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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16日发布报告称， 我国一次能
源消费结构呈现清洁、 低碳化
特征，2030年前天然气和非化
石能源等清洁能源将成为新增
能源主体。

2017版《2050年世界与中
国能源展望》报告指出，我国天
然气需求将稳步增长， 其需求
增长主要在电力、 工业和居民
等领域；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将
稳步发展， 对传统能源的替代
逐步显现。

报告还指出， 世界能源已
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多元、
低碳、清洁、高效、安全是必然
的发展趋势。展望未来，能源全
行业技术将快速发展， 能效水
平稳步提升， 新能源成本不断
下降； 新的商业模式使更多的
人消费能源更为便利， 推动能
源分布式发展。

经过900个日夜艰难奋战，
中国铁建承建的世界最大跨度
铁路刚构连续梁———南龙铁路
正线闽江特大桥16日成功合
龙， 标志着南龙铁路建设取得
重大突破。

据中国铁建南龙铁路项目
一工区负责人王永锋介绍，该
桥全长1066.41米，主跨最大跨
度达216米，为目前世界最大跨
度铁路连续刚构梁。

据悉， 南龙快速铁路是国
家铁路网和福建省“三纵六横
九环”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建正线长度约246公里。项目
建成后，从南平到厦门只需2.5
个小时，从南平到龙岩只需1个
小时， 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
布局，改善闽北、闽中、闽西等
地区交通条件。

针对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
中国驻外使领馆名义对中国公
民实施电信诈骗， 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16日提醒说， 中国公
民不要轻信任何以中国驻外使
领馆名义索取信用卡个人财务
信息、 要求转账或汇款的电话
及邮件等，务必提高警惕。

华春莹说，近日，中国驻多
个国家使领馆反映， 有不法分
子假冒中国驻外使领馆官员给
当地中国侨胞打电话， 谎称当
事人护照或旅行证件到期、信
用卡被盗刷或牵涉国际刑事案
件等， 要求受害人按其提供的

电话号码回拨或提供个人银行
账户缴纳相应费用， 以此实施
电信诈骗。

她表示， 中国外交部对此
高度关注， 已和多个驻外使领
馆多次就此发布提醒， 提示中
国公民不要轻信任何以中国驻
外使领馆名义索取信用卡个人
财务信息、 要求转账或汇款的
电话及邮件等。 如接到类似涉
嫌诈骗的电话、邮件等，务必提
高警惕。如有疑问，可通过中国
驻当地使领馆官方网站提供的
联系方式进行核实。

■据新华社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促
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强调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简政
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
革， 进一步提升我国外商投资
环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水
平，促进外资增长，提高利用外
资质量。

《通知》明确，积极利用外
资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
要内容。当前经济全球化呈现
新特点，我国利用外资面临新
形势新任务，要不断提升我国
引资新优势，促进吸收外资实
现稳定增长。《通知》从五个方
面提出促进外资增长的政策
措施。

一是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
限制。 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
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尽快
在全国推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
行过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
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对外开放范
围， 持续推进专用车和新能源
汽车制造、船舶设计、支线和通
用飞机维修、国际海上运输、铁
路旅客运输、加油站、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业场所、呼叫中心、演
出经纪、银行业、证券业、保险
业等领域对外开放。

二是制定财税支持政策。
鼓励境外投资者持续扩大在华
投资， 发挥外资对优化服务贸
易结构的积极作用， 促进利用
外资与对外投资相结合， 鼓励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地区总
部， 促进外资向西部地区和东
北老工业基地转移， 支持重点
引资平台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
建设。

三是完善国家级开发区综
合投资环境。 充分赋予国家级
开发区投资管理权限， 支持国
家级开发区项目落地和拓展引
资空间， 提升国家级开发区产
业配套服务能力。

四是便利人才出入境。完
善外国人才引进制度， 积极引
进国际高端人才。采用“告知+
承诺”、“容缺受理” 等方式，为
外国人才办理工作许可提供便
利。 年内出台外国人才签证实
施细则， 完善外国人才评价标
准， 扩大外国人才签证发放范
围、放宽有效期限。

