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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1月11日专电昆明
市中级法院去年底对我国“石油反
垄断第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定
中石化云南分公司违反了反垄断
法，令其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原
告以“地沟油”“泔水油”等为原
料生产的生物柴油纳入销售体系进
行销售。但今年初，原告、被告双
方均表示不服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结果，先后正式向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此案的背后，作为可再生能源
的生物柴油产业存在何种困境？一
审法院据何判定中石化云南分公司
存在垄断行为？生物柴油产业如何
真正发挥“环保、安全”的社会效
益？

生物柴油的尴尬：政府
大力倡导，却无法投放市场

河南商人吕勃经营的云南盈鼎
生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较早
投资生物柴油的企业，这家2007年
建成的云南最大生物柴油企业年产
能为1.5万吨，用“地沟油”“泔水
油”等作为原料生产。

吕勃介绍，让他作出投资决
定的是2006年开始实施的可再生

能源法、2007年出台的生物柴油
国家标准，还有国家发改委制定
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这些政策法规描绘了生物柴油的
良好前景。”

然而，这家企业从产出第一吨
生物柴油开始，由于自身不能面向
市场销售成品油，都一直在努力给
产品找销售渠道，却一直未能进入
主流的加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云南石
油分公司表示，生物柴油产品目前
质量稳定性未知，加上配套政策不
完善，市场风险不可估，如果贸然
收购并面向市场销售，易形成亏损
和损害消费者利益。

至此，云南省的生物柴油产业
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一边是政
府大力倡导，另一边是产品根本无
法投放市场。刚吹起“春风”生物
柴油产业便这样直接进入了“寒
冬”，不少“先驱”企业因此停
产、倒闭成了“先烈”。

中石化云南分公司被
判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2014 年 1 月初，盈鼎公司向
法院提出诉讼，同年 12 月 8 日，

昆明中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
判定中石化云南分公司违反反垄
断法。

法院审理认为，可再生能源
法明确规定，石油销售企业应当
按照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或者省
级人民政府的规定，将符合国家
标准的生物液体燃料纳入其燃料
销售体系。同时，云南省政府有
关文件中明确：各成品油销售企
业按规定采购、混配、销售生物
柴油。因此，盈鼎公司的诉求应
当予以支持。

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多年
来已经多次、多渠道向被告发送过
交易请求，被告不给予正式回应，
不给商业谈判的机会，属于违反反
垄断法中，“没有正当理由，拒绝
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的行为，
法院因此作出了一审判决。

我国生物柴油产业如
何能破冰？

长期研究生物柴油的云南师范
大学能源学院教授张无敌表示，和
传统的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有
几个优势：热效率比石化柴油高；
含硫极少，尾气中不含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含量也比石化柴油尾气能
减少约40％。

“生物柴油量产后有多重社会
效益：避免‘地沟油’‘泔水油’
再次流向餐桌；改善柴油机尾气排
放；减少社会对石化柴油的依
赖。”张无敌认为。

专家介绍，美国已普遍使用生
物柴油，年产量超过300万吨；法
国、巴西等国家要求柴油必须混用
5％的生物柴油，而我国生物柴油
产销长期停滞不前。

云南省能源局协调和技术装备
处处长李勤说，云南目前年生物柴
油产能只有1.8万吨，而且并非实
际产量，离此前制定的到2015年产
量达5万至10万吨的规划目标相距
甚远。

业内人士呼吁，发展生物柴油
产业，首先要解决生物柴油销售

“卡脖子”的问题，还要解决原料
供应不足的难题，此外还应完善政
策配套。

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执行
会长张平认为，“石油反垄断第一
案”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官司本身，
而是关系到能否推动我国生物柴油
产业健康发展和市场良性竞争。

近日，一张市民随手拍的照片
引发关注，图中一条流浪狗蹲在垃
圾车上，陪着清洁工一起“上
班”，其乐融融。

这张照片被网友赞为“北京街
头的暖心一幕”，但也让主人公—
海淀环卫二队的梁师傅挨了批评。

本月初，市民吕先生路过交大
东路南口时，恰巧看到了照片中的
一幕。当得知小黄狗是条流浪狗，
因环卫工师傅经常喂它，它便时常
跟他在一起时，吕先生觉得很温
馨，便将照片发到网上。

几天后，吕先生再次路过此
处，却没见到那位环卫工。其同事
告诉吕先生，单位领导看到照片，

认为上班带狗的行为不妥，批评了
他。“没想到好事变成了坏事。”吕
先生说。

9日，记者在交大东路南口见
到了照片中的环卫工。46岁的他名
叫梁明修，当环卫工已十多年，他
的垃圾车上已不见那条小狗。

“这照片真把我害苦了！”梁师
傅吐起了苦水。他喜欢狗，常拿剩
饭菜喂流浪狗。其中三条流浪狗因
此常在他家门口活动，小黄狗也是
其中一条。吕先生拍照那天，小黄
狗见梁师傅蹬车出门又跟了上来。
换做平常，梁师傅会把它赶回去，

“但那天我真是没注意，它还一下
蹿到车上来了。”

“领导当天就批评我了。”梁师
傅说，为了多点收入，自己原本每
天有三个班次，现在上午的班次已
不再给他安排。

10日上午，海淀环卫二队魏公
村班的蔡班长称，确已对梁师傅提
出了批评。

蔡班长表示，以往梁师傅表现
不错，此前检查工作也发现该现
象，相信梁师傅现已吸取了教训，
因此目前除了批评教育，不会有其
他处罚。

对于减班一事，蔡班长否认是
处罚，“此前工作量大，但这阵忙
过了，所有人都不会这么加班了。”

