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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昨日对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发来贺电

可替代石油、
天然气的清洁能源
燃烧能量超石油数十倍
冰状晶体加100升车能跑5万公里
新华社电 由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
局组织实施的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可燃
冰） 试采在南海神狐海域实现连续8天稳定
产气。
试采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可燃冰
开发的历史性突破。
5月18日上午，国土资源部在试采海上
平台举办天然气水合物试采现场会。国土资

源部部长姜大明宣布我 国 海域可燃冰试采 局面，取得了理论、技术、工程和装备的完全
成功。
自主创新，实现了在这一领域由“跟跑”到
姜大明表示，这次试采成功是我国首 “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对保障国家能源安
次、也是世界首次成功实现资源量占全球 全、推动绿色发展、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
90%以上、开发难度最大的泥质粉砂型可燃 而深远的影响。
冰安全可控开采，为实现可燃冰商业性开发
据介绍，
5
月10日起，中国地质调查局从我
利用提供了技术储备，积累了宝贵经验，打 国南海神狐海域水深1266
米海底以下203~277
破了我国在能源勘查开发领域长期跟跑的 米的可燃冰矿藏开采出天然气。经试气点火，
已

连续产气8天，
最高产量3
.
5万立方米/
天，
平均日
产超1.
6万立方米，累计产气超12万立方米，
天
然气产量稳定，
甲烷含量最高达99.
5%，
实现了
预定目标。
可燃冰分布于深海沉积物或陆域永久冻
土中，是由天然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形
成的类冰状结晶物质，燃烧后仅会生成少量
的二氧化碳和水，污染比煤、石油、天然气小

意义

可燃冰在我国储量

点亮新能源时代曙光
“可燃冰被各国视为未来石油、天然气的
战略性替代能源，是世界瞩目的战略资源，对
我国能源安全及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试采现场指挥部总指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
局局长叶建良说。
南海海域是我国可燃冰最主要的分布
区，全国可燃冰资源储存量约相当于1000亿
吨油当量，其中有近800亿吨在南海。
从“蓝鲸一号”起步的可燃冰试采，不仅
对我国未来的能源安全保障、优化能源结构
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能给世界能源接替研
发格局带来改变。

很多，
但能量高出十倍。
此外，可燃冰储量巨大，被国际公认为石
油、
天然气的接替能源。
中共中央国务院昨日对海域天然气水合
物试采成功发来贺电，祝贺国土资源部、中国
地质调查局并参加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任
务的各参研参试单位和全体同志实现了历史
性突破。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李金
发介绍，如果这个能开发利用，将会大大地提
高我国的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大大降低我国
对外依存度，同时也会大大地改善我国能源
资源结构。
可燃冰使用前景广阔，但同时也存在风
险。据估算，
全球海底可燃冰的甲烷总量大约
是地球大气中甲烷总量的3000倍，如果开采
不慎导致甲烷气体的大量泄漏，将可能引发
强烈的温室效应。如何安全、经济地开采可燃
冰，并且从中分离出甲烷气体，依然是目前各
国研究和利用可燃冰的核心难题。

相当于中国
陆上石油、天
然气资源量
总数!&'

能量

燃烧能量比石油、
天然气多数十倍
可燃冰
蕴含多大能量？

南海北部神狐海域的可燃冰采气点

按照央视的说法，
“可燃冰”就像《变形金刚》中的“能量块”那般
牛：体积虽然小，但蕴含能量却不可估量，!立方米“可燃冰”就可释
放出!"#立方米以上的天然气！
举个例子，
一辆使用天然气为燃料的汽车，
一次加!##升天然气能
跑$##公里的话，
那么加入相同体积的可燃冰，
这辆车就能跑%万公里。

同等条件下，可燃冰燃烧产生的能量比
煤、石油、天然气要多出数十倍，而且燃烧后
不产生任何残渣和废气，避免了最让人们头
疼的污染问题。
科学家们如获至宝，把可燃冰称作“属于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开采

可燃冰长啥样？

外形似冰
遇火可被轻松点燃

未来的能源”。
—1立方米的可燃冰分解后
它燃烧值高——
可释放出约0.
8立方米的水和164立方米的天
然气，
燃烧产生的能量明显高于煤炭、
石油，燃
烧污染却又比煤、
石油小，
更加清洁环保。

