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舟一号完成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等 15 个部门近日

联合印发 《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

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

的实施方案》，明确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 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全覆盖。

国家能源局科技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 生物燃料乙醇以其具有

的可再生、环境友好、技术成熟、

使用方便、易于推广等综合优势，

成为替代化石燃料的理想汽油组

分。 据不完全统计， 已有超过 40

个国家和地区推广生物燃料乙醇

和车用乙醇汽油， 年消费乙醇汽

油约 6 亿吨， 占世界汽油总消费

的 60%�左右。

截至目前， 我国生物燃料乙

醇年消费量近 260 万吨， 产业规

模居世界第三位。 全国已有 11个

省区试点推广乙醇汽油， 乙醇汽

油消费量已占同期全国汽油消费

总量的 1/5。

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先进

生物液体燃料创新体系初步构建，

纤维素燃料乙醇 5 万吨级装置实

现示范运行，生物燃料乙醇产业发

展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介绍， 扩大生物燃料乙醇

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有

利于优化能源结构， 提高能源自

给能力和安全水平； 有利于改善

生态环境， 可以减少二氧化碳以

及机动车尾气中的颗粒物、 一氧

化碳、 碳氢化合物等有害物质排

放；有利于调控粮食市场，促进粮

食供求平衡等。

方案要求，按照“严控总量、

多元发展”“规范市场、 有序流

通”“依法推动、政策激励” 的基

本原则，适度发展粮食燃料乙醇，

科学合理把握粮食燃料乙醇总

量， 大力发展纤维素燃料乙醇等

先进生物液体燃料， 满足持续增

长的市场需求。 加强对生物燃料

乙醇全产业链的监督管理， 研究

建立生物燃料乙醇产品生产、流

通全过程可追溯制度。

本报讯 经过 2年多的筹备，以“共舞蓝天，融

合发展”为主题的四川航展，将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10月 3日将在四川德阳举行。此次航展以“大

规模、高水平、国际性、专业性” 为展示方向。 包括

中国商飞、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国航发、空客、A-

TR飞机公司、赛斯纳飞机、贝尔直升机、普惠发动

机、霍尼韦尔、川航集团、成都航空、中国民航飞行

学院等 200余家知名企业和专业院校参与展示。

本次航展最激动人心的部分莫过于飞行动态

展，包括飞行表演和展示飞行两部分，共有 5 支国

际知名的飞行表演队进行表演， 且每个队伍水平

一流，特色鲜明。 （王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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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因“建安路及规划路项目” 建设需要，

地块范围内的坟墓急需迁移，该地块位于贵

阳市白云区艳山红镇大山洞村豹子山组地

名（洞青树）请迁坟范围内坟主的亲属在本

公告公布 15 日内与所属村民委员会负责人

联系，办理迁坟手续，迁坟补助标准按所在地

主管部门相关文件执行，逾期不迁移的坟墓

视为无主坟，将统一作深埋处理。

联系人：大山洞村 王智

电话：13511919698

白云区艳山红镇人民政府

2017年 9月 11日

因贵阳市海事搜救指挥中心边坡水毁坍

塌治理工程项目建设需要，位于观山湖区朱昌

镇高寨村（高一组）范围内的坟墓需要迁移。

请上述范围内坟墓的坟主于 2017年 9月 28日

前尽快到我单位办理有关迁坟手续，并将坟墓

迁移，逾期施工单位将按无主坟处理，我中心

不再另行补偿。

联系人：王林

联系电话：13809480944

�������联系地址：观山湖区朱昌镇高寨村村委会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二Ｏ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迁坟公告

四川航展 29日隆重登场

5支国际知名飞行表演队将进行表演

� 拉脱维亚波罗的海蜜蜂飞行表演队将

进行表演

十五部门联合发文：

年全国汽车使用乙醇汽油

加了酒精的汽油，油品是

不是会变差？车跑起来会不会

没劲？ 油耗会不会增高？ 燃料

乙醇都是用粮食做的，会不会

跟人争粮食，影响粮食安全？

从开始有乙醇汽油起，以

上问题就是很多人的疑惑，

到底有没有这些影响，一起来

求证一下。

吉林省早在 2003 年就在

全省范围内全部使用车用乙醇

汽油，至今已经有 14年了，在对

车主的随机采访中记者发现，对

乙醇汽油还是很认可的。

对于很多网上反映的乙

醇汽油油耗高、 没有劲的问

题，吉林的车主大都表示感觉

不明显。对此清华大学联合了

中石化、中国环科院、中国

汽车研究中心等部门做

了一个长达两年的对比

试验。

清华大学环境学

院教授吴烨表示：在

过去两年的时间里

边做了将近10辆车

100多次的实验，它

的能耗和传统的汽

油配方相比，在能耗

上面没有任

何的增加。

而对于粮食安全问题，记

者来到供应吉林和辽宁两省

的燃料乙醇生产企业，他们从

2003年建成投产到现在，已经

生产了 700 多万吨燃料乙醇，

原料都是玉米。

吉林燃料乙醇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处处长刘霄称：“我

们公司这么多年使用的原料

玉米都是高水分不易储存的

等外玉米，未使用到粮库内的

玉米。 ” 不仅如此，玉米还能

被完全利用，三吨玉米能生产

一吨乙醇和一吨高蛋白饲料。

方案提出，将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作为基础，避免出现“与人

争粮” 、“与粮争地” 问题，着

力处理超期超标粮食，增强粮

食市场调控能力和提升质量

安全水平。

同时，根据目前试点的情

况来看， 推广乙醇汽油后，油

价与现行汽油价格一致。

□据央视报道

乙醇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酒精，属于可再生能源，是由高

粱、 玉米薯类等经过发酵而

制得。车用乙醇汽油，简单的

理解就是，在汽

油中添加 10%

的生物燃料

乙醇。

什么是乙醇汽油?

汽油加酒精，影响有多大

◎延伸阅读◎名词解释

据新华社电 9 月 12 日 23 时 58

分,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顺利完成了与天

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自主快速交会对

接试验。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

室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后组织实施的系

列拓展试验项目之一,旨在验证货运飞

船的快速交会对接能力,进一步发挥任

务的综合效益,为我国空间站工程后续

研制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技术基础。

天舟一号是我国首艘货运飞船,4

月 20 日从海南文昌发射。 天宫二号是

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

去年中秋夜升空。 后续,天舟一号还将

视情开展第三次、也是离轨前的最后一

次推进剂在轨补加试验。

双台风来袭

沿海地区严阵以待

据新华社电 今年第 18 号台风“泰

利”和第 19号台风” 杜苏芮” 正在分别

向我国闽浙沿海以及海南等地区逼近,

浙江、 福建以及海南等地正严阵以待,

全力做好防御工作。

据介绍,“泰利” 台风强度可达强

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可能是今年对浙

江产生影响最大的台风。 “泰利” 也会

给福建省带来较大的风雨影响,目前该

省已撤离转移 12万余人。

随着今年第 19 号台风“杜苏芮”

逐渐逼近, 海南省气象局于 13 日 5 时

发布台风四级预警,海南省“三防” 总

指挥部 13 日 8 时启动防汛防风Ⅳ级应

急响应,全面部署“杜苏芮”防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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