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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海南低碳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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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 海南目前每年消耗柴油不低于 !"万吨!而
中海油生物柴油项目每年仅能向海南供应 #万吨! 比例很
小" 但是!这一带有实验性质的尝试和努力!将不仅能为中
国探寻到一个新的柴油替代品!也将使海南通过生物能源!

在低碳与经济发展# 改善民生方面寻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
和切入点"

发展生物柴油等生物能源!正是海南以低碳经济为切入
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朝着最终建成国际旅游岛迈出的重
要一步"

去年底出台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低碳发展的若干意
见%中提出!海南将在 $%&'年形成 &%万吨燃料乙醇的生产能
力" 据海南省工信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一项目将以海南当
地传统作物&&&木薯为原料!生产乙醇'酒精(" 他说!在目前
的粗放式种植方式下!海南每年有 '%多万吨木薯产量!若采
用新品种#与老百姓签约种植!产量将会有大幅提高!原料应
当不成问题"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所
长#木薯培育专家彭明说!与小桐子一样!木薯属于抗旱作
物!且适合在坡地#荒地等贫瘠土地上生长!但木薯的产量更
高!技术也更成熟!所以!更适合发展生物能源"

目前!海南已经将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作为低碳发展的
一大举措" 上述$意见%提出!海南省未来 '年将积极发展非
粮生物质能源产业!推进生物能源研究开发和应用!加大沼
气规模化生产的扶持和建设力度" $%&'年全省形成 (个 '万
立方米)日产特大型沼气项目! 到 $%$%年建成完整的生物燃
料生产#供应#消费体系"

目前!围绕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战略目标!海南正以前所
未有的力度开发清洁能源!打造)低碳海南*" 如今在海南!已
呈现出太阳能经济#风能经济#生物质能经济等齐头并进的
良好发展势头! 清洁能源在全省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已超过
*'+" 随着海南核电#,万吨生物质柴油#风力发电等清洁能
源项目相继建成!预计到 $%$%年海南的清洁能源使用将占所
有能源的 ,%+左右"

如今!在海南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由太阳能电池板和风
叶共同构成的新能源路灯!成为各地城市的新风景" 湛蓝的
天空下!随风旋转的风叶!正在指示着海南&&&一个洁净海
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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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海南生态软件园在澄迈县正式开园"根
据设想!)十二五* 末这里将崛起一个产值百亿元级的高新技
术园区!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信息化建设的有力支撑"

)&年多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今天我们已经有超过 &%

万平方米的建设规模!旁边另一 &%万平方米的地块也已经开
建!我们的研发楼在 (月底将封顶!到今年年底我们综合建设
面积将超过 *%万平方米" *海南生态软件园公司总经理杨淳
至的一番讲话显得信心十足"

据他介绍!$%%-年 ,月 ,日! 海南省政府与国内电子信
息产业领域的特大型中央企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签署了$信息产业与信息化战略合作协议%!决定建设海南生
态软件园!集聚发展信息产业+$%%!年 &&月 ,日!海南生态
软件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年 '月 /%日!海南
生态软件园正式开工建设&&&海南生态软件园项目以超出
常规的速度疾行" 截至今年一季度!园区综合开工建设面积
超过 $%万平方米!0-%家企业落户园区! 其中服务外包企业
达 (-家" 去年园区已实现产值 0*1!亿元"

海南生态软件园是我省将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战略性
新兴支柱产业的主要平台!也是海南)一岛一区两园*发展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海南以优良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向
发展以软件产业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迈出的重要一步"

)$%%,年以来!海南就定了一个铁规矩!任何项目引进海
南必须先过节能评估这道关!否则一切免谈" *海南省工信厅
的一位海南)老工业人*介绍说!海南在工业新项目的选择
上!根据$海南省促进产业发展指导目录%!着力引导工业项
目往绿色#低碳#可持续等产业方向发展" 在七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中!除了生态软件园!英利的光伏产业和中航特玻新材
料产业等都是典型"

英利集团最初的投资只有 &亿元!到后来又追加到 !亿
元! 建设年产 &%%兆瓦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完整产业链项目"

项目落地海口后! 省市两级为其作了一系列的 )保姆式*服
务!有力推动了项目的进展" 英利集团因此决定!继续追加投
资到 &&%亿元!与海南省携手建设光伏产业基地!并将根据未
来发展!有可能最终在海南建设新总部"

从投资 &亿元放大到 &&%亿元! 从实地考察到一期投
产!其实只有短短的 &年时间" 抛开英利集团自身发展和区
域性布局的需要!英利集团总经理王向东坦言!英利的投资
不断向海南倾斜! 实则缘于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绿色#

环保#可持续理念的逐步加深认知度" 如今!这个包括光伏#

大容量储能等重大产业项目的光伏产业基地! 正在海南崛
起!成为海南发展新型工业的一个)标杆*项目"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说!海南经济发展到今天!低碳不仅
要成为一种生产方式!而且因为实际的生活需求!海南岛完
全有可能成为全国人民的大花园!成为一个绿色发展的示范

区!所以说海南岛有条件#也有可能适应国家发展方式转型的
需要!成为国内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先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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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回成本!此后每年净赚利润约 $(%%万元!这是华润
水泥'昌江(有限公司通过清洁发展机制所做的一桩得意买卖"

所谓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跨界进行温
室气体减排三种机制之一!是一种跨国的贸易2投资机制!即
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既
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又有助于温室气体减排的项目投资!换
取投资项目所产生的部分或全部减排额度! 即发达国家通过
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可核证的排放削减量*!以履行)京都议定
书*规定的减排义务"

$%%,年!当时的国投海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即现在的华
润水泥昌江公司(在进行一个项目可研的时候!在专家指点下!

