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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指出

东东部部沿沿海海适适时时启启动动新新核核电电项项目目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4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
开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首次
会议，研究讨论了能源发展中
的相关战略问题和重大项目。

李克强说，能源是现代化
的基础和动力。能源供应和安
全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
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
变革，提高能源绿色、低碳、智
能发展水平，实施向雾霾等污
染宣战、加强生态环保的节能
减排措施，促进改善大气质
量，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支
撑。

要立足国内，着力增强能

源供应能力，加大陆上、海洋油
气勘探开发力度，创新体制机
制，促进页岩气、页岩油、煤层
气、致密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
开发，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优质
能源保障水平，在开放格局中
维护能源安全，掌握发展的主
动权。大力实施节约优先战略，
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着手，加
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单位节能工
程，推广节能发电调度办法，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以较少的能
源消耗促进经济社会较快发
展。

李克强强调，当前要开工
一批重大项目。要在采用国际
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
动新的核电重点项目建设。在
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
基础上，有序开工合理的水电
项目。加强风能、太阳能发电
基地和配套电力送出工程建
设。发展远距离大容量输电技
术，今年要按规划开工建设一
批采用特高压和常规技术的

“西电东送”输电通道，优化资
源配置，促进降耗增效。积极
推进电动车等清洁能源汽车
产业化，加快高效清洁燃煤机
组的核准进度，对达不到节能
减排标准的现役机组坚决实施
升级改造，促进煤炭集中高效
利用代替粗放使用，保护大气

环境。
李克强指出，调整能源结

构，关键要推 进 能 源 体 制 改
革。要放开竞争性业务，鼓励
各类投资主体有序进入能源
开发领域公平竞争。积极推进
清费立税，深化煤炭资源税改
革。加快电力体制改革步伐，
推动供求双方直接交易，提供
更加经济、优质的电力保障，
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发
挥决定性作用。我们的能源装
备有基础、有条件、性价比好，
要积极创造体制条件，着力完
善相关专业服务，努力形成各
方合力，推动先进能源技术装
备“走出去”。

2010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
通知，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主要负
责研究拟订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审
议能源安全和能源发展中的重大问
题，统筹协调国内能源开发和能源
国际合作的重大事项。

国家能源委员会从成立至今只
开过两次全体会议，一次是成立之
初的2010年4月，由时任国务院总理
的温家宝主持。此次则是李克强总
理上任以来首次主持该会议，意义
可谓重大。 （综合）

国家能源委员会

演演习习在在即即，，88国国舰舰艇艇齐齐聚聚青青岛岛
此次“海上合作-2014”演习将以海上联合搜救为主题

本报讯 参加“海上合作
-2014”多国海上联合演习的
中方兵力以及7艘外军参演舰
艇，20日在青岛集结完毕。演习
将于近日在青岛东南海域举
行，以海上联合搜救为主要内
容。

此次参加演习任务的中方
兵力，以北海舰队为主。导弹驱
逐舰哈尔滨舰，导弹护卫舰烟
台舰、临沂舰、葫芦岛舰，综合
补给舰洪泽湖舰、和平方舟医
院船以及舰载直升机、陆战队
等。

7艘外军舰艇分别来自7个
国家，它们是：印尼“班加马辛”
号船坞登陆舰、文莱“达鲁伊
山”号巡逻舰、新加坡“威武”号
护卫舰、马来西亚“卡斯图里”
号护卫舰、巴基斯坦“沙姆谢
尔”号导弹护卫舰、印度“什瓦
利克”号护卫舰和孟加拉国“阿
布·巴尔卡”号护卫舰。

此次演习是中国海军首次
牵头组织多边联合演习，海军
新闻发言人梁阳介绍，演习以

海上搜救为主题，旨在进一步
加强各国海军之间的深入交流
和务实合作，提高各国海军遂
行海上联合搜救任务的能力，
为及时应对、处置海上突发问
题打下牢固基础。演习中，中外
舰艇将组成联合编队，共同进
行编队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
给、联合救援、联合反劫持等多
个科目演练。

此外，梁阳表示，第14届西
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将于4月
22日在青岛开幕，年会将组织
以“合作、信任、共赢”为主题的
研讨交流，围绕搜救马航失联
客机行动各国海军进行讨论。
关于年会与海上联合演习的关
系，梁阳说，多国海上联合演习
不是论坛框架下活动，是中国
海军成立日纪念活动。中国海
军结合承办论坛年会举行多国
海上联合演习活动，也是参照
其他国家举办年会时的做法，
旨在推动各国海军之间的务实
合作。

据新华社、央视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于1987
年在美国及其盟国倡议下成
立，旨在推动成员国海军间的
务实性合作，加强理解与互信，
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现有
21个成员国和3个观察员国，中
国是创始国之一。

