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成交“绿电”100万千瓦时

相当于减少标煤燃烧约300吨，减排二氧化碳约750吨

即绿色电力，指通过零二氧化碳排放（或趋近零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过程得到的电力

主要来源：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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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博鳌4月20日电（记者邱
江华 陈雪怡 通讯员朱玉 郭卫华）

“我们今年通过南方区域绿色电力交
易系统采购了100万千瓦时‘绿电’，
确保年会期间各场馆使用的电全部
是绿色电力。”4月19日晚，中远海运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服务保障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周德高向海南日报记者
介绍。

据了解，“绿电”供应是博鳌亚洲
论坛2022年年会推进“绿色办会”的
一项重要举措。“绿电”即绿色电力，是
指通过零二氧化碳排放（或趋近零二

氧化碳排放）的生产过程得到的电
力。“绿电”主要来源于清洁能源，包括
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目前，我
国的“绿电”主要以太阳能光伏发电和
风力发电为主。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按照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
会“绿色办会”理念，南方电网公司探
索建立电网代理购电企业绿色电力交
易机制，积极搭建平台，在全国首次面
向中小企业用户开展“绿电”交易，促
使海南博鳌亚洲论坛酒店与光伏企业
达成“绿电”交易。

“博鳌亚洲论坛酒店整体用电量
较小，尚未直接参与中长期市场电力
交易，这次绿色电力认购交易，为消
费绿色电力提供了一个平台。”博鳌
亚洲论坛酒店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绿色电力认购交易，全部场馆100%
使用“绿电”，获得全国统一的绿色电
力购买证明，这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尚
属首次。

“这也是海南首次开展绿色电力
认购交易。”海南电力交易中心市场策
划部陈孝文说，成交电量100万千瓦
时，相当于减少标煤燃烧约300吨，减

排二氧化碳约750吨。此次“绿电”认
购交易，探索建立了电网代理购电企
业绿色电力交易机制，助力海南自贸
港绿色发展。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了保证博鳌亚洲论坛绿色
电力安全可靠，海南电网公司做好
500千伏联网线路的综合运检，保障
省间送受电通道畅通。同时，还对博
鳌亚洲论坛酒店及其他重要保供电场
所开展智能感知终端及配网自动化升
级改造，实现保供电业务全过程自动
感知和多维监控，推动博鳌保电向数

字化、智慧化转型。
此外，为积极服务“绿色办会”，海

南电网还配合推进论坛年会充电设施
建设及并网服务工作，共投资903万
元做好博鳌动车站等5处充电桩、换
电站等新能源汽车配套项目建设。

同时，该公司主动做好年会充电
桩项目客户服务，开通“报装绿色通
道”实行快报快装，总报装容量达
8513千瓦，换电站可满足单日480车
次的换电需求，切实支撑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服务保障工作，助力展示海南
自贸港绿色、零碳发展理念。

海南首次开展绿色电力认购交易，成交电量100万千瓦时

论坛年会实现100%“绿电”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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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邱江华

酒店客房里换上纸盒“新衣”的
“六小件”、清一色的可降解环保袋
和打包盒“兄弟”、整齐排列摆放的

“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垃圾箱“小队”，还有安静平稳行进
的新能源汽车“大队”……

不同于东屿岛上由无垠草地、
平整灌木、摇曳绿林构成的满眼绿
意，这是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

“绿色办会”的“绿”，它不仅看得见、
摸得着，又能用得上、用得好，让嘉
宾代表备感舒适、连连称赞。

在东屿岛、会议中心、酒店住
处，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涵盖
的绿色元素，可以用一组数字具象
呈现。

“6”，牙具、梳子、香皂等酒店
“六小件”的外包装，全部由塑料袋
更换为纸盒子；

“541+3340”，中远海运博鳌公

司积极推进“绿色办会”相关工作落
地，累计更换外围垃圾箱541个，对
3340个客房垃圾箱进行分类标注；

今年我省论坛年会服务保障工
作突出“绿色办会”特点，在绿色交
通、绿色会务、绿色住宿、绿色循环、
绿色搭建、绿色倡议等方面推行系
列举措，为论坛年会增添绿色元素。

“绿色交通方面，在征集接待用
车中，有300辆左右是新能源汽车，
以后还将逐年提升这一比例。”省委
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核心区酒
店以及周边建成145个充电桩，首
次搭建绿色电力交易系统，完成
100万千瓦时的“绿电”交易，确保
核心酒店场馆用电100%“绿电”保
障。此外，我省还推进电子化和无
纸化办公，编印《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个人减碳行为手册》等。

俯瞰东屿，葱葱茏茏；细观年
会，绿意浓浓。

（本报博鳌4月20日电）

一组数字背后的
浓浓“绿”意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周晓梦 孙慧 邱江华

4 月 20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年年会“能源融合发展，共建
绿色世界”分论坛上，当主持人提问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建华
对交通运输领域和绿色低碳发展的
看法和建议时，他的“开场白”却与
问题无关。

“我特别说一下，到海南来，海
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到处都是绿
色，常年绿色，到这里来让人心情很
舒畅。”忍不住点赞海南后，胡建华
这才回归主题。

胡建华沉醉于海南的绿色生态，
中关村创蓝清洁空气产业联盟主任
解洪兴则享受着海南的“绿色办会”。

从海口乘坐新能源汽车来到博
鳌的解洪兴发现，海南不仅新能源
汽车变多了，“会场的停车场也安装
了很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在办理
参会手续时全部实现无纸化，方方
面面都体现出此次年会的‘绿色办
会’理念。”

