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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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发展相对落后的
岛屿省份" 却被国内一家高级别低碳经济研究
机构推上了内地 !"个省区低碳竞争力第一的
宝座"而且这一#坐$就是从 #$$% 年&'$$( 年
#ºHI´»¼½l

$%%)

D$ 的整整 %年% 近
日" 由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
所编著的 &中国低碳经济年度发展报告
''$)"()"给海南带来的这份#惊喜$"吸引了媒
体的关注%

那么"这份#惊喜$究竟因何而来呢* 根据
该报告两位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
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杨志教授和中国人民大
学统计学院院长赵彦云教授的解读"海南日报
记者发现"为海南+夺魁$提供强大支撑力的"

是森林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空气
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比重等多项在
全国领先的指标"以及诸多形成海南低碳竞争
力的源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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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尖峰岭"古木参天"藤牵蔓绕"溪水
潺潺"鸟语花香"云雾蒸腾"凉风习习,这里保存
了中国整片面积最大的热带原始森林" 其植被
的完整性和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均居全国前列,

在采访尖峰岭林业局局长陈升华时" 他给海南
日报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多年前"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所决定进
行热带森林碳汇能力测量的研究, 经过一段时
间查找"他们发现"海南尖峰岭的热带雨林具有
很好的典型性"成片面积大"而且受到的人为干
扰很少, 于是"该所在海南持续进行了 '$多年
的观测研究" 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效益监测与
评价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李意德研究员在这里也
坚持了 '$多年的研究,

今年 !月" 由该所主持召开的基于涡度协
方差技术森林碳通量测定学术研讨会在尖峰岭
举行"会上发布"尖峰岭的热带雨林中每公顷林
地 "年吸收固碳达 '*!+吨" 约相当于 +*+吨二
氧化碳气体" 远高于马来半岛热带雨林每公顷
每年 "*',吨!非洲热带雨林每公顷每年 $*-!吨
和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每公顷每年 $*-'吨的
吸收固碳能力"碳汇能力为全球热带雨林最高,

+尖峰岭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碳汇量" 离不
开当地林业部门数十年如一日对森林的精心呵
护,$李意德说"碳汇能力"就是森林系统吸收和
存储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能力" 它与森林覆盖率
基本呈正相关, 自 )(+$年代开始"海南森林碳
汇能力开始持续增长, 根据海南大学傅国华教
授的测算 "'$$+ 年海南省森林碳汇量已达
,)(,*), 万吨" 而当时海南的森林覆盖率为
%+*,+., 而到 '$)$年底"海南森林覆盖率已达
-$*'."+碳汇量只会更高,$李意德说"这充分体
现了海南森林覆盖率在数十年里的大幅提升,

国家林业局总工程师姚昌恬对海南的林
业建设与发展十分熟悉" 他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年以来" 海南省先后 !次作出造林绿
化的重大部署-从 )((' 年提出+提前灭荒$目
标 " 到 '$$, 年提出 '$)$ 年森林覆盖率达
-$." 海南将林业作为生态省建设的主体和核
心"造林绿化事业屡创佳绩, 全省森林覆盖率
''年内增加了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
)个百分点强,

杨志说" 森林覆盖率是低碳竞争力指标体
系中的一个重要三级指标体系" 也是一级指标
+低碳社会$的 %个三级指标之一, 其余四个指
标分别是"单位面积生活消费能耗!人均城市园
林绿地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人均生活碳
排放量, 海南省住建厅的数据显示"截至 '$)$

年年底"全省城市'县城(公园绿地面积 !$)!公
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又比前年提高 $*%

个百分点, 而 '$$(年" 人均生活碳排放量为
)!/*'(千克,

+'$$/0'$$( 年"海南在.低碳社会/中的
排名一直保持全国首位"主要原因在于海南省
的森林覆盖率0人均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一直处于全国前列"人均生活消
费 12#排放量也处于全国较低水平等" 是海
南省得以维持低碳社会中较高名次的原因, $

杨志说,

与此同时"在另外两个一级指标中"海南的
+低碳效率$排名也很高"+低碳引导$也有部分
指标排在前列"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就是其
中之一,

%月 #+日上午"采用国外最先进的炉排炉
垃圾焚烧技术和生产工艺的海口市垃圾焚烧发
电厂正式竣工投产" 这是海南省首个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而截至 #$)$年底"海南全省城镇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 +-."远超全国 -$.

的平均水平" 成为全国实现垃圾处理设施县城
以上全覆盖的 )$个省份之一,

PQRSTJU

在临高县博厚镇" 几乎一人高的上千亩小
桐子" 正在和煦的风中茁壮成长, 一望无际的
绿"漫过原本贫瘠的大片山坡"在晚风的吹拂下
发出悉悉簌簌的声响,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放研究小桐
子已有十多年"他介绍说"小桐子是世界上公认
的生物能源树"具有很高的经济利用价值"每公
斤果实可榨取约 $*!公斤柴油")$亩小桐子约
产 !吨种子"!吨种子方能提炼出 ) 吨生物柴
油,小桐子生物柴油燃料排放的尾气中"二氧化
碳含量比 $号柴油低 %倍到 +倍" 二氧化硫和
硫化物排放量低 )$倍"接近零排放"生物柴油
在减少碳排放上的效果令人瞩目,

+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非常有利于发
展小桐子种植业, $陈放说"海南的小桐子种子
含油量一般高达 ,$.3%$."而其他地区的小桐
子则最高在 !$.左右,

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中海油新能源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在东方市建设投产了年产量为 -万
吨的国家级生物柴油项目"这是 '$$+年国家发
改委同时批复的三个国家级生物柴油示范项目
之一" 是国内第一个建成并投产的工业化规模
生物柴油项目" 它率先采用了全世界领先的高
压酯交换456178生物柴油生产工艺的装置"中
海油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完整生物柴油
产业链的大型国有能源企业,

据该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我省首批生物
柴油已于 '$)$年 ))月 +日出厂"并在澄迈!临
高的 )'家中石化加油站投入封闭试使用"随后
又有 ))家中石油旗下的加油站加盟投入封闭
试使用"截至今年一季度"全省已有 '!家加油
站试销售 9%生物柴油调和燃料"海南由此成为
国内首个封闭销售生物柴油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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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效率

能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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