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0

12!3456789:

据介绍" 截止$%&&年&&月海南全
省机动车保有量超过&'%万辆"海口全
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万辆# 机动
车消耗的石油占石油消耗总量的三分
之一" 机动车燃油需求的快速增长加
剧了海口本已十分紧张的能源问题#

就海口市而言" 现有常规公交车
辆*+,%辆"出租车约$(%%辆# 其中使用
天然气清洁燃料的公交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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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混合动力公交车$%%辆"其余以汽
$柴%油为燃料"而出租车基本以天然
气为燃料# 到&十二五'末期"公交车总
量预计将发展到&)%%辆" 出租车$'%%

辆以上"车用天然气需求总量达$-.)万
/0(1天# 海南全省共有2个大气田"但
只有福山气田的优质天然气可用于汽
车"市场与资源极不匹配"天然气的缺
口不得不依靠其他石化燃料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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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海南省工信厅(广西
神州环保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瑞
典普拉克公司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

能源署签订海南车用沼气新能源示范
项目备忘录" 本项目被中国科技部和
瑞典能源署列为中瑞生物能源合作示
范项目"列入中国工程院$3!4%和瑞
典皇家工程院$56!%科技合作计划"并
列为海南省7+**年重点建设项目#

为了推动项目在海南的顺利实
施"7++8年(月" 成立了海南神州新能
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将参照瑞
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等城市的清洁公交
模式" 建立覆盖全海南岛的新能源沼
气公交系统" 以海南当地各种有机废
弃物为原料生产车用沼气" 作为城市
公交车及出租车燃料# 项目总投资(+

亿元"在海南全岛建设*'9$%座沼气工
厂"年产车用沼气$亿立方#

据介绍" 本项目的全面实施"将
为海南全岛提供可替代天然气的压
缩车用沼气,2万/0(:天"可满足至少
$%万辆汽车用气需求"可替代汽柴油
&,.,万吨:年" 填补了天然气供应缺
口"缓解全岛供气紧张局面# 其中海
口市供应量约&,万/0(:天"可满足约
&$,%辆公交车或约,%%%辆出租车的
用气需求"替代汽$柴%油2.(万吨:年"

在海口市原有3/;:</;两种清洁能
源及电动公交的基础上"基本可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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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的*&到$%&,

年基本实现全市公交车(出租车使用
清洁能源# '的目标#

海南澄迈车用沼气工厂是本项目
的首座沼气工厂" 选址澄迈县老城经
济开发区"投资&.)亿元人民币"占地面
积,%亩# 日处理市政污泥(猪粪(香蕉
秸秆及市政有机垃圾等有机废弃物共
-,%吨"日产车用沼气(万立方米"可满
足$,%辆公交车或&%%%辆出租车的燃
料需求"替代汽柴油约')%%吨:年"实现
减排二氧化碳$.,'万吨:年" 颗粒物).2

万吨:年# 年产固体有机肥料&.'万吨(

高效有机液体肥料&.$万0("可反哺澄
迈当地生态农业建设#

项目预计建设周期约&%个月"将
于$%&$年底建成" 全部面向海口市公
交车及出租车供气#

BC!=>?5DEFG

本项目涵盖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中的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
三大产业# 仅本项目清洁能源交通系
统的建设实施" 可实现生物车用沼气
,2-,万方:年(燃料酒精&%万吨:年的产
能规模" 同时带动了新能源汽车的研
发(生产及广泛使用"促进包括车用沼
气(生物柴油(燃料乙醇等生物能源的
规模化和工业化发展和应用# 随着新
能源项目的不断发展和壮大" 也将带
动海口市乃至海南全省环保(能源(及
相关装备制造产业链的发展" 形成以
新能源利用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 为海口市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新的
经济增长点"推动绿色;=>的提高#

据介绍"未来十年"项目业主海南
神州公司计划在海南全岛建设*'97+

个车用沼气项目" 届时车用沼气+++

清洁燃气将覆盖全岛公共交通系统#

其中"&十二五' 建成投产*+个项
目"&十三五' 建成投产另外'9*+个项
目# 项目总投资约(+亿元" 日处理猪
粪( 市政污泥( 香蕉秸秆等有机垃圾
*?(,万吨" 日产车用沼气,2万立方"可
满足至少$%万辆汽车用气" 年产固体
有机肥料($万吨( 高效液体有机肥料
$$万0("年总产值达&2亿"年利润&.2

亿元以上"年上缴税收()%%万元"提供
直接就业岗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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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Ï

