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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记者 甘琛） 日前，注
册在天津东疆的朗业（天津）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业租赁”）与阿
联酋航空 1 架 A380 飞机融资租赁项目完
成交割，该笔交易是阿联酋航空首次和
境内飞机租赁公司针对 A380 机型开展
合作。

作为我国最大租赁业聚集地的天津
东疆，积极利用租赁产业助力“一带一
路”建设，取得积极突破。除朗业租赁
外，注册在东疆的飞机租赁公司利用离
岸租赁创新结构，先后与马来西亚亚洲
航空、格鲁吉亚天路航空、印度尼西亚鹰
航、尼泊尔喜马拉雅航空、巴基斯坦宁静
航空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航空公司开
展了飞机租赁业务。

天津东疆发展租赁产业
助力“一带一路”

建设美丽水运建设美丽水运
推进推进““四个交通四个交通””

本报讯 （全媒记者 龙巍）近日，记者
从最新一期的深圳政府公报获悉，《深圳
市绿色低碳港口建设补贴金管理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由即日起实施。
《办法》规定，船舶安装使用尾气净化设
施，新增天然气、电力等清洁能源动力船
舶可获补贴。其中，新增天然气或电力等
清洁能源动力的深圳籍船舶，按船舶发动
机成本的 30%予以补贴，每艘船最高补贴
额度不超过 1500万元。

《办法》规定，绿色低碳港口建设补贴
资金（以下简称“补贴资金”）是指经深圳
市政府批准，专项用于深圳市绿色低碳港
口建设和船舶大气污染防治的财政性资
金。补贴资金采取无偿资助方式，其中对
港口已经建成竣工并通过验收核查的岸
电设施按不超过项目建设费用 30%的标
准资助；现有深圳籍货物运输船舶进行岸
电受电设施改造的，按改造费用的 30%进
行资助；对港口岸电设施产生的供电需量
费进行全额补贴，申请供电需量费的港口
每季度靠泊期间使用岸电的船舶不得少
于 3 艘次；大型远洋船舶靠泊深圳港码头
首次成功使用岸电的，给予相应港口码头
企业 3 万元 /艘的岸电测试费用补贴。

2017年 9月 22日起至该《办法》实施之
日前完成的，符合该《办法》补贴范围的项
目或发生的符合该《办法》补贴范围的行
为参照该《办法》执行。

深圳绿色港口建设
增新动力

新能源船最高补贴1500万元

落实十九大
我们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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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航道阔步迈向“强起来”新时代
□ 全媒记者 万芳 通讯员 骆国庆

1月 17日，长江航道局 2018年工作会议
提出“强”字战略，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以人民满
意为根本目标，努力做实交通强国战略的
长江航道篇。

从自身强到全面强

长江航道是长江航运基础，是沿江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航道
局局长付绪银表示，建设交通强国和强大现
代化长江航运，要求长江航道必须强起来，
用长江航道的强有效支撑交通强国和强大
现代化长江航运建设，有效支撑民富国强。

这是长江航道的历史方位，也是谋划和做好
今后工作的时代坐标和科学依据。

付绪银强调，实现长江航道强起来，首
要是自身强，综合实力世界领先。长江是
世界第三长河和运量第一大河，必须坚持
既有长江特色又有世界眼光，在发展理念、
航道治理、技术创新、公共服务等方面走在
前列、引领潮流，为世界内河航道发展提供
长江航道的智慧和方案，具有与世界大江
大河相称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要强国
家，有效支撑民富国强。要充分发挥长江
航道的战略性、先导性、基础性、服务性功
能，全面适应沿江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效支撑长江

航运现代化和交通强国建设，有效支撑长
江经济带战略实施，有效支撑沿江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长江航道要建成世界领先、人民满意、有效
支撑的现代化航道。