注意到“绿色办会”亮点的，还
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执行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
长屠光绍。

“接待车辆大多都是新能源汽
车，参会、入住酒店的手续也都是线
上办理……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无论是接待设施服务，还是论坛
议题设置，都体现出了绿色理念。”
屠光绍注意到，博鳌亚洲论坛2022
年年会分论坛议题设置上，有不少
关于新能源、碳中和等低碳领域的
话题。

20日上午，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院长刘俏刚参加完“实现碳
中和：企业在行动”分论坛的讨论，
便分享了自己对“绿色办会”的观
察与体会。

“绿色发展是一道‘必答题’，博
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不仅从办
会形式上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还注
重在议题设置、话题选择等方面聚
焦绿色发展。”刘俏谈道。

刘俏简单梳理了一下年会议程
表发现，“今年有一系列议题都带有
绿色元素和烙印，这向亚洲和世界
传递出博鳌亚洲论坛推动‘绿色办
会’、践行绿色发展的声音和信心。”

（本报博鳌4月20日电）

办会形式、议题设计、话题选择……

与会嘉宾代表
点赞海南“绿色办会”

博鳌热议热议

动博鳌

④ 4月20日，一辆无人驾驶清扫车
在琼海市博鳌镇东屿岛开展清洁作业。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① 4月20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
年会“能源融合发展，共建绿色世界”分论
坛举行。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② 4月20日，工作人员在博鳌亚洲
论坛新闻中心制作一款“零碳咖啡”。

新华社发

③ 4月20日，一辆新能源车穿行在
会场周边道路上。今年服务论坛的新能源
车约300辆，占比超50%。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稳中有进启新局
◀上接A01版

2022年延续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将
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纳入“六税两费”适用
范围……海南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出台涵盖服务
业普惠性纾困扶持措施，尤其对餐饮业、零售业、旅
游业、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业、民航业加大纾困力度。

提振内需，也要做好三篇大文章——
从离岛免税购物到博鳌乐城先行区，再到陵

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人们奋笔疾书“三个
消费回流”大文章，成效初显。

内需拉动经济的后劲，取决于扩大有效投资
的力度。

投资加速发力——
“按季抓、月跟踪”，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16.3%，快于上年同期两年平均增速7.5个百
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全省产业投资同比增
长35.3%，产业投资占比提升至33.0%，基础设施
投资同比增长22.8%，拉动投资增长5.2个百分
点。”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瑜说。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制造业投资延续去年的高速增长趋势，成为

拉动全省投资增长的重要动力。2022年一季度，
制造业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110.4%；对全省投资
增长的贡献率达37.5%。

背靠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地处“双循环”重要
交汇点；自贸港政策加持，有效投资加快发力。下
好扩内需这盘大棋，海南“双引擎”动力必将更加
澎湃强劲。

如何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越是在经济发展承压的时候，越是看清问题背

后的本质，就越能凸显高质量发展的定力和决心。
推进高质量发展，海南主要从两个维度着手。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这些年，海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明确了

四大主导产业发展方向，解决了多年来“海南应该
做什么，海南发展靠什么”的疑惑和彷徨。建设以
四大主导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取得广泛共
识，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高效
农业等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四大主导产业去年
增加值占比达7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

一季度，全省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7.1%。农业生产保持平稳，主要农产品产出
增势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成为新增长点，全省
完成高技术产业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30.9%。

自贸港建设蓬勃展开，一季度大宗商品交易、
离岸贸易和水上货物运输等业务持续保持高速增
长态势，政策拉动效应不断释放。

区域协调发展迈出新步伐——
一季度，海南中、西部地区投资并驾齐驱、增

长快速。中部地区完成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
50.4%；西部地区完成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
39.4%。儋洋一体化融合发展，一季度完成投资较
去年同期增长45.7%，成为投资新的增长极。

总体看，一季度海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点
更加鲜明，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发展质量效益不断
提升，动能持续增强。

在压力挑战中挖掘深层动力，在亮点韧性中
提振信心。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海南久久为功。

（本报海口4月20日讯）

◀上接A01版
在此基础上，省委外办牵头草拟了《海南省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绿色办会框架方案》，为海南
省推进论坛年会“绿色办会”提供了参照。省政
府也将推进论坛年会“绿色办会”工作纳入海南
省服务保障论坛常态化机制中。

“本次‘绿色办会’覆盖面广，亮点突出。”省委
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在绿色交通、绿色会
务、绿色住宿、绿色循环、绿色搭建、绿色倡议等方
面推进“绿色办会”，通过投放更多新能源接待用
车、合理分布充电桩、会场“禁塑”、垃圾分类和无
害化处理、开展电子化和无纸化办公、使用海南本
地食材、编印《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个人减碳行为手
册》等一系列措施，为论坛年会增添绿色元素。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除了在会务相关服
务保障工作中体现“绿色办会”理念外，我省还着
重在海南主题分论坛中设计与绿色发展相关的议
题，利用论坛平台促进海南在“双碳”领域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

“在‘绿色办会’的有益实践经验基础上，我省
将持之以恒推进服务保障论坛年会工作绿色转
型，争当会议会展行业的‘双碳’优等生。”省委外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我省致力于把论坛年会打造成海
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
平台。未来可通过举办海南主题分论坛，积极参
与“双碳”、绿色发展相关主题分论坛，借鉴全球
生态文明发达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
护和利用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打造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样板间”，向世界提供生态文明建设的海
南方案。 （本报博鳌4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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