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且末县，长久以
来与外界的交通十分不便。尉且沙漠公路的通车让
这座“天边小城”与库尔勒的路程缩短350公里。

“这条期盼已久的公路终于开通了！”家住且末县
的亚森·图尔迪说，且末是巴州最偏远的县城，以前外
地的姑娘都不愿嫁过来。现在从库尔勒回家只用6小
时，用时缩短一半，出行更方便了。

公路的开通也给企业对沿线地区的投资增加了
信心。位于且末县的新疆稷原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养
殖有6000多头牛，“这条路让每头牛的运输和养殖成
本节省近1000元，我们计划再投资5亿元扩大养殖规
模。”公司副总经理郭成礼说。

此外，这条沙漠公路的开通无疑又让自驾游沙漠有
了新选择。尉且沙漠公路有307公里深入沙漠腹地，一
路上可以欣赏到巨大沙墙、沙间盆地、绵延沙丘等沙漠
特有景观，还有27公里穿行胡杨林、湿地及植被覆盖区。

该路线穿越区域为塔里木盆地石油地质蕴藏富集
带，将为未来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运输等提供有
力支撑，进一步推动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促进沿
线优势资源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30日电 记者邵艺博 宿
传义 顾煜）

为什么要修这条路？
“死亡之海”蕴藏着无限生机

三条公路跨越
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是如何“筑”成的

6月30日，新疆尉犁县至且末县沙漠
公路正式通车。这条于2017年 10月开
工建设的沙漠公路，全长334公里，是继
塔里木沙漠公路、阿和公路后的第三条穿
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公路。至此，我国在
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修建了超1200公里的沙漠公路。

三条沙漠公路跨越世界第二大流动
沙漠，在“死亡之海”如何筑路？

淡水在沙漠里极为珍贵，可修路离不开水。
塔克拉玛干沙漠，年均降水不足100毫米，可蒸发

量却高达3000毫米。高温干燥让地表水在这里极为罕
见。虽然这里地下拥有较为丰富的水资源，但水质极
差，盐分含量高，不仅无法饮用，连铺路洒水都不合格。

借鉴前两条沙漠公路的成功经验，工程人员在沙
漠路段采取了干压法，也就是利用沙漠中的风积沙直
接碾压夯实形成沙基。然后在沙基上铺上一层土工
布，再依次铺上戈壁料、级配砾石等。于是，松散的沙
子就变成了坚实的路基。

沙漠筑路的难度，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尉且项目负责人程力最清楚，“修建尉且沙漠公路比前
两条更难，它的地形条件在全国都很少见”。公路经过
沙漠东部密集、高大的沙山，共挖平32座高大沙山，填
平28处丘间洼地，其中最大的一处沙山耗时近半年。

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作业，真正的挑战来自工人生
活面临的考验。“塔克拉玛干”意为“进得去出不来的
地方”。这片沙漠全年有三分之一是风沙日，加上烈
日长时间照射，地表温度甚至可达70摄氏度。

高温，让在沙漠中施工只能“起早贪黑”。为保护
工人，项目部调整作息时间，选择早晚气温较低的时
候施工，以避开沙漠中最炎热的时段。即便如此，沙
漠中的高温让工人们每天都要喝近20升水。

334公里耗费近5年
在沙漠修路难在哪？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风的
作用下，沙丘会“流动”。这意味着刚修好的路面，如
果不做任何措施，仅需一场大风路面就会被掩埋。

如何让流动的沙丘“静”下来，成了建设另一难题。
“沙漠里最怕的就是风沙，有时风沙一来项目停

工不说，甚至还要返工。”项目总工程师井文云说，“结
合以往建设经验，我们采取‘草方格+阻沙障’的方式，
建立起立体化多层次阻沙体系。”

生长在湿地里的芦苇，在干旱的沙漠里发挥了巨
大作用，成为“固沙利器”。芦苇秆晒干，扎进沙丘，组
成边长1米正方形，分布在公路两侧。这种由芦苇秆
编织而成用于固沙的正方形格子被称为草方格。它
的铺设随公路修建同时进行，单侧最宽可达110米，
最窄处也有60米。当细长的芦苇秆被紧密排在一
起、编织成草方格后，便有了足以和肆虐风沙抗衡的
力量。有草方格在沙丘上，沙子就很难被吹动。

在草方格的外侧是两道阻沙障，相隔10米。当风
沙来袭，首先经过最外侧的两道阻沙障，将风速降下来、
大风席卷的沙子大部分也被阻挡在外，然后再经过几十
米草方格的阻挡，风沙就更加难以对路面造成损害。

风沙不会把路埋了吗？
让流动的沙丘“静”下来

新疆尉犁县至且末县沙漠公路正式通车

各界人士共欢庆

25年

香港：全城一片
——香港多姿多彩庆祝回归祖国25周年

另据上海市统计局最新统计
今年前5个月

来自香港的直接投资实到金额

同比增长6.8%
达76.17亿美元

占同期上海实到外资总额的77%

海关数据显示

广东省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贸易规模

从1997年的2798.5亿元人民币

大幅攀升至2021年的1.17万亿元

年均增长6.1%

20多年来
粤港间保税物流、一般贸易发展迅速

1997年至2021年
广东对香港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

从48.3亿元增长至2816.4亿元

占粤港贸易的比重

由1.7%提升至24.2%
年均增速达18.5%

同时
两地一般贸易进出口快速增长

由816.9亿元增长至2998.8亿元

年均增长5.6%

（据新华社上海6月30日电）

上海海关6月30日公布
2021年，上海与香港贸易额

达1663.5亿元人民币

规模较1997年增长7.5倍

先进制造业
成为上海对香港出口的有力支撑

今年前5个月
上海出口香港集成电路商品

244.7亿元

出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及其零部件48亿元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记
者谢希瑶）1997年至2021年，内地
与香港贸易额由507.7亿美元增至
3603.3亿美元，增长了6.1倍，年均
增长8.5%；截至2021年底，内地累
计吸收香港投资超1.4万亿美元，
内地对香港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
超8000亿美元。

