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鲸一号”钻探平台上喷出的火焰（5月16日摄）。 新华社 图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日宣布，
总统文在寅当天提名经济学教授金
相九（音译）为部级企业监管机构负
责人。这是文在寅担任总统后，首次
提名部长级官员。

金相九是韩国著名的“财阀改
革派”，熟知大财团内情，曾在检方
调查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期
间提供有关三星集团的大量信息。
专家预测， 金相九上任后将加大对
大财团的监管力度。 ■据新华社

文在寅
要拿财阀集团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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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第一国
被视为战略性替代能源 我国有近800亿吨在南海 力争2020实现商业化试采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8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近日日
本和新西兰发表联合声明涉南海有
关内容，认为这一举动很不合时宜。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与到访的新西兰总理英格利
希发表联合声明就南海局势表达关
切，还呼吁各方避免采取挑衅行动。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华春莹说，大家都看到，在中国
等南海沿岸国的共同努力下， 南海
局势正不断趋稳向好。近日，印尼、
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
寨等东盟国家领导人来华出席了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
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 均表达了进
一步加强合作、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的积极良好意愿。

据华春莹介绍，18日和19日，中
国与东盟国家将在贵阳举行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4次高官会
和第23次中国-东盟高官磋商。中
方将与东盟国家继续就落实《宣
言》、推进海上务实合作以及“南海
行为准则” 磋商等有关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探讨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打
造更紧密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
系。19日，中国-菲律宾南海问题双
边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也将举行，
双方都期待通过双边对话妥善管控
分歧，推动海上务实合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方还在不
遗余力地到处挑事， 渲染根本不存
在的所谓紧张局势， 对已经被翻页
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念念不忘。 我们
不禁要问：日方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是关心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还是
担心南海局势稳定，中国与菲律宾，
与东盟国家关系变得更好了？！”华
春莹说。

她表示， 中方敦促日方端正态
度、表里如一，多说有利于地区国家
间互信的话， 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
稳定的事， 把希望改善中日关系的
表态真正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和行动
中去。“我们也希望有关域外国家认
清地区形势，客观、理性看待南海问
题，不要被别的国家所利用，为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
不是相反。” ■据新华社

日本和新西兰联合声明
涉南海有关内容不合时宜
中方敦促日方
端正态度、表里如一

从5月10日起， 源源不
断的天然气从1200多米的
深海底之下200多米的底层
中开采上来，点燃了全球最
大海上钻探平台“蓝鲸一
号”的喷火装置。这是我国
首次、也是全球首次对资源
量占比90%以上、开发难度
最大的泥质粉砂型储层可
燃冰成功实现试采。

和人们熟悉的海底石
油、海底天然气田相比，可燃

冰要神秘得多。 但这种由水
和天然气在高压、 低温情况
下形成的类冰状结晶物质，
却是标准的“高潜力”能源。

它燃烧值高———1立方
米的可燃冰分解后可释放
出约0.8立方米的水和164立
方米的天然气，燃烧产生的
能量明显高于煤炭、 石油，
燃烧污染却又比煤、 石油
小，更加清洁环保。

它资源储量丰富———

可燃冰广泛分布于全球大
洋海域，以及陆地冻土层和
极地下面。估算其资源量相
当于全球已探明传统化石
燃料碳总量的两倍。

“可燃冰被各国视为未来
石油、天然气的战略性替代能
源， 是世界瞩目的战略资源，
对我国能源安全及经济发展
有着重要意义。” 试采现场指
挥部总指挥、广州海洋地质调
查局局长叶建良说。

点亮新能源时代曙光

和海洋石油、 天然气相
比，海域可燃冰的开采就一个
字：难。难点也是一个字：软。

“可燃冰虽然储量大、
分布广， 但形成年代要比石
油、天然气晚得多，覆盖它的
海底地层普遍是砂质， 现有
的海底钻井设备开采它就好
比在‘豆腐上打铁’、用‘金刚
钻绣花’，稍有不慎就会导致
大量砂石涌进管道， 造成开
采失败。”试采现场指挥部首
席科学家、 中国地质调查局
“李四光学者”卢海龙说。

全球天然气水合物研
发活跃的国家主要有中国、
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和
印度等，各国竞相投入巨资
开展天然气水合物试采，竞
争异常激烈。