五是优化营商环境。 抓紧
完善外资法律体系， 提升外商
投资服务水平， 保障境外投资
者利润自由汇出， 深化外商投
资企业管理信息共享和业务协
同， 鼓励外资参与国内企业优
化重组， 完善外商投资企业知
识产权保护， 提升研发环境国
际竞争力， 保持外资政策稳定
性连续性。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要高度重视新形势下利用外
资工作，按照职责分工，主动作
为，密切配合。商务部要会同有
关部门加强督促检查， 确保各
项措施落到实处。 ■据新华社

记者16日从中国长城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
亚太6C卫星顺利完成卫星通
信舱与推进舱和服务舱的对
接。三舱对接成功，标志着卫
星研制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
成果， 卫星将进入整星测试
阶段。

亚太6C卫星是采用东方
红四号高功率卫星平台的通
信卫星， 配备C、Ku、Ka频段
共45路转发器， 设计寿命15
年。卫星在轨运行后，可通过
其高功率转发器资源向亚太
地区客户提供VSAT、 视频
广播、电视直播到户、移动网
络基站传输等服务。

截至目前， 亚太6C卫星

项目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运载
火箭方面， 亚太6C卫星项目已
于近期顺利通过星箭任务评
审，经确认，运载火箭各项设计
结果满足亚太6C卫星项目要
求，星箭接口兼容；地面系统方
面， 该项目已顺利完成地面系
统应用软件出所验收评审。按
计划， 后续亚太6C卫星项目将
进行整星电性能测试以及相关
环境测试。

亚太6C卫星计划于2018年
上半年由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长城公司作为项目总承包商会
同其他分包商，将以在轨交付的
方式向亚太公司交付亚太6C卫
星及相关地面测控设备。

专家认为，外商投资在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市场化改革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好外资，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我
国经济向更高形态发展，跟上全球科技进步步伐具有重大意义。

业内人士表示，通知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水平营商环
境，破解外商投资“痛点”和障碍，体现我国对外开放决心和立场，
将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吸引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认为，下一步，随着全面实
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完善外资法律体系、提升
外商投资服务水平等政策落地， 中国将继续保持最重要的跨境投
资东道国和跨境投资来源国的地位。

国务院发文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 完善国家级开发区综合投资环境

“五招”促引资，破解外商投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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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外商投资“痛点”和障碍

外交部提醒：
警惕不法分子假冒使领馆
实施电信诈骗

记者日前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采访时了解到， 经过50年的
发展，我国航天测控人员相继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航天
器定轨精度从最初的公里级、米级到厘米级的跨越。

精密定轨是对航天器实施有效控制的基础。 据西安卫星测
控中心党委书记祁亚虎介绍，多年来，中心瞄准精密定轨这一前
沿领域奋力开拓，先后攻克航天器轨道确定、轨道控制、轨道维
持等关键核心技术，轨道确定和控制精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其中，近地轨道航天器位置确定精度最高可达厘米级，地球同步
轨道航天器位置确定精度可达几十米， 月球轨道探测器位置确
定精度可达公里级。

此外， 中心对我国载人飞船、 嫦娥探测器及各类返回式卫
星，也能够实现高精度返回控制计算和落点预报，落点计算精度
优于1公里，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据新华社

亚太6C通信卫星
三舱对接成功
将进入整星测试阶段

延伸 我国航天器定轨精度实现厘米级

清洁能源将成为
我国新增能源主体

世界最大跨度铁路
刚构连续梁合龙

8月16日，“发现” 号遥控无人潜水器在西太平洋卡罗琳海山采
集到一只刺蛛蟹。当日，我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搭载的
“发现”号遥控无人潜水器在西太平洋卡罗琳海山下潜，采集到大量
生物、岩石和沉积物样品，其中包括一只刺蛛蟹。 新华社 图

深海探蟹

记者16日从公安部获悉，
应我方请求， 在美国移民海关
执法局工作人员押解下，湖北、
广东省公安机关通缉的经济犯
罪嫌疑人周某某被遣返至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这是继今年6月
1日美国向我遣返一名严重刑
事犯罪嫌疑人朱某后， 中美两
国执法部门开展执法追逃合作
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美方将周某某遣返再次表明，
中国警方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
界各国执法机关的执法合作日
益紧密，世界上并没有“避罪天
堂”，“天网”会越织越密。

■均据新华社

美国向我遣返
一经济犯罪嫌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