这是记者6月30日从商务部
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
婷在发布会上表示，香港回归祖国
25年来，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合
作不断深化，水平不断提高，领域

不断拓展。内地与香港实现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香港在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中，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
要参与者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重要促进者。

束珏婷介绍，香港回归祖国
25年来，商务部与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在经贸领域积极建立并完
善合作机制，推动内地与香港规
则衔接、机制对接，通过签署《内
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
系的安排》及其系列协议，内地对
香港已全面实现货物贸易自由
化，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并

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开展了丰
富务实的合作。

积极推动高质量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实施商务领域支持大湾区
建设的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支持香
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束珏
婷进一步介绍，2013年以来，香港
与内地企业连续七年携手共同赴

“一带一路”国家开展投资洽谈，吸
引超过1000家当地企业参与，促
成 70 多项投资合作意向。2021
年，支持香港成功举办“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期间商务部与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签署《关于推进境外经

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
录》，共同推动香港参与助力“一带
一路”建设走深走实。

展望未来，束珏婷说，将继续按
照“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全力
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力
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将积极发挥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委
员会作用，稳步推动内地、香港、澳
门共建单一自贸区，扎实推进商务
领域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坚定
支持香港打造“一带一路”功能平
台，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
中心地位。

市民和社会团体以多种方式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祝福香港，紫荆花开娇艳，
康庄大道，就在面前……”香港词
曲作家朱吴妮娜与朋友们共同创
作了这首《祝福香港》。“有国才有
家，国家好，香港才能好。”她说，
希望用歌曲表达对祖国、对香港
浓浓的爱。

“相比于往年，今年我参加庆
祝活动时感觉肩上多了一份责
任。”北京冬奥会中国香港代表团
旗手、短道速滑运动员朱定文说，
今年他以一名参加过北京冬奥会
的运动员身份来参加庆祝活动，
感受很不一样。“希望可以通过这

些活动，为更多香港青年带来正
能量。”

“我们以‘海报+灯饰+旗阵’
方式，让‘荃城尽带中国红’。”荃
湾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
年筹委会秘书长华美玲告诉记
者，荃湾的庆祝活动共有18项，
除了节日主题装饰，还有文艺汇
演、普通话朗诵等。

各界期待的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25周年文艺晚会将于7月
1日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刘
德华、谭咏麟、谢霆锋等多位香
港知名艺人将为观众奉上精彩
演出。

（新华社香港6月29日电）

香港回归以来与内地贸易额增长超 倍

大街小巷国旗、区旗飘扬，巴士、电车换上红色“新装”……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香港到处洋溢着喜庆
氛围。

“寻梦者启程起跑线，在这狮
子山下冲线，愿这香港同心一起
创建。”铜锣湾时代广场的大屏幕
上播放着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
周年主题曲《前》，大厦玻璃幕墙
上张贴着圆形红色节庆海报，市
民林先生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林先生从西环坐着一辆车身
上印着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标语的有轨电车来到铜
锣湾。在香港街头，不少巴士、电
车已换上红色“新装”。“电车不时
发出‘叮叮’声，缓缓驶过湾仔街
头时，与电车站的节日装饰交相
辉映。”他说。

在港岛利东街，在九龙尖东
街头及柏丽大道，五星红旗和紫
荆花区旗挂满街头，在蓝天白云
映衬下格外鲜艳，路过的市民抬
头便可见到一片“中国红”。不少
香港市民拍下照片、视频发到网
上，受到网友好评：“场景太震撼

了”“振奋人心”……
夜色中的香港喜庆祥和。位

于西九龙的香港最高建筑环球贸
易广场，位于港岛的新鸿基中心、
中环广场，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
演绎起灯光秀，让灯火璀璨的维
港更加五彩斑斓，展示着“东方之
珠”的独特魅力。

7月1日起，大型多媒体汇演
“幻彩咏香江”特别版之“维港光
影汇演”将正式推出。为香港回
归祖国25周年特意设计制作的
灯光汇演，不仅有更多建筑加入
灯光表演，更增添多种元素，为市
民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享受。

香港旅游发展局总干事程
鼎一介绍，新增元素包括在维
港两岸多个地点设置多元灯光
效果，在特区政府总部外墙及
立法会大楼天台设置独特光
影，多艘天星小轮换上新装在
夜景中闪烁。

随处可见“中国红”振奋人心

粤港贸易
年均增长6.1%

（据新华社广州6月30日电）

沪港贸易
增长7.5倍

港珠澳大桥海上日出。港珠澳大桥横跨珠江口伶仃洋海域，全长
约55公里，集桥、岛、隧于一体，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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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犁至且末沙漠公路。 新华社发

截至6月28日
内地通过南方电网向香港输送电量

累计达到3043亿千瓦时，约占香港总用电量的四分之一

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十四五”期间
内地对港最大供电能力将由现在的170万千瓦再提升6成
紧急支援能力最大可达270万千瓦

内地对港供电累计突破3000亿千瓦时

（据新华社深圳电）

香港街头到处飘扬着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