论坛主要有几个层次的
活动：一是由各国海军领导参
加的年会，每两年举办一次；
二是由各国海军校级军官参
加的工作小组会议，每年举办
一次；三是涵盖海上搜救、抢
险救灾、反水雷、人道主义救
援等领域的各种专业研讨会。
迄今为止，论坛共召开了13届

年会，这次是中国海军首次承
办。

根据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章
程和惯例，中国海军向所有成
员国发出了参会邀请。根据目
前反馈的情况，澳大利亚、法
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俄
罗斯、美国、越南等20个论坛成
员国，孟加拉国、印度、墨西哥3
个观察员国，加上东道主中国，
共有24个国家的海军领导人和
代表将出席年会。

此外，经征得论坛各国同
意，申请成为论坛观察员国的
巴基斯坦也将受邀参加年会。

据新华社

2255国国出出席席西西太太平平洋洋海海军军论论坛坛

在20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上，有记者问日方是否有舰船
来华参演。梁阳回答说，并没有
向日方发出邀请。

梁阳回答：“众所周知，由
于日本领导人的错误言行，和
日本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错误
行动，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
感情，也严重影响了中日双边
关系，在目前情况下，不适合邀
请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相关舰艇
来华参加海军成立日相关活
动。”

他同时强调，除了会议安
排的必要见面之外，海军司令
员吴胜利没有与日本海上自卫
队官员会面的计划。

菲律宾方面的情况也颇受
媒体关注，对于菲方是否会派
人参加年会，梁阳给予了肯定
的答复：“根据章程和惯例，我
们向所有成员国发出了参会的
邀请，并且得到了菲律宾军方
的确认，将派人参加论坛年会
的相关活动。”

据央广、国防部官方网站

吴吴胜胜利利不不与与日日自自卫卫队队官官员员单单独独会会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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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驱逐舰哈尔滨舰

１９９４年服役，满载排水量４２００吨，舰长１４２．７米，舰宽１５．１
米，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第二代导弹驱逐舰。哈尔滨舰先
后参加过“和平使命－２００５”中俄联合军事演习等百余项重大
训练演习任务，出访过美国、俄罗斯等１１个国家１３个港口，首
次实现了人民海军远航横跨太平洋的历史性突破。

导弹护卫舰烟台舰、临沂舰

满载排水量４０００余吨，舰长１３４．１米，舰宽１６米，是我国自
主设计、研制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自２０１１年以来相继服役于北
海舰队。这型导弹护卫舰火力强、功能全，可担负编队的反潜
任务、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协同编队防空并为登陆作战提
供火力支持，执行海上巡逻、警戒护航等任务。

■印尼
“班加马辛”号船坞登陆舰

由韩国Dea Sun船厂建
造，可搭载１３辆战车、５架直升
机、２艘登陆艇，载员３４４名，排
水量为９０００吨。

■文莱
“达鲁伊山”号巡逻舰

这是文莱一艘全新的巡
逻舰，配备先进的巡防设备。

■马来西亚
“卡斯图里”号护卫舰

这艘反潜护卫舰是马来
西亚于１９８１年向德国订购的，
１９８４年服役。

■新加坡
“威武”号护卫舰

这 艘 舰 采 用４台 德 国
MTU２０V８０００型柴油机，最
高航速为２７节。由于其自动
化程度非常高，因而编制官
兵不超过８５人。由法国DCN

造船局建造的威武级护卫舰
是法国拉斐特级护卫舰的改
进版。

■巴基斯坦
“沙姆谢尔”号护卫舰

这艘舰是多用途护卫舰，
搭载反潜直升机，其最大航速
为２９节，续航力约为５０００海
里。

■印度
“什瓦利克”号隐身护卫舰

这艘舰由印度海军设计
局设计，具有平滑的外表面，
并采用吸波复合材料，减小了
雷达波反射面，最高航速３２
节，防空半径可达１００千米。

■孟加拉国
“阿布·巴尔卡”护卫舰

这艘舰是采用全封闭结
构、具备三防作战能力的水面
舰艇，搭载了新一代反舰导
弹，是一种以近海作战为主的
军舰。

据新华社

导弹护卫舰葫芦岛舰

综合补给舰洪泽湖舰

葫芦岛舰满载排水量２３００
余吨，舰长１１２米，舰宽１２．４米。
洪泽湖舰排水量２１７５０吨，舰长
１６８．２米，舰宽２１．８米。洪泽湖
舰曾出色完成了人民海军首次
环球航行，创下了“首次环球航
行”“首次通过巴拿马运河”等
１６项海军纪录。

和平方舟医院船

排水量１４２２０吨，舰长１７８
米，舰宽２４米，我国专门为海上
医疗救护“量身定做”的专业大
型医院船。服役以来，这艘船先
后参加过“和谐使命”任务、赴
菲律宾灾区展开人道主义医疗
救援等多项活动，足迹遍布非
洲、亚洲、南美洲，是海军遂行
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重要力量。

哈尔滨舰

烟台舰

葫芦岛舰

和平方舟船

海上合作-2014演习

全部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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