(据法制晚报)

“石油反垄断第一案”透视——

产出生物柴油没法卖
小民企叫板“油老大”

男子欲跳楼
收1万元后溜走

9日晚上9点半，浙江鄞州钱
湖北路钱丰巷，一位30来岁的男子
突然走进保安室，“我女朋友骗了
我一万元钱……待会可能就看不
到我了。”过了一会儿工地的工人
发现这名男子竟然爬上了大楼10
层外部的脚手架，嘴里不时喊着

“我要跳楼”。大伙一看不好，立即
报警。

鄞州消防大队官兵、中河派出
所民警随即赶到了现场，此时这名
男子正站在离地几十米高的脚手
架上。男子很警惕，不允许任何人
靠近:“你们马上给我一万元，不然
我就跳下去了。”

此时工地负责人也赶到了现
场，他摸不清这个跳楼男子到底是
不是工地干活的。为了不出什么
状况，负责人拿出了1万元交给了
民警。民警踮着脚抬着手将现金
往脚手架上递去。

男子终于打算下来了，但他又
提出要求：“你们下一层楼，我爬一
层。”男子爬了没几下又要求所有
人都到一楼等他。

为了确保男子安全，大家又依
了，并在地面做好警戒。

男子爬到5楼的位置时，突然
蹭蹭地往上蹿，在8楼脚手架上他
钻进了大楼，瞬间不见了人影。

目前此事警方已在调查当
中。 (据现代金报)

10日上午九点多，江苏海安县
滨海新区富港村74岁的吴开元像
往常一样到家附近的福兴西桥下捕
鱼，同村的陈群见他年纪大了，便
主动提出一同前去。

福兴西桥下的河水向来湍急，
正当陈群在岸边用绳拉船过闸时，
船上的老吴不慎翻船溺水，陈群为
救他，毫不犹豫脱下衣服纵身一
跃。由于水流湍急，陈群在水中时
隐时现，数次潜入水下救人。

“陈群一只手把老吴的头往上
托着，另一只手还在拼命地拍水向
岸边游。”目击者周亚兰事后描述

当时的经过：“我那时正好在后院
施肥，所以看到了全过程。”

在坚持了15分钟后，前来救
援的村民渐渐靠近了他们，陈群用
尽最后一丝力气将老吴托出水面，
自己却因体力不支沉入水底。

警方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协调
搜救行动，富港村的村民也自发组
织民间打捞队，希望赶紧找到陈
群。

据了解，福兴西桥下的这条河
属于北凌河的支流，平时主要用来
灌溉。河面宽六七米，但平均深度
达到十多米，加上河水浑浊不清，

水速较快，导致搜救十分困难。
经过约三个小时的寻找，10日

下午2点左右，陈群的遗体终于被
打捞上岸，许多村民当场流下了泪
水。

村民透露，陈群十多年前入赘
到富港村，平时为人随和、乐于助
人，只要大家有事相求，他总会尽
力帮助解决。

陈群的妻子张兰在听闻丈夫因
救人溺亡的消息后，经受不住打击
当场晕厥。而他80多岁的老母亲
也悲痛欲绝。

(据现代快报)

男子托举溺水老人
坚持15分钟后身亡

胡仁杰

老板发年终奖
给了3箱辣条

从 高 大 上 的“ 奔 驰 ”、
“iPhone6”、“阿玛尼”、“股票期权”
到“成捆的百元大钞”，从馒头、鸡
蛋、酱油、肥皂到袜子、内裤，最近，
网上晒年终奖的帖子乱飞。

在浙江宁海上班的网友“果”
说，今年的年终奖是三箱辣条和两
瓶酱油。酱油是老板岳母家超市囤
积的、已接近保质期了。而辣条，用
她老板的话来说，是食物中的“劳斯
莱斯”。 （据宁波日报）

一渔民当海盗
残杀26名船员

福建连江渔民林某伙同他人
出海抢劫，残忍杀害26名船员。虽
然时隔多年，但他仍然受到法律的
严惩。本月8日，宁德市中院公开
宣判此案，宣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对
林某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核准死
刑裁定和执行死刑命令。宣判结
束后，他被执行死刑。

经审理查明，1990年，林某参
与王某等人的抢劫团伙，共同商定
出海抢劫，各自纠集他人后分别出
资，由林某等人租用渔船并准备了
刀、镀锌管、炸药、雷管、导火索、石
块等作案工具出海抢劫。林某等
人在福建、浙江一带沿海搜索作案
目标，在发现单独行驶的渔船后，
驾船靠近并持凶器强行登船，威
胁、捆绑、殴打船员。有的船员当
场就被活活打死。在劫得财物以
后，林某和同伙采用把船员捆绑后
系上铁锚、石块等重物扔入海中和
把船员关进船舱用炸药把船只炸
沉的方式，将船员残忍杀害。

据统计，1990年 3月至 10月
间，被告人林某伙同他人在浙江
省、福建省沿海抢劫其他船舶上的
财物4起，杀害船员26名，劫得财
物价值35万多元。

案发后，林某隐姓埋名，在外
潜逃多年，直到前两年才被抓获归
案。 (据新华网)

带流浪狗上班环卫工走红
环卫队称违规但不处罚

暖心照中小狗“陪”梁师傅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