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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油气管网规模与管网发
达国家比较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管道运
输能力也有待提高。对此，专家认为，
多主体投资将加快国内油气管网的建
设步伐。

油气专家表示，对整个油气市场来
说，国家管网公司的成立有利于增加油
气市场主体，有利于改进对垄断环节的
监管，有利于优化油气市场结构。

北京世创能源咨询有限公司首席
研究员杨建红认为，管道是优质资产，
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会有更多企业有
机会、有意愿进入管道建设领域。管网
改革是要“去”专用性和专营性，这就需
要制定规则，加强监管。

“组建国家管网公司，是推动油气
行业加快走向市场化的具体举措。”有

关专家认为，更关键的是，国家管网公
司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向社会资本开
放、怎样切实优化公司治理，有效发挥
牵引作用，带动油气行业上下游真正走
向市场。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
配套强有力的细则和监管举措，进一步
推升系统性和全局性。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据新华社麦纳麦12月9日电（记者 涂一帆）巴林住房部与中
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8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签署协议，
后者将承建巴林大型保障房项目——东锡特拉保障房项目。

巴林住房大臣巴西姆·哈马尔与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方彦水在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东锡特拉保障房项
目将投资 2.6亿巴林第纳尔（约合 48.6亿人民币），工程分三期，将
建成 3000套住宅及配套的公共基础设施。

中国企业将承建
巴林大型保障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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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 魏玉坤）为了探索形成交通
强国建设的有效模式和路径，交通运输部日前确定首批 13 个交
通强国建设试点地区，并正在开展第二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申报
工作。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法制司司长魏东在 9 日召开的“加
快交通强国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这 13个交通强国建设
试点地区分别为：河北雄安新区、辽宁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
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贵州省、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深圳市。

中共中央、国务院 9 月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和企业在交通强国建设中先行先试。魏东表示，交通强
国建设试点工作将围绕设施、技术、管理、服务 4大领域分地区、
分主题、分批次开展 22项试点任务。

我国确定首批13个
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地区

据新华社成都12月9日电（记者 谢佼）12 月 9 日，成昆铁路
复线盐边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成昆铁路复线米易至攀枝花段完
工。这条工期长达 5年的控制性工程隧道，成为成昆铁路复线施
工艰难的真实写照。

“初遇软岩大变形，我们认识不足，许多初支拱架扭曲变形，
施工一度停滞。”中国路桥盐边隧道施工负责人王利胜介绍。

软岩大变形，是指深埋隧道通过软岩和断层带时，在高的地应
力和富水条件下产生的大变形，经常涌水、突泥。打个比方，这像
在橡皮泥里打洞，如果支护不当，“橡皮泥”将滑下来将隧道封死。

盐边隧道的软岩大变形有足足 1299米。洞身还穿越 6条断
层、2条背斜、4条向斜等褶皱构造。因施工之难，全长 11298米的
盐边隧道成为成昆铁路米易至攀枝花项目 25座桥梁、17条隧道
的咽喉。

对此施工单位组织专家多次现场试验，确定了双层特殊钢材
支护措施，配合超前支护、系统锚杆，从而将容易变形的“橡皮泥”
牢牢固定住。5年时间里，施工单位加班加点，连续攻克各种施工
技术难题，终于在 2019年 12月 9日顺利贯通。

一条隧道挖5年
成昆铁路复线扩能有多难

深化油气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深化油气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
——解读国家管网公司四大看点解读国家管网公司四大看点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国家管网公司简称国家管网公司））99 日正式成立日正式成立。。这是这是
贯彻落实贯彻落实《《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
的若干意见的若干意见》》的重要一环的重要一环，，是深化油气体是深化油气体
制改革的关键一步制改革的关键一步。。新成立的国家管网公新成立的国家管网公
司司，，有四大看点备受关注有四大看点备受关注。。

□ 新华社记者 刘羊旸 王希 安娜

石油天然气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资源。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
干意见》，明确了我国油气体制改革的思
路和任务。意见强调，改革油气管网运营
机制，提升集约输送和公平服务能力。

国家管网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组
建独立运营的国家管网公司，推动形成
上游油气资源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中间
统一管网高效集输、下游销售市场充分
竞争的“X+1+X”油气市场体系，是深
化油气体制改革和管网运营机制改革
的重要一环。

“我国油气体制改革是包括上中下
游全产业链的改革，基本思路是‘管住
中间，放开两头’，‘中间’则是管网输送

环节。改革‘中间’就是把管道独立出
来，改革的目的是推进管输环节公平开
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董秀成认
为，如果“中间”这个环节不改革，就无
法真正落实“两头”市场化的竞争机制。

专家表示，国家管网公司统筹规划
建设运营，有利于减少重复投资，加快
管网建设，提升油气运输能力。对于更
好地保障油气的安全供应、促进油气行
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刘毅军表示，国
家管网公司成立会加快油气管网互联
互通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建设，让油气
管网更好地发挥输送功能，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在全国范围进行油气资源统筹
调配，以应对突发和应急等情况。

价格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国家管
网公司有关人士表示，国家管网公司成
立后，可以推动形成上游油气资源多主
体多渠道供应、中间统一管网高效集
输、下游销售市场充分竞争的油气市场
体系，有助于形成市场化油气价格机
制，从而使油价和气价更为合理。

