗及数重量影响情况。”天津
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持续提供优
质高效服务，全力保障用户能及时用上清
洁环保的进口液化天然气，为地区环境治
理和清洁能源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天津口岸首次装卸亚马尔项目LNG——

“冰上丝绸之路”送来北极天然气
本报记者 顾 阳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日前，
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 SK项目公司主办的

“SK 畅想杯”英语演讲比赛的决赛在巴基斯
坦苏基克纳里（下称 SK）水电站项目现场举
行，25 名巴基斯坦初高中学生同场竞技，围
绕“中巴经济走廊助推国家发展和个人实现”
等主题抒发见解。

项目所在地巴基斯坦曼塞赫拉地区教育
局局长穆罕默德·汗表示，他对中国企业在建
设水电站项目过程中推动巴经济发展、改善
地方民生以及促进中巴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
表示由衷感谢。

葛洲坝巴基斯坦 SK 项目公司董事长张
诗云表示，投资、建设及运营 SK水电站是推
动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造福人民的利好
之事。在水电站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履行好中
国企业在当地的社会责任，让SK水电站既点
亮巴国万家灯火，也点亮中巴人文交流。

中巴经济走廊水电站
项目“点亮”人文交流

右图 参赛选手在演讲。 梁 桐摄

《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深圳“高质量

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

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五

项全新的战略定位，并提出支持深圳“发

展更具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等多

项涉及文化旅游和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关举

措。深圳这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

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又踏上了发展的

新起点。

从深圳湾畔一片滩涂之地发展起来的

华侨城集团，是扎根深圳面向全国的大型

文旅央企，浸润着深圳这座城市“创新、

实干、敢为人先”的精神，30 余年与城

共进，与城共荣。

30 多年来，华侨城集团先后培育出

深圳华侨城旅游度假区、欢乐谷连锁主题

公园、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深圳世界

之窗、东部华侨城、深圳欢乐海岸、波托

菲诺小镇、纯水岸、OCT LOFT华侨城

创意文化园、OCAT 华侨城当代艺术中

心、深圳华侨城大酒店、威尼斯睿途酒店

等多个行业领先品牌。

新 时 期 ， 华 侨 城 主 动 发 挥 产 业 优

势，创造性地提出“文化+旅游+城镇

化”和“旅游+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

模式。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和建设中，华

侨城通过文旅产业创新发展、助力湾区打

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目

前，华侨城已全面布局深圳、广州、佛

山、东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以文化旅

游作为主链，从科技、新型城镇化、金融

等多业态出发，开拓投资、参与文化旅游

综合项目近30个。

华侨城集团顺应深圳“现代化、国际

化、创新型城市”的定位，深耕深圳区

域，以“大战略、大资金、大项目”，布

局国际会展产业、新型城镇化、城市更

新、文化旅游、创新型产业集群、产城融

合建设、互联网与金融等新领域，推动区

域产业优化升级和城市价值提升，为深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贡献华

侨城力量,助力深圳成为国际领先的创新

型城市、更具辐射力带动力的全国经济中

心城市和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国际化

城市。

国 际 化 滨 海 城 市 新 坐 标 “ 欢 乐 港

湾”：项目位于深圳宝安中心区前海湾，

总占地约 38 万平方米，为深圳西部活力

海岸带的起点，规划建设包括海滨文化公

园、湾区之光 （摩天轮）、湾区之声 （大

剧院）、JW 万豪酒店光之翼、东岸西岸

街区商业和海府生态大厦写字楼，项目将

为深圳贡献一个“国际化滨海城市新坐

标，世界滨海湾区旅游地”的全域旅游示

范作品。

光明小镇：位于深圳市西北侧光明区

东部，核心区域面积为 11.4 平方公里。

由华侨城与光明区倾力打造，小镇计划总

投资 300 亿元。规划形成“一轴五片区”

功能结构。“一轴”为光明小镇绿道，“五

片区”分别为国家现代农业庄园、迳口村

等综合产业服务区、新一代主题旅游产

品、综合配套和生态社区、森林运动公

园。未来将成为国际知名生态农业旅游小

镇、城乡共融生活方式样本及城市双修与

绿色发展标杆。

携手招商蛇口，建设全球大型会展中

心：华侨城和招商蛇口组成的联合体携手

世界知名管理运营专家，在深圳宝安打造

全球大型会展中心，在未来将逐步建成一

个 300 万平方米，包含会展中心、公寓、

办公、酒店和商业多种业态的创新型会展

产业综合体，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

新引擎。

投资城市级新型城镇化项目“甘坑新

镇”：通过“生态+文化+科技+旅游”四

位一体模式，导入IP文创产业和VR内容

产业集群，目标是通过产业园区和旅游、

市场、金融互动，集聚上千家创新文化科

技企业，在未来十年逐步形成 GDP 超千

亿的城市级新型城镇，拓展中国企业进入

城镇化领域的新路径。

投资500亿元，建设世界低碳产业示

范项目“华侨城国际低碳示范城”：秉承

产城融合、低碳发展的理念，探索新型城

镇 化 低 碳 发 展 之

路。通过华侨城国

际低碳城核心商务

区 项 目 的 启 动 建

设，打造国际低碳

会展交流中心、深

莞惠区域商务中心

和低碳城生活休闲

中心，树立国际低

碳城发展新地标，

提升片区产业发展

凝聚力。通过参与

坪 西 整 村 统 筹 项

目，深入探索和示

范新型城镇化与低

碳 发 展 的 融 合 之

路，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的低碳活力社

区。华侨城国际低碳体验中心项目通过对

传统旧村落进行综合整治，在客家老围屋

中注入低碳生活理念，打造深圳低碳生活

体验示范项目。

东部坪山文化旅游带：通过文保活

化、设施建设、城市更新、产业导入，助

力坪山实现城市功能、产业双升级，筑造

深圳东部中心。通过华侨城·龙田文旅小

镇的落地，

集“潮流运

动”“现代

农业”“田

园骑行”特

色于一体，

创建坪山都

市田园新生

活，打造都

市潮流运动

和田园农业

观光空间。

通过坪山高

铁站“站城

一体”综合

枢纽，坪山大道景观提升和综合成片开发

改造，保护开发坪山生态及客家历史古村

落资源，形成“大东部坪山旅游带”，成

为集遗产观光、文创体验相结合的城市名

片，引领“大东部”全域旅游度假新

时代。

大鹏文化旅游综合项目：携手大鹏

新区，以国家重点文保单位大鹏所城为

中心，规划建设大鹏所城文化遗产小

镇。搭建“文博+文创+文旅”产业生态

链，探寻文化遗产活化与创新模式，成

为代表深圳文化形象的“十大特色文化

街区”之一。智慧海洋带，环龙岐湾片

区形成产业植入、文旅融合、区域联动

的蓝色经济产业集聚区；山海度假休闲

带，依托大鹏半岛得天独厚的海洋旅游

资源和海上运动特色，打造集海洋文化

国际论坛、海滨公园、度假酒店、海上

运动基地、海上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世

界滨海旅游度假区。

……

这一个个与城市发展相辅相成，与市

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重量级项目，必将为深

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发

展增添澎湃动力。

（数据来源：华侨城集团）

华侨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注入发展动力

·广告

深圳华侨城旅游度假区深圳华侨城旅游度假区

规划建设中的深圳国际低碳示范城规划建设中的深圳国际低碳示范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