他表示，按照交通强国建设的框架体系
和建设强大长江航运的任务部署，长江航
道不仅要在硬件上强起来，还要在软件上
强起来；不仅要在基础设施上强起来，还要
在科学技术上强起来；不仅要在公共服务
上强起来，还要在自身治理上强起来；不仅
要在业务上强起来，还要在政治上强起来；
不仅要在能力上强起来，还要在作风上强
起来。 （下转第 6 版）

滚滚浓烟和不断喷涌的火蛇没有吓退四名中国勇士，他们在登船前留下合影。 图片由上海打捞局提供

争分夺秒的26分钟
——记“桑吉”轮火场救援中的中国打捞人

□ 通讯员 潘洁沣 全媒记者 胡逢

1 月 6 日 19 时 51 分左右，巴拿马籍
油船“桑吉”轮与中国香港籍散货船“长
峰水晶”轮在长江口以东约 160 海里处
发生碰撞。

顷刻间，船体爆炸，烈焰冲天，难以
预测的爆炸和难船不断发出的有毒气体

直接威胁着生命安全……尽管如此，来
自上海打捞局的四位“猛将”徐军林、徐
震涛、卢平、冯亚军仍然冒着氧气瓶随时
耗尽的巨大危险，毅然决然登上难船，26
分钟内从烈火中“抢”回 VDR 设备（黑匣
子），并带回两具遇难者遗体。

短短的 26 分钟，是一场时间和生命
的赛跑，是一场牵动着全世界的突击行
动，中国打捞人以勇于担当的政治品格、
高效快捷的救援行动、英勇无畏的战斗
精神，在长江口打响了一场争分夺秒、扣
人心弦的救援战。 （下转第 7 版）

本报讯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1
月15日宣布，截至2017年12月31日，招商
局港口项目全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亿标
准箱，创下历史新高，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7.5%。

招商局港口数据显示，2017 年共完成
集装箱吞吐量10293万标准箱，其中中国内
地码头 7710 万标准箱，中国香港及台湾地
区码头748万标准箱，海外业务达1835万标
准箱。截至 2017 年底，招商局港口业务已
覆盖全球五大洲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1 个
港口，公司旗下港口企业共拥有集装箱泊
位190余个、散杂泊位220余个。 （陈然）

招商局港口去年
集装箱吞吐量破亿

本报讯 作为两岸第四条“小三通”
客运航线，黄岐至马祖航线自 2015 年底
开通以来，累计完成近 3000 航次，运送
往来两岸人员超过 10 万人次。

据介绍，2015 年 12 月 23 日，连江黄
岐至马祖白沙海上客运航线成功首航，
全程航时仅约 25 分钟。航线开通后，福
州与马祖两地往来更加便捷，不仅连起
两岸亲情，还带来许多商机，在推动两地
人员往来、增进两地互利共赢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 （刘深魁）

黄岐至马祖航线
客运量超10万人次

六部门印发通知，明确

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先参保再开工”
本报讯 （全媒记者 张龑）日前，人社部、

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国家能源局、国家铁路
局、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发布通知，要求铁路、
公路、水运、水利、能源、机场工程建设项目结
合行业用工特点，为从业人员提供工伤保险，
并做好参保办法、办理流程、保障服务等具体
制度安排，确保在各类工地上流动就业的农民
工依法享有工伤保障。

通知要求，各地要针对交通运输等行业工
程建设项目施工管理、用工管理的特点，设计
高效便捷的管理服务流程和参保约束机制，切
实做到“先参保，再开工”。按照“谁审批，谁负
责”的原则，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在办理相关手
续、进场施工前，均应向行业主管部门或监管
部门提交施工项目总承包单位或项目标段合
同承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证明。未参加工

伤保险的项目和标段，主管部门、监管部门要
及时督促整改，即时补办参加工伤保险手续，
杜绝“未参保，先开工”甚至“只施工，不参保”
现象。各级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要将施工
项目总承包单位或项目标段合同承建单位参
加工伤保险情况纳入企业信用考核体系，未参
保项目发生事故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责
成工程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必要时可对总承包