Ð

%$%&$中国$海南%国际沉香博览会
将于$%&$年2月)日至8日在文笔峰盘
古文化旅游景区举办#在省科技厅和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支持下"中国首
个沉香交易检测中心不久将落户海
南文笔峰沉香文化苑#

本次香博会由省政府科技厅(林
业局(文体厅(旅游委主办"海南省沉
香产业协会和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
共同承办# 此次香博会的主题是发展
绿色经济"打造国际香岛#目的是为了
传承中华香道文化艺术( 振兴和规范
国内沉香产业发展" 繁荣海南沉香香
料市场"促进国际沉香文化交流#

香博会参展种类包括沉香制品
和工艺品(品香制香工具(沉香园林艺
术(沉香衍生品(沉香文艺作品和其他
艺术作品#届时"参观者不仅可以观赏

和品鉴名贵沉香原木(各类供香(沉香
香料及沉香饰物"学习沉香制作技艺"

还可以了解与沉香有关的茶艺(花艺(

藤艺等相关艺术文化" 活动内容丰富
有趣"文化内涵深厚意远#

记者$8日从海南香博会组委会了
解到"为重现古时海南沉香贸易盛况"

本届海南香博会除展示各类沉香产品
外"中国首个沉香交易检测中心"也在
政府的支持下正在积极筹备当中#

随着经济发展" 近年来香文化
正重回人们视野" 焚香可以宁神"香
料可以入药(可以制造香精(香水"香
料消费需求不断增加# 但是"在新的
商机面前"不少不法分子针对沉香价
格节节攀升并受消费者热捧的现状"

纷纷制假售假"导致假的沉香及沉香
制品鱼目混珠"充斥市场# 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国内假的沉香产品占据超

过一半的市场份额"在社会上造成了
非常恶劣的影响#

为净化沉香交易市场"打击制假
售假行为"省政府有关部门和科研单
位积极配合"支持海南省沉香产业协
会规范沉香标准"沉香检测交易中心
已呼之欲出#

海南自$%%)年就启动了&万亩人
工种植沉香'工程#现在"越来越多的
人已经意识到种植沉香的经济价
值# 目前"海南种植沉香的面积在
不断扩大"并形成公司化(规模化
发展的格局# 文笔峰沉香文化苑沉
香交易检测中心的诞生"将带动海
南的沉香经济"使得海南沉香有了
一个正规且有保障的交易场所"影
响力将渐渐扩展至全国乃至东南
亚和中东地区"将吸引更多的沉香
商家来海南交易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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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345

%近日"家住海口新港路新港
小区的住户钟先生反映"称小区原本
开放的后门$

Û6>7

%近日紧锁"既
妨碍住户出行也堵了消防通道"小孩
上学和大家出入也很不方便# 对此"

小区物业管理处刘主任表示"物业锁
后门完全是为了小区业主的安全着
想#从年前至今"小区已发生2起入室
盗窃案# 物业经费困难"无法增加保
安数量"只好将南门堵住"减少人员
出入空间"希望业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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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389(因住宅楼楼下一家&维修厂'

作业时声音过大"家住三亚河东区榆
亚路)&,号居民小区的陈先生不堪受
扰进行投诉# 记者了解到"该居民小
区是$%&%年新建的商住两用楼房#

$98楼主要是外地候鸟老人"一楼被

出租给&@3A华丰挖掘机配件部'#

$8日下午" 三亚工商部门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店登记的名字为&三亚曾
先飞挖掘机配件店'"日前收到不少附
近居民的投诉#工商部门调查显示"该
店没有经营修理挖掘机项目" 工商部
门已责令其停止挖掘机维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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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查获计算器式
打火机"成功避免一起安全隐患#

(月$(日&&时许" 安检二室B光
机操作员执行任务时"例行检查乘坐
CD*7-7上海航班旅客随身携带的行
李物品# 当行李通过B光机时"工作人
员发现一名旅客朱某携带的行李中"

图像显示异常" 有一个类似打火机装
置的物品#工作人员立即询问旅客是
否带有打火机"旅客回答没有#随后"

工作人员在征得旅客同意后开箱包
检查"但找遍每一个角落均无果#

将行李再次过检后"工作人员对
图像中打火机的对应位置进行了重
点排查" 最终一个计算器引起注意#

通过仔细查看"该计算器右角有个黑
色按压开关" 工作人员轻轻一按"计
算器竟喷出火苗# 随后"该打火机交
由旅客自行处理"旅客表示将不携带
火机乘机"并将其遗弃#

据了解"计算器式打火机兼具计
算器(打火机两项功能"极难发现#如
安检人员稍不注意"则可能被带上飞
机"带来安全隐患#据悉"该计算器式
打火机在海口美兰机场属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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