他们发现可以利用国际碳交易市场!通过清洁能源机制!将自
己上马余热发电后减少的碳排放量卖给发达国家的企业"

于是!当年他们即投资 (!-,万元!决心利用水泥窑的低
温余热上马发电项目! 利用当时已有的 $%%%吨)日#$'%%吨)

日两条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窑头#窑尾废气余热!建设了
一台 !%%%千瓦纯低温余热电站" 据华润昌江公司负责人介
绍!这套余热发电项目建成后!不仅每年可为公司节约电费约
$%%%万元!还可实现每年碳减排指标约 (万吨" 由于该项目
已在联合国气候管理小组注册成功! 因此公司可将在生产中
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额度卖到国外"

)我们通过日本三菱证券作为碳交易的中介商!找到了法
国的一家公司"至今一直是这家公司!每年支付约 (%%万元给
我们" *该负责人说!一个简单的算术就能发现!当年上马的
余热发电项目!两年不到就收回了成本!此后都是净赚"

如今!在海南像华润一样!通过低碳交易的模式赚钱的企
业不在少数"

)清洁能源机制是一个将循环经济#节能降耗#清洁生产
和产业调整四大领域有机串联的良好机制" * 海南省发改委
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海南自 $%%,年开展清洁发展机制工作"

$%%,年 &$月! 海南省发改委即在国家发改委气候办和清华
大学的大力支持下! 成功举办了海南首次清洁发展机制能力
建设培训班" 此后又对海南潜在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情况进

行了摸底调查!并召开了)$%%!年清洁发展机制'345(买卖
双方供需洽谈会暨 345专题研讨会*!为海南企业进行清洁
发展机制'345(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目前!除华润昌江
公司外! 海南省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还有华盛天涯水泥公司
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陵水吊罗河小水电项目#儋州峨蔓风力
发电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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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赵彦云指出!目前海南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数量与
项目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量都排名全国末尾"

)鉴于海南的碳汇#生物质能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可以
进一步开发这些领域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他认为!碳交易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实施低碳转型的核心工具!必须与当地的
具体情况相结合" 世界上大多数的碳交易市场都具有非常鲜
明的地方特色"海南工业相对不发达!开展总量控制的交易机
制暂时条件有限!但是可以利用海南的碳汇能方面的优势!先
构建海南的碳汇交易市场! 进而探索海南省域的碳交易市场
的建立"

不仅是清洁能源机制! 海南在低碳金融方面可以发展的
还有很多领域"赵彦云说!低碳金融是以低碳创新#低碳创业#

低碳发展为目的的金融资本及其活动的统称" 低碳金融的实
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这一方面改造了原有的金融交易活动!

另一方面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金融制度安排&&&碳市场"

他认为!海南开展低碳金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
银行可大力开展低碳银行业务!提供低碳金融服务!实践低碳
理念! 限制对高耗能# 高污染企业的金融支持的商业银行业
务"二是保险公司可发展低碳保险业务!提供碳交易对象的信
用担保#碳中和保险#清洁发展机制碳交付保证#排放交易保
险#碳变成可保资产及开发巨灾保险#天气保险产品等" 三是
还可以尝试发展低碳投资业务! 投资于气候变化领域资产或
开发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业
务!例如开发天气衍生品与巨灾债券#建立碳基金等"

事实上! 嗅觉灵敏的一些海南银行机构的信贷行为已在
开始发生变化! 一些有前瞻意识的银行正在不断加大绿色信
贷投放比例" 例如!总投资 '亿元的秸杆发电项目!国家开发
银行提供了 !%%%万元贷款+ 总投资 $亿元的 ,万吨)年小桐
子生物柴油产业化示范项目!海南建行提供了 060'亿元固定
资产贷款和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 海南中行则专门参
与了河北英利集团在海南投资的太阳能光伏项目#广州水电
在海南的建设项目以及诸多风电项目!等等"

当被问及为什么金融机构如此青睐低碳经济时!人行海
口中心支行有关负责人分析说!这是因为金融机构认为自己
的投资)很靠谱*"

一方面!目前从事低碳项目多是大企业!比如年产 ,万
吨小桐子生物柴油的项目是由中海油旗下全资子公司操作!

中海油集团为该项目贷款提供了全额担保" 另一方面!这些
项目的利润率也比较可观" ,万吨生物柴油项目的利润在
!7到 &%+之间!前景很好"而风电的电价国家一般都提供有
高达 %6$'元左右的补贴!且风电项目只是初始投资大!一旦
投资完了!以后除了维修!基本上不需要再投入"

又比如!已经投产的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以及即
将投产的文昌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国家为支持可再生能
源的发展!其上网电价被定为 %6,$-元)千瓦时!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价格高于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差额部分!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接网费等还由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
加统筹补贴"

)&%年左右就能收回成本!银行应当抓住这一块" *海南
省发改委交能处一位官员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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