业内人士认为，成立国家管网公
司，统筹规划管网运营和发展，能更
加精准地确定管输价格。国家管网
公司的成立，有助于推进非居民用气
价格市场化，进一步完善居民用气定
价机制。

“价格的真正市场化，需要以充分
竞争的产业链结构为基础，国家管网公
司的成立就是要以产业链结构改革为

基础，将为真正的产业链结构性改革吹
响号角。”刘毅军说。

能源关系民生冷暖。成立国家管
网公司后，能否更好地保障民生用气？
专家表示，通过管网的互联互通，可以
进一步提高天然气资源管输调配能力，
加强供气保障。

据悉，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统一
负责全国油气干线管网的建设和运行
调度，形成“全国一张网”，在应急保供
下可统一调度所有互联互通管网，以提
高油气管网安全运行系数和管输保障
能力。国家管网公司还将加快推进互
联互通工程、LNG 接收站等基础设施
建设，承担部分保供责任，为保障民生
用气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我国逐步探索实践油气管
网设施公平开放的实施路径和方式。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油气企业开
放意识不断增强、开放服务逐渐增多、开
放范围持续扩大。”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
人说，但受管网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不
充分、油气管网运营机制不完善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我国油气管网设施开放数
量仍然较少，开放层次相对较低。

今年 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了《油气管网设
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明确要求油气
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公平无歧视地
向所有符合条件的用户提供服务。

业内人士指出，石油天然气管网相
当于是运输石油和天然气的高速公路，
需要实现互联互通和向所有用户公平
开放，成立国家管网公司可以更好地解
决这个问题。

记者从国家管网公司了解到，新成
立的公司主要从事油气长输管网及其
调峰设施的投资建设、调度运行、公平
开放和油气管输服务，并不参与上游资
源和下游市场的竞争性交易。

油气专家表示，国家管网公司收益
与买卖油气、赚取价差无关，与运送哪
家企业的油气也无关。按照监管办法
要求，国家管网公司必须公平、公正地
为所有用户提供油气管网设施服务。
国家管网公司所有运输服务的用户都
处于平等的地位，按照相同的程序和办
法申请使用管输服务。

在董秀成看来，国家管网公司是个
基础产业公司，只给客户提供管输服
务，并不参与上游资源和下游市场的竞
争性交易。下一步国家对国家管网公
司监管的重点就是要看它是否公平对
待所有客户。

【看点一】为何要成立国家管网公司？ 【看点二】成立国家管网公司对油气价格有何影响？

【看点三】国家管网公司如何做到对用户公平开放？ 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是否会推动油气行业
加快走向市场化？

【看点四】

澳门文化积淀深厚，回归祖国20年以来，8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包括粤剧、凉茶配制、木雕－神像雕刻、南音说唱、道教科仪音乐、鱼行醉
龙节、妈祖信俗和哪吒信俗。图为 12 月 8 日“舞醉龙”表演的第三代传人关伟铭

（黄衣）在澳门“公益金百万行”活动上与队友合照。 新华社发

新华社首尔12月9日电（记者 耿学鹏 陆睿）韩国统一部 9日
表示，韩方将竭尽全力维持朝鲜半岛对话势头。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李相旻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韩方意识
到目前局势的严峻性，认为朝美之间仍然有意愿通过对话推动关
系进展。韩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和努力，推动朝美保持对
话势头并取得进展。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崔贤洙当天在国防部记者会上说，韩美情
报部门正在详细分析朝方动向。她拒绝披露韩美截至目前的分
析结果。

朝中社 8日援引朝鲜国防科学院发言人的声明报道说，朝鲜
7日下午在西海卫星发射场成功进行了一次“非常重大的试验”。
报道没有提及试验具体内容。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目前朝美双方在实现半岛无核化路径和
方式上的分歧始终未能得到有效化解，朝美无核化谈判僵局或将
难以如朝方预期的那样在年底前取得实质性进展。如何采取有
效措施维护当前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局面成为当务之急。

韩国政府表示
将竭力维持半岛对话势头

新华社三亚12月9日电（记者 周正平）以俄罗斯著名瓷器工
艺品“格热利”命名的莫斯科国立模范剧院“格热利”舞蹈团，9日
晚为海南省三亚市民上演了经典的俄罗斯民族歌舞剧目，为 2019
年“俄罗斯文化周”精彩揭幕。

2019年“俄罗斯文化周”定位为大众性、综合性、开放性的大
型系列文化活动，旨在搭建海南与俄罗斯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
作、交易的平台，丰富海南省的文化内涵，并为中俄建交 70 周年
献礼。

文化周期间，海南省将在三亚市举办俄罗斯国立列宾美术学
院油画展、俄罗斯民族经典歌舞表演等活动，并在海南省省会海
口和三亚、琼海等城市举办俄罗斯电影展映主题活动，为海南百
姓和游客提供充满俄罗斯风情的文化和视觉盛筵。

由新华通讯社、俄罗斯塔斯社、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三亚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俄友好 70 年摄影图片展，也将同期在三
亚举办。

三亚是俄罗斯游客最喜爱的中国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据三
亚市旅游文化广电体育局的统计数字，今年前 10个月，三亚共接
待俄罗斯游客 21.44万人次，同比增长 31.12%，约占中国接待俄罗
斯游客人次的十分之一。

2019年“俄罗斯文化周”
在三亚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