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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古晉19日訊）另一

項涉及砂拉越的氫气合作項目

預計將于明天正式确定。

据悉，砂拉越總理拿督巴

丁宜丹斯里阿邦佐哈里將在雪

蘭莪州班達巴魯班吉見證綠色

氫技術部署合作協議的簽署。

根据媒体邀請詳情，該活

動將于明早10時30分在馬來西

亞國家石油研發私人有限公

司（Petronas Research Sdn 

Bhd）舉行。

砂拉越經濟發展机构的子

公司砂拉越經濟法發展机构能

源私人有限公司預計將參与合

作。

阿邦佐哈里此前曾表示，

砂拉越經濟發展机构將在砂拉

越州的綠色能源議程中發揮關

鍵作用，其任務是研究在砂拉

越州公共交通中使用氫作為可

再生能源的來源。

綠色氫氣出口韓國

他說，由于氫气是砂拉越

打算發展的行業之一，砂州政

府特別強調可再生能源是其

2030年后疫情發展戰略的10年

基石。

据報道，砂拉越將把民都

魯丹絨基都隆石化中心一家工

厂生產的大部分綠色氫气出

口到韓國，其余的將供國內使

用。

韓國公司三星工程有限公

司、浦項制鐵和樂天化學正在

与砂拉越經濟發展机构合作開

發氫气工厂，稱為H2biscus項

目。

該氫气工厂將是馬來西亞

首個此類工厂。

馬來西亞國家石油氫气

私人有限公司（Petr o n a s 

Hydrogen Sdn Bhd）成立于

2020年，隸屬于天然气和新能

源業務，旨在讓國油公司超越

碳氫化合物資源，成為氫的端

到端解決方案提供商。

馬來西亞國家石油研發私

人有限公司也有一個綠色氫气

生產測試設施。

根据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

司的网站，綠色氫是三种氫中

最清洁的，并且產生零碳排

放。

它是使用可再生能源（如

太陽能和海上風能）提供動力

的電解水生產的。

（本報詩巫19日訊）砂旅

遊部副部長拿督陳超耀表示，

砂拉越自2022年4月1日起向國

際遊客開放邊境後，從2022年4

月11日起，飛往砂拉越的航班

數量，每週增加至615個，即每

週29個國際航班和每週586個國

內航班。

“目前，我們每天都有從

新加坡飛往古晉的航班，由馬

航和亞航提供；每週2班通過酷

航從新加坡飛往美裡的航班；

每週4航班通過亞航從新加坡到

美裡。汶萊皇家航空公司從今

年5月1日起恢復汶萊至古晉每

週2班航班。我們希望由坤甸飛

來砂拉越的國際航班可以很快

復航。”

他說，國內航班方面，飛

螢航空每週提供14航班往返 （本報詩巫19日訊）砂旅

游部副部長拿督陳超耀表示，

1000萬令吉的2022年砂拉越遺

產、藝術和文化促進基金，目

前只批準了總數73萬8000令吉

的申請，還有920萬令吉供申

請。

“這項基金，任何相關遺

產，藝術與文化的活動，計劃

等都可以申請。可以前往我

們部門的網站mtcp.sarawak.

g o v . m y瞭解申請條件和詳

情。”

他也表示，今年，砂拉越

旅遊、創意產業與表演藝術部

仍有2150萬令吉基金，供砂旅

游等相關業者申請來主辦相關

宣傳旅游的活動。今年，砂拉

越旅遊、創意產業與表演藝術

部獲撥3500萬令吉相關款項，

目前，只有總數1350萬令吉的

申請獲批準，意思是還有2150

萬令吉仍在等待申請。

他稱，現在已是7月中，

所以，今年還剩5個月，符合

資格者或單位受促盡快提出申

請。

12月截止申請

他強調，該部致力於協助

推動砂拉越的旅游，藝術與文

化活動。這兩項旨在於促進旅

游業的款項，可能因為宣傳不

足的關系，所以，申請不多。

他是今早出席假詩巫常青

酒店召開的2022年第二次砂拉

越旅遊協調委員會（STCC）會

議后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

另外，砂拉越旅遊、創意

產業與表演藝術部常務秘書許

贊麒表示，相關款項是供非政

府組織，政府部門單位，私人

界申請，只要舉辦符合宣傳旅

游，文化和藝術的活動都可以

申請。比如婆羅洲文化節，詩

巫國際舞蹈節等也獲得砂拉越

旅遊、創意產業與表演藝術部

支持和贊助。

（本報詩巫19日訊）

砂旅遊部副部長拿督陳

超耀表示，從今年1月至

6月，訪砂拉越遊客人數

與2021年同期相比，增

加了785.67%，達到57萬

3619人次。去年同時期

訪砂遊客人數只有6萬

4767人次。

“同時，砂拉越的旅

遊收入也比2021年同期增

長766.67%，去年同時期旅

遊收入是3億2122萬令吉，

今年1月至6月，砂旅遊收

入達13億令吉。”