前景

短期内可以接替常规油气资源
也成为各国竞相研
李金发说，中国海域的可燃冰，预测资 前景的绿色清洁战略能源，
源量达到八百亿吨油当量，非常具有潜力， 究开发的热点。
根据国土资源科技创新规划，
“十三五”期
是短期内可以接替常规油气资源的一种清
间，通过研制深远海油气及可燃冰勘探开发技
洁能源。
术装备，我国将推进大洋海底矿产勘探及海洋
据估算，在世界各大洋中，可燃冰总资源
可燃冰试采工程，力争2020年实现商业化试
量大约相当于全球已知煤、石油和天然气总资
研制成功全海深潜水器和深远海核动力浮
源量的两倍。储量巨大、
高效清洁、燃烧值高等 采，
动平台技术。
特点使得可燃冰被誉为21世纪最具商业开发

可燃冰这么至关重要的战略能源，到
底长啥样？
可燃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然气水
合物，就是由天然气和水在高压低温的条
件下形成的类冰状结晶化合物。从外形上
看，可燃冰就像是白色或浅灰色的冰雪晶
体。这时候如果有火源，
它就可以像固体酒
精一样被点燃，
所以被称为“可燃冰”
。
如果将同等体积的固体酒精和可燃冰
同时点燃，可燃冰的燃烧时间远远长于同
体积的固体酒精。

好比
“在豆腐上打铁、用金刚钻绣花”
和国际上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
勘探、研究可燃冰相比，我国的可燃冰研究
起步要晚到1998年，但中国科技工作者只
用了不到20年就完成了从空白到赶超的全
过程。
和海洋石油、天然气相比，海域可燃冰的
开采就一个字：
难。难点也是一个字：软。
“可燃冰虽然储量大、分布广，但形成年
代要比石油、天然气晚得多，覆盖它的海底地
层普遍是砂质，现有的海底钻井设备开采它
就好比在‘豆腐上打铁’、用‘金刚钻绣花’，稍
有不慎就会导致大量砂石涌进管道，造成开
采失败。”试采现场指挥部首席科学家、中国
地质调查局“李四光学者”卢海龙说。
全球天然气水合物研发活跃的国家主要
有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和印度等，
其中，美国、加拿大在陆地上进行过试采，但
效果不理想。日本于2013年在其南海海槽进
行了海上试采，但因出砂等技术问题失败。
2017年4月日本在同一海域进行第二次试
采，第一口试采井累计产气3.
5万立方米，5月

沈部分社区年内试点网上服务
户籍办理、个体工商登记、社保、
计划生育管理等将在基层便民服务中心直接办理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今
年底前，沈阳部分社区将试点进行市网上政
务服务平台向社区延伸。
户籍办理、个体工商登记、社保、计划生
育管理、社会救助等将在基层便民服务中心
直接办理。
昨日，沈阳市政府发布《沈阳市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互联网+
政务服务”将分四年推进。

2020年全部服务事项网上办理
今年，整合、提升市网上政务服务平台。
完成12345、96123、12315热线整合。将市电
子政务外网延伸到社区，完成市网上政务服
务平台向社区试点延伸。完成电子证照共享
服务平台建设。完成我市“互联网+政务服
务”技术体系建设，以及电子证照、统一身份
认证、大数据应用等标准规范的制定工作。
2018年，市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向下延
伸，整合各级部门的政务服务延伸到街道（
乡
镇）
、社区（
村）
。开放一批政府机构、社会发
展、医疗健康、交通出行、民生服务、城市建
设等领域数据。按照国家信息惠民试点城市

要求，实现部分政务服务事项的“一号申请、
一窗受理、一网通办”。
2019年，实现75%的服务事项网上办
理。完成市级及以下部门发放的自然人、企
业法人类电子证照库建设工作。完成政务服
务热线与市网上政务服务平台的集成。
2020年，实现全部服务事项网上办理
并与省政务服务平台对接。完成各地区、各
部门政务服务系统与市网上政务服务平台
的整合，实现统一身份认证，提供一站式服
务，做到“单点登录、全网通办”。全面开放政
府各领域数据，支撑各类大数据创新应用。