“与日本相比， 我国海
域主要属于粉砂型储层，这
也是占全球90%以上比例

的储藏类型。 砂细导致渗透
率更差， 同时我国的可燃冰
水深大、储层埋层浅，施工难
度更大。我们的突破，对于全
世界而言更具有可参考和借
鉴的价值。”卢海龙说。

攻坚克难，首先依赖于
“中国理论”的建立。陆敬安
说， 在多年勘探和陆地研究
的基础上， 我国在全球率先
建立了可燃冰“两期三型”成
矿理论， 指导圈定了找矿有
利区， 精准锁定了试开采目
标；创立可燃冰“三相控制”
开采理论， 应用于试开采模
拟和实施方案制定， 确保了
试采过程安全可控。

试采的成功，也有赖于
“中国技术”的突破。广州海
洋地质调查局局长助理、试
采现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
任谢文卫说， 通过这次试
采，我国实现可燃冰全流程

试采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
形成了国际领先的新型试
采工艺。

“我们创新提出了‘地
层流体抽取试采法’， 有效
解决了储层流体控制与可燃
冰稳定持续分解难题。 我们
成功研发了储层改造增产、
可燃冰二次生成预防、 防砂
排砂等开采测试关键技术，
其中很多技术都超出了石油
工业的防砂极限。”他说。

试采的成功，也来自“中
国装备”的支持。据介绍，这次
试用的钻井平台“蓝鲸一号”
是我国自主制造的“大国重
器”，也是世界最大、钻井深度
最深的双井架半潜式钻井平
台，可适用于全球任何深海作
业，在试采过程中，我国科技
工作者还开发了大量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工具并实现成
功应用。 ■据新华社

“在豆腐上打铁、用金刚钻绣花”

从“蓝鲸一号”起步的可燃
冰试采， 不仅对我国未来的能
源安全保障、 优化能源结构具
有重要意义， 甚至可能给世界
能源接替研发格局带来改变。

“试采成功取得了理论、
技术、工程和装备的完全自主
创新，实现了在这一领域由跟
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国
土资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
调查局局长钟自然说。

“从理论上讲， 地球内部
可利用成矿空间分布在从地
表到地下1万米， 目前世界先
进水平勘探开采深度已达
2500米至4000米，而我国大多
小于500米， 向地球深部进军
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战略科技
问题”———2016年全国科技创
新大会提出的这一论断，让人
们对大地大海深处充满向往。

如果我国固体矿产勘查
深度达到2000米，探明资源储
量可以翻一番。而辽阔的大洋
海底，多金属结核总资源量约
3万亿吨， 有商业开采潜力的
达750亿吨； 海底富钴结壳中
钴资源量约为10亿吨；太平洋
深海沉积物中稀土资源量达
880亿吨。 未来全球油气总储
量的40%将来自深海。

我国将推进大洋海底矿产
勘探及海洋可燃冰试采工程，
力争2020年实现商业化试采。

向地球深部进军

链接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
采“冰”———5月18日，我国南
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又
称“可燃冰”） 试采实现连续
187个小时的稳定产气。这是
我国首次实现海域可燃冰试
采成功，是“中国理论”“中国
技术”“中国装备”所凝结而成
的突出成就。中国人民又攀登
上了世界科技的新高峰，将对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产生深
远影响。当天，中共中央、国务
院对全体参研参试的单位和
人员表示祝贺。

在“蓝鲸一号”钻探平台上，工
作人员庆祝天然气水合物试采稳
定产气（5月16日摄）。 新华社 图

巍然矗立在蔚蓝海面中
的“蓝鲸一号”，是个净重超
过43000吨、37层楼高的庞
然大物， 今年2月刚刚“诞
生”，就投入这项试采任务。

南海海域是我国可燃
冰最主要的分布区，全国可
燃冰资源储存量约相当于
1000亿吨油当量，其中有近
800亿吨在南海。

试采现场指挥部地质

组组长陆敬安说，勘探显示，
神狐海域有11个矿体、 面积
128平方公里， 资源储存量
1500亿立方米，相当于1.5亿
吨石油储量，“成功试采意味
着这些储量都有望转化成可
利用的宝贵能源”。

今年5月10日9时20分，
神狐海域可燃冰试采开始，
5小时32分钟后， 试采点火
成功。截至18日，经试气点

火，本次试采已连续产气超
过一周，最高产量3.5万立方
米/天，平均日产超1.6万立方
米，累计产气12万立方米，天
然气产量稳定， 甲烷含量最
高达99.5%， 完成预定目标，
试采取得圆满成功。

18日上午， 国土资源部
部长姜大明在“蓝鲸一号”上
向世界宣布：中国在神狐海域
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

有近800亿吨可燃冰在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