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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在吉林考察：遏農資漲價 保糧價合理
李克強來到查干湖考察生態環境保
護。他說，這個大湖對周邊生態有重要
的改善作用。要持續不懈抓水環境保
護，以好生態帶動漁業等產業發展，讓
查干湖金字招牌更亮。

抓RCEP 讓東北發展的龍頭昂起來
在東部企業投資興建的吉林盼盼食品公
司，李克強詢問享受減稅降費情況，並與
工人們交流。他說，食品業是永遠的朝陽
產業，市場細分空間大，希望你們開發更
多適應需求的食品。聽到企業打算在這裏
擴大投資，李克強說，東北是興業發展和
生活的好地方，營商環境過了關就會有更
多投資過山海關。要深化改革，在優化營
商環境、培育市場主體上下大功夫，讓國
內外企業在東北投資更有信心，更好展示
東北發展大有希望的前景。
李克強聽取了吉林省振興發展和開放

合作情況匯報。他來到中韓長春國際合
作示範區考察，詢問企業對營商環境的
感受和建議。他說，我們歡迎大企業投
資興業，也歡迎中小企業合作發展。很
多中小企業擁有專精特新技術，要提供
個性化分類服務，讓中小微企業鋪天蓋
地，支撐大企業頂天立地。東北有沿邊
沿海優勢，要擴大開放特別是向東北亞
開放，抓住 RCEP 契機加強區域合作，
讓東北發展的龍頭昂起來。

推
「雙創」
激發社會創造活力
在民營企業創辦的擺渡創新工場，
李克強與創客們交流，觀看創新成果。
他說，我們推動「雙創」就是要更大激
發社會創造活力。眾人划槳行大船，既
發揮各自優勢，又同舟共濟攻克難關，
就能把創新大船駛向成功彼岸。
李克強充分肯定吉林經濟社會發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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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網消息，15 日
至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在吉林松原、長春考察。他
強調，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落實黨中
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大力推進改革開
放，培育壯大更多市場主體，增強經濟
發展動力。
李克強十分關心糧食生產。在松原
市，他走進農田察看玉米長勢，聽到農
民們反映今年糧食有望豐收，但尿素、
柴油等價格漲得多，近期玉米價格回落
也讓心裏不踏實。李克強叮囑隨行有關
負責同志採取有效措施平穩農資價格。
他說，糧食足天下安。要保持合理糧價
水平，遏制農資價格上漲，保護好種糧
農民積極性。他強調，要守護好寶貴的
黑土地，培育更多優良品種，讓東北這
個大糧倉更實更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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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績，希望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堅強領導下，開拓創新、扎實苦幹，
在推動東北全面振興、高質量發展中作出

新貢獻。
肖捷、何立峰
陪同。

台山核電站無洩漏
CNN報道不實且無知

國家核安全局：反應堆內部一回路放射性水平增高與洩漏事故是兩回事
香港保安局局長：
台山核電站運作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日前
造謠中國台山核電站發生放射性洩漏事
故，引發關注。生態環境部國家核安全
局相關負責人 16 日就此事對媒體公開回
應，目前，台山核電廠周邊輻射環境監
測結果顯示核電廠周邊輻射環境水平未
見異常，處於本底水平，也表明沒有任
何洩漏發生。這位負責人還指出，CNN
報道中有關內容並不屬實，且存在概念
錯誤。他強調，自投入商運以來，台山
核電合營有限公司兩台機組一直保持安
●國家核安全局相關負責人強調，自投入商運以來，台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兩台機組一直保持安全穩
定運行。圖為台山核電站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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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穩定運行。

生態環境部國家核安全局相關負責人介紹，
台山核電廠建設有兩台 EPR（歐洲先進壓

水堆）核電機組，由法國法馬通公司設計，中法
合資建設和運行。其中 1 號機組 2018 年 12 月 13
日商運，2 號機組 2019 年 9 月 7 日商運。目前兩
台機組均已進入第二燃料循環。自投入商運以
來，台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兩台機組一直保持安
全穩定運行，周邊環境未見異常。

世界多地核電廠有燃料棒破損案例
台山核電廠究竟發生了什麼情況？該負責人介紹，
目前台山核電廠1號機組運行過程中監測到反應堆
一回路冷卻劑的放射性比活度（即單位體積或重量
中所包含的放射性量）上升，但仍然在核電廠運行
技術規格書規定的允許穩定運行的範圍內，滿足技
術規範要求，核電廠運行安全是有保障的。