旅遊收入達13億

他稱，在今年，我們

非常有信心，砂拉越可

以吸引120萬人次訪客和

帶來32億令吉的旅遊收

入。在國際旅遊緩慢反

彈的同時，國內旅遊將

繼續帶動砂拉越旅遊業

的復甦。

他說，汶萊已宣佈開

放邊境，將會有更多汶萊

人前來美裡、林夢，在冠

病疫情之前，2019年有120

萬人次由汶萊前來美裡及

林夢。

“我的部門和相關旅

遊機構將繼續努力實施短

期措施，恢復旅遊、藝術

和文化產業。我們將通過

砂拉越旅遊局繼續推出受

歡迎的國內旅遊折扣活

動，即砂拉越逍遙遊3.0活

動和砂拉越逍遙遊住宿2.0

活動。”

陳超耀今早出席假詩

巫常青酒店召開的2022年

第二次砂拉越旅遊協調委

員會（STCC）會議上致詞

時這麼表示。

他透露，今年將會召

開三次的砂拉越旅遊協調

委員會會議，第一次是於4

月11日在古晉召開，第二

次會議是於今早在詩巫召

開，至於第三次會議則訂

於11月在美裡召開，明年

第一次會議會在斯裡阿曼

召開。

復辦多項旅遊活動

他說，砂拉越旅遊協

調委員會是砂旅遊部一個

非常重要的平台，與砂拉

越旅遊，藝術與文化領域

相關業者或人士交流，促

進砂旅遊業持續成長。尤

其是在今年4月1日起，我

國開放國門邊境，是一個

黃金機會，讓砂旅遊業向

前邁進，吸引更多旅客來

砂。

“砂旅遊部將繼續推

動砂拉越迷人的文化、冒

險、自然、美食旅遊，比

如來砂拉越旅遊為主題，

參加2022年各項旅遊展，

在多個國際電子平台促銷

砂旅遊。同時復辦或舉辦

旅遊活動，比如詩巫國

際舞蹈節，砂斯巴達障

礙賽，熱帶雨林音樂節，

婆羅洲爵士音樂節，還有

各項的商業論壇，大會

等。”

阿邦佐：砂新里程碑

氫動力氣智軌系統
（本報古晉19日訊）砂拉越捷運私人有限公司是砂拉越經濟發展机构的全資子公司，憑借授予古晉城市交

通系統項目第一配套合同，實現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砂拉越捷運首席執行員丹斯里瑪茲里慕斯達法（左2）在砂拉越交通部部長拿督斯里李景胜（左3）和砂拉越經濟發展机构主
席丹斯里拿督阿瑪阿都阿茲（左1）見證下，移交古晉城市交通系統項目第一配套中標書給EPR Mobilus GR JV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沙里爾依曼（右3）。

砂拉越捷運在昨日舉行的

儀式上，向EPR Mobilus GR JV

私人有限公司遞交了中標書，

并由砂拉越交通部部長拿督斯

里李景胜代表砂拉越總理拿督

巴丁宜丹斯里阿邦佐哈里在場

見證。

李景胜代讀砂總理的講稿

時表示：“我們希望擁有一個

可持續的公共交通解決方案，

同時解決气候變化問題，這就

是為什么我們与這些公司合

作，為我們帶來世界上第一個

氫燃料電池驅動的智軌交通系

統。”

值14億2500萬

砂總理解釋，价值1 4億

2500万令吉的系統第一配套合

同涉及供應机車車輛，即氫動

力智軌車輛、車站設備和維修

車輛、信號和控制系統和自動

平台門。

在活動中，砂拉越捷運首

席執行員丹斯里瑪茲里慕斯達

法親臨現場，向EPR Mobilus 

GR JV私人有限公司董事沙里爾

依曼、Chan Chee Kian和威爾

森方移交中標書。

對于系統第一配套合

同，EPR Mobilus GR JV私人

有限公司- EPR (古晉)私人

有限公司、Mobilus私人有

限公司和Global Rail私人

有限公司的合資企業，正在

与CRRC Zhuzhou Institute 

Company Limited和CIMC-

Hexagon Hydrogen Energy 

Systems Limited合作（氫

動力智軌車輛的供應商）；

泰雷茲（信號和控制系統的

供應商）；方大創新科技

有限公司（自動平台門供應

商）；以及DOM Industries 

(馬)私人有限公司和 CRRC 

Zhuzhou Institute Company 

Limited（車厂設備和維修車

輛的供應商）展開合作。

砂總理指出，砂拉越捷運

最近取得的這一里程碑，對于

中國作為智軌系統供應商的原

產國來說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

成就。

加強砂中經濟關係

“我也認為這是一個机

會，可以加強馬來西亞（通過

砂拉越）与中國之間已經密切

的雙邊經濟關系。”