单位或标段合同承建单位启动问责程序。
通知明确，建筑施工企业相对固定的职

工，应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不能按用
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特别是短期雇佣
的农民工，应按项目优先参加工伤保险，一般
应由施工项目总承包单位或项目标段合同承
建单位按照劳动雇佣关系一次性代缴本项目
工伤保险费，覆盖项目使用的所有职工。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黄 玲 通 讯 员 周
琼）1 月 16 日，记者从上海振华重工获悉，
由振华重工、上海人工智能企业西井科技
以及某国际航运巨头三方联合，研制出了
全球首台自主驾驶无人集装箱跨运车（以
下简称“无人跨运车”）。

据了解，无人跨运车能够提升码头的安
全标准和作业效率。目前，经过三方的共
同努力，一辆 10 余米高的无人跨运车已成
功完成多次实际场景路测，并达到了预期
效果。联合研发团队介绍，该无人跨运车
无需事先埋设磁钉，依靠人工智能技术即

可实现自主定位、自主导航的无人驾驶决
策。此外，无人跨运车不但可以自动规避
障碍物，还可以做出减速、刹车或绕行等遭
遇突发状况的决策。同时，无人跨运车可
以根据码头的实际路况，自主规划出集装
箱水平运输的最优驾驶线路。

首台人工智能无人集箱跨运车在沪诞生

本报讯 （特 约 记 者 赵 树 海
通讯员 王伟杰）日前，江苏省盐
城市滨海县大团渡口渡工王良国
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以前我们实
操考试都是乘车先到盐城市区后
辗转到指定渡口进行，既要承受
来回 3 个多小时的舟车劳顿之
苦，又要花费交通、食宿费 200 多
元。现在，盐城市地方海事局‘送
考上门’，为我们进行现场实操考
试，不但减轻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而且还不影响正常渡运，省时、省
力、省钱，很方便啊！”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和“交
通强国”的发展战略，连日来，盐
城市地方海事局创新船员实操考
试方式，采用“送考上门”的措施，
组织辖区射阳、滨海两县的 38 名
渡船船员和 3 名海巡艇驾驶员进
行实操考试“减负”特色服务，受
到船员的普遍欢迎 , 既为创新内
河船员实操考试组织方式积累了
宝贵经验，也为即将启动的 2018
年春运夯实了船员适任基础。

据了解，该局强化“群众利益
无小事”的执法为民理念，精心策
划“送考上门”流程。考试前，组
织相关人员认真准备考试船舶、
救生衣等考试设施设备；考试时，

评估员根据考生实际操作情况参照考试
标准严格评估成绩 ,确保渡船船员和海巡
艇驾驶员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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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张
龑）1 月 16 日，交通运输部部
长李小鹏在京会见了卢森堡
副首相兼商务大臣埃蒂安·
施耐德一行，双方就深化交
通运输领域合作交换了意
见，并共同见证了《中卢海事
主管部门关于承认中国海船
船员适任证书协议》（简 称

《协议》）的签署。卢森堡驻
华大使俞博生会见时在座。

李小鹏对埃蒂安·施耐
德一行表示欢迎。他表示，
两国在交通运输领域有着良
好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去年 6
月，两国元首同意支持建设
郑州至卢森堡的“空中丝绸
之路”，为合作注入了新的动
力。他指出，中卢在海事领
域具有广阔的合作发展空
间，《协议》的签署，将有利于
拓宽中国海员的就业渠道，
增加卢森堡海员来源的选
择，促进两国在海上交通安
全、海上保安及防治船舶污
染等方面的友好合作。中方
注意到卢森堡和欧盟各国在
交通节能减排、绿色物流、智
能交通和自动驾驶等领域的
发展优势，希望与卢方在上
述领域开展政策对话、技术
交流和经验共享。

埃蒂安·施耐德表示，此
次《协议》的签署，对于解决卢森堡国内船
员短缺、增加中国海员就业机会，乃至促
进卢森堡海事、航运领域发展意义重大，
是一项互利共赢的协议。 （下转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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