他解釋道，1 號機組一回路放射性水平增高主
要與燃料棒破損有關。由於燃料製造、運輸、裝
載等環節不可控因素的影響，核電機組運行過程
中出現少量的燃料棒破損難以避免，屬於常見現
象。據有關數據，世界許多核電廠發生過燃料棒
破損並繼續運行的案例。

燃料棒破損 5 根遠低於設計比例
據悉，台山核電廠 1 號機組堆芯共有 60,000 多
根燃料棒，目前推算燃料棒包殼破損數量約為 5
根左右，破損燃料棒佔總數比例小於 0.01%，遠
低於設計中假設的燃料組件最大破損比例
（0.25%）。
CNN 報道稱台山核電廠發生了放射性洩漏事
故。生態環境部負責人對此回應，一回路放射性
水平增高與放射性洩漏事故是完全不同的兩回

事。一回路在反應堆內部，只要作為放射性包容
屏障的反應堆冷卻劑系統壓力邊界和安全殼密封
性均滿足要求，就不存在向環境洩漏放射性的問
題，而這兩道實體屏障是安全的。目前，台山核
電廠周邊輻射環境監測結果顯示核電廠周邊輻射
環境水平未見異常，處於本底水平，也表明沒有
任何洩漏發生。
CNN 在報道稱為了避免停堆，國家核安全局
批准提高台山核電廠外輻射檢測的可接受限值。
生態環境部相關負責人表示，此報道不屬實，國
家核安全局沒有批准提高台山核電廠外輻射檢測
的可接受限值。「國家核安全局審查批准的是台
山核電廠一回路化學與放射化學技術規範中反應
堆冷卻劑惰性氣體放射性比活度的相關限值，這
個限值用於運行管理，與核電廠外輻射檢測無
關，CNN報道中概念是錯誤的。」

上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國家統計局 16 日發布經濟數據
顯示，今年 5 月，中國規模以上工業
增加值同比增速較 4 月放緩 1 個百分
點至 8.8%，服務業則呈現加速修復
態勢，製造業投資兩年平均增速由負
轉正。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
表示，受上年同期基數升高的影響，
主要生產需求指標增速有所放緩，但
是從環比增速看，保持基本穩定，從
兩年平均增速看，多數生產需求指標
有所加快，國民經濟保持穩定恢復。
數據顯示，5 月，規模以上工業增
加值兩年平均增長 6.6%，較 4 月下降
0.2 個百分點；其中，高技術製造業
增加值同比增長 17.5%，增速明顯加
快並高於均值，帶動工業生產，但紡
織業增加值、水泥和汽車產量均由升
轉降。

服務業修復速度加快
工業生產邊際放緩的同時，服務業
修復速度加快。5 月，全國服務業生

產指數同比增長 12.5%，低於 4 月 5.7
個百分點，但兩年平均增長 6.6%，
較 4 月加快 0.4 個百分點，顯示儘管
局部地區疫情反覆，服務業仍加速恢
復。
投資方面，1月至5月投資累計同比
增長15.4%，較1月至4月回落4.5個百
分點，從兩年平均增速看，基建、製造
業、房地產投資均呈加速態勢，其中，
製造業投資兩年平均增速由負轉正。

統計局：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
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國家統計局新聞
發言人付凌暉指出，5月統籌疫情防控
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效繼續顯現，國民
經濟保持穩定恢復。但與此同時，全球
疫情形勢依然嚴峻，世界經濟復甦分化
明顯，部分發達經濟體大規模刺激政策
外溢效應明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
上漲，國內經濟仍處在恢復之中，恢復
不平衡現象仍然存在，疫情防控壓力仍
不容忽視。上游價格的上漲，對於下游
企業的經營壓力也在加大。

付凌暉還指，我國經濟整體上還處於
恢復之中，主要需求指標還沒有恢復到
疫情前的水平。而生產供給保持較快增
長，供求基本面不支持價格的大幅上
漲。同時，目前財政和貨幣政策繼續保
持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支持，沒有使用
「大水漫灌」那種強刺激政策，相關部
門還加大保供穩價的力度，都有利於促
進價格總體穩定。