他還強調，砂拉越正在

向前邁進一步，因為自動捷

運（ART）推進系統將由氫提

供動力——這符合砂拉越的

綠色氫議程和砂拉越氫經濟

的發展。

“正如我們是數字經濟發

展的開拓者一樣，我們也是氫

經濟的開拓者。應用氫來改造

我們的公共交通系統，進一步

證明了我們對進一步改善砂拉

越社會經濟的承諾。”

砂總理喜見系統第一配

套承包商承諾通過砂拉越

捷運的社會經濟促進發展

（SEED）計划為古晉城市交

通系統項目增加价值，以發

展人力資本和供應鏈，以确

保可持續性和智軌操作的長

期成功。

“我真誠地希望通過這些

舉措，新一代年輕的砂拉越人

將能夠獲得新的知識和技能，

在這個新的行業，即現代和綠

色的公共交通領域發揮有意義

的作用。“

“隨著這個領域熟練勞動

力的建立，我相信在未來，這

些砂拉越人不僅將為砂拉越的

行業做出貢獻，而且還將受到

城市公共交通系統開發商和運

營商的追捧。”

他補充，古晉城市交通系

統采用智軌創造的區域市場潛

力有很多机會。

新線路通往山都望

砂總理宣布，就古晉城市

交通系統的其他長期潛力而

言，政府最近批准了砂拉越捷

運關于古晉城市交通系統項目

第一階段的智軌路線的建議，

現在將包括一條通往山都望半

島的新線路。

除其他考慮因素外，此調

整還著眼于山都望半島的未來

發展計划以及該地區以旅游和

休閒業為主要催化劑的巨大增

長潛力。

“我很高興地宣布，雖然

這條新路線將比砂拉越捷運早

前提議的線路長約20公里，但

通過砂拉越捷運正在進行的价

值工程計划，我們已設法將項

目的總成本控制在60億令吉以

下。“

“我知道砂拉越捷運也繼

續在古晉城市交通系統項目

下為大古晉規划未來的智軌路

線，以及可能為砂拉越人民創

造重大社會經濟效益的其他路

線。”

与此同時，砂拉越經濟發

展机构主席丹斯里拿督阿瑪阿

都阿茲發表談話時表示，移交

中標書不僅是古晉城市交通系

統項目發展的開始，也是砂拉

越公共交通的轉型。

全新環保公交系統

“隨著砂拉越捷運和EPR 

Mobilus GR JV私人有限公司簽

署這項協議，我們正在見證一

种全新的環保公共交通模式的

發展，即氫燃料電池驅動的智

軌。”

他解釋，古晉城市交通系

統項目正在走上正軌，并指出

2022年7月18日也是另一個里程

碑，即系統第2配套招標結束，

其中涉及電信、監控和數据采

集、自動收費、計算机化維護

管理系統、運行控制中心和信

息技術系統。

“我們期待在接下來的几

周和几個月內分享更多關于

古晉城市交通系統項目發展的

好消息。与此同時，請放心，

砂拉越捷運的團隊正在不知

疲倦地工作以成功交付這個項

目。”

在同一活動中，砂拉越捷

運還与納英控股有限公司的子

公司Ibraco有限公司和 Peranan 

Makmur私人有限公司交換了諒

解備忘錄文件，以合作在其房

地產開發項目附近分別開發智

軌站。

出席活動的還有中國駐古

晉總領事邢偉平、砂拉越捷運

董事會成員和商業夥伴。

今簽署協議

砂添1氫氣合作項目

上半年增785.67%
砂遊客破57萬人次

宣傳砂旅遊活動

2150萬基金供申請

詩巫副省長克里斯多夫（左2）贈送紀念品予拿督陳超耀。右1為砂拉越旅遊、創意產業與表
演藝術部常務秘書許贊麒、左1為砂拉越旅遊局主席丹尼斯敖。

陳超耀：旅客必增

每週增至615航班

檳城古晉航線；亞航也恢復了

每周21趟航班往返檳城古晉航

線，檳城/美裡航線每週7次航

班。我們堅信今年訪砂拉越的

國際訪客將大大增加，尤其是

現在旅行變得更加容易，已完

成疫苗接種的旅行者不必接受

強制隔離。

關注社區旅遊發展

陳超耀今早出席假詩巫常

青酒店召開的2022年第二次砂

拉越旅遊協調委員會（STCC）

會議上致詞時這麼表示。

他也表示，今年砂旅遊部

將更加注重予發展社區旅遊，

這些舉措包括注冊更多的民

宿，加強當地社區的建設能

力，以期通過增加旅遊產品和

服務的價值來提高他們的家庭

收入，我們要為旅遊業相關業

者和前線人員，包括導游等，

做好培訓，以準備好迎接更多

遊客的到來。 

在今早的會議上，詩巫省

公署也呈上了詩巫省旅遊工作

委員會報告予拿督陳超耀，擬

定詩巫旅遊發展方向，介紹詩

巫的新旅遊產品等。這獲得了

陳超耀的贊揚，並希望砂拉越

其他各省的旅遊工作委員會可

以仿效，擬定各省的旅遊促進

項目和方向，並加以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