專家：生產需求環比增速保持基本穩定
民生銀行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溫彬認
為，5 月，生產和需求環比增速保持
基本穩定，投資和消費的兩年平均增
速有所加快，總體經濟延續穩中回升
的趨勢，經濟恢復速度與預期基本相
符。但值得關注的是，要警惕美聯儲
貨幣政策超預期調整帶來的風險，內
地一些領域復甦基礎還不牢固，近幾
月小企業PMI指數波動較大，再次跌
至收縮區間，宏觀政策宜繼續以穩為
主，大力提振內需，加強供需調節緩
解大宗商品價格過快上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出
席立法會會議後，回應台山核電站安全事宜時表示，以目前得出資
料顯示，核電站的運作安全，而今年只有兩次涉及需要通報的 0 級
事件，即運作是安全的，而事件的風險評級所有資料發放，都是根
據國家及國際的安全標準水平。
李家超指出，台山核電站的實際運作情況，國家核安全局及廣東
省核應急辦（廣東省核應急委員會辦公室）有一系列的標準確保符
合營運安全標準，這些亦都是符合國際做法，「有關資料若涉及需
要通報，會按標準通報，這些事件亦會根據風險而評級，目前來
說，我們得出資料表示台山核電站的營運是安全運作，沒有對周邊
環境構成影響。」
另外，香港核學會主席陸炳林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指出，核電站的
燃料棒是密封組件，外面有高壓缸作為第二層屏障，然後再有一個
安全殼包着，因此即使燃料棒有洩漏，對周邊或距離百多公里的香
港的安全都不會有任何影響。
他又說，一般燃料棒出現問題，可能是製造過程質量監測未做到
最好，亦可能是台山核電站在大量輸出及能量高時，令燃料棒受壓
及勞損。他指出，不時會聽到核電站的燃料棒有洩漏，而台山核電
站周邊未有異象，相信今次若確定是洩漏，也屬可控及預期之中；
而一般核電站在一段時間後會進行大修，可更換損耗物質包括有耗
損的燃料棒等，損毀燃料棒放於儲存池，可令溫度及輻射降低。

「氙」
「氪」
輻射量好低
此外，廣東核電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委員、前香港天文台助理台
長梁榮武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指出，核電站在正常程序下會排放惰性
氣體，過程有一定規範，並不代表出現嚴重問題。對於外媒報道指
釋出的氣體涉及「氙」和「氪」，他指，兩種氣體的輻射量好低，
即使人類吸入，都不會存留在肺部，不會對人體有長期影響，再加
上香港與台山距離遠，即使放射性物質隨風吹到亦會被稀釋，而近
期吹南風，有關氣體不會吹來香港。

粵首現本土
「零感染」
南非抵深航班25陽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
州疫情好轉迎來重要信號。16日，廣東省衞健
委通報顯示，6 月 15 日全天，廣東無新增本土
確診病例和本土無症狀感染者，這是 5 月 20 日
以來，廣東首次無新增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
者，亦是廣州自 5 月 26 日以來，首次無確診個
案。當天，廣州再有涉及 3 個區 6 個社區和單
位解封，與此同時，廣州荔灣區芳村片區封控
區域開展第六輪全員核酸篩查，若此次全員核
酸篩查均為陰性，將成為封控區域解封的重要
依據，屆時，超過 30 萬人將實現解封，恢復
正常工作、生活。

逾 30 萬人解封在即
作為廣州本輪疫情最大的封控區域，荔灣區
芳村片區封控區何時解封備受關注。16日，芳
村片區除中高風險地區之外的封控區域，開展
第六輪全員核酸檢測。上午 9 時，荔灣區花地
街道怡芳苑小區和恒荔灣畔小區均準時舉行核
酸採樣工作。據介紹，此次核酸篩查十分關

鍵，其結果為芳村片區整體解封提供重要的依
據。當天下午，芳村片區的石圍塘街道、花地
街道等正在向荔灣區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提出
解封申請，若此次全員核酸結果均為陰性，6
個街道將解封，涉及人口超過30萬。
不過，目前，廣州堂食限制的規定何時解
除，尚未有正式消息。
另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深圳市衞健委通
報：6 月 15 日 0 時至 24 時，深圳新增 13 例境
外輸入確診病例和 12 例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
者。上述境外輸入陽性個案均係6 月 10 日乘坐
CA868航班從南非約翰內斯堡入境深圳，入境
後即被集中隔離。隔離期間於 6 月 15 日例行核
酸檢測，其中 25 人檢測結果為陽性，經市疾
控中心覆核陽性後，轉至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
應急院區觀察治療，所有患者情況穩定。
經診斷，13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7人輕型，
6人普通型，均為中國籍；12例無症狀感染者中，
中國籍9名，南非籍2名，津巴布韋籍1名。截至
目前，該航班累計報告境外輸入陽性個案32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