确保线上线下信息内容准确一致
今年底前，各级政府门户网站和实体政
务服务大厅要依托市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公
开本地区政务服务事项目录、与政务服务事
项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通知公告、办
事指南、审查细则、常见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和业务办理中的受理、
过程和结果等信息，
以
及行政审批涉及的中介服务事项清单、机构
名录等信息，
实行动态调整，
确保线上线下信
息内容准确一致。

对需要补正的材料一次性告知
优化简化服务事项网上申请、受理、审
查、决定、送达等流程，实现网上受理、网上
办理、网上反馈，做到政务服务事项“应上尽
上、全程在线”
，缩短办理时限，降低企业和
群众办事成本。
凡能通过网络共享重复使用的材料，不
得要求企业和群众重复提交；凡能通过网络
核验的信息，不得要求其他单位重复提供；
凡能实现网上办理的事项，不得要求到现场
办理。推进办事材料目录化、标准化、电子
化，
开展在线填报、
在线提交和在线审查。
建立网上预审机制，及时推送预审结
果，对需要补正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积极推
动电子证照、电子公文、电子签章等在政务
服务中的应用，开展网上验证核对，避免重
复提交材料和循环证明。涉及多个部门的事
项实行一口受理、网上运转、并行办理、限时
办结。
凡与企业注册登记、年度报告、变更注
销、项目投资、生产经营、商标专利、资质认
定、税费办理、安全生产等密切相关的服务

事项，以及与居民教育医疗、户籍户政、社会
保障、劳动就业、住房保障等密切相关的服
务事项，都要纳入市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在
线预约、在线受理、在线办理、在线反馈。
2019年年底前，实现75%的服务事项网上办
理。2020年10月底前，实现全部服务事项网
上办理，并与省政务服务平台进行对接。

年底前部分社区进行试点
推进乡镇（
街道）
、社区（
村）
便民服务中心
规范化建设，推动户籍办理、个体工商登记、
社保、农技推广、宅基地申请、计划生育管
理、流动人员管理、社会救助、法律调解、社
会综治等与基层群众联系密切的事项，在基
层便民服务中心直接办理。
今年底前，选取部分社区进行试点，完
成市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向社区试点延伸。
2018年年底前，完成市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向
下延伸，整合各级部门的政务服务延伸到街
道（
乡镇）
、社区（
村）
。推进实体政务大厅向网
上政务大厅转移，简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
方式，对群众办事实行“一口式受理、全科式
服务”。

热点城市楼市降温 三线城市升温
市场人士认为，
二季度楼市将持续退烧，7~8月市场降温更趋明显
新华社电 昨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7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
变动情况”显示，热点城市房价涨幅明显回
落，
但三线城市房价依然保持上涨态势。

一二线城市楼市明显降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与3月相比，4月
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的
城市有58个，
比上个月少4个；下降的城市有
8个，与上个月持平。环比价格变动中，最高
增 幅 为 唐 山 的 2.
3%，最 大 跌 幅 为 三 亚 的
1.
2%。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
解读称，从环比看，4月份70个城市中有23个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涨幅比上月回落，比
3月份增加13个；7个城市由上月上涨转为持
平或下降；3个城市房价降幅扩大。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4月份
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有所减少，这充分
体现了3月中旬以来各地密集升级楼市调控
政策的有效性正在逐渐释放。
同比方面，4月份70个城市中有30个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涨幅比上月回落，比3
月份增加6个，回落城市中23个为一二线城
市。其中，无锡房价在同比增幅排行中位居
首位，为28.
4%；
锦州则成为惟一一个房价同
比下跌的城市，
为-1.
1%。
值得注意的是，前期“高烧”的一二线城
市房价涨幅明显降温，涨幅基本退至1%以
内。据国家统计局监测，
15个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同比价格涨幅均比上月回落，回落幅度
在0.
7至7.
4个百分点之间。环比方面，9个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或持平，
5个城市
涨幅回落，回落幅度在0.
2至1.
1个百分点之
间。如南京、上海、福州、天津、合肥等前期领
涨的城市环比房价开始下调。
刘建伟说，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同比涨幅连续7个月回落，
4月份比3月份回
落2.
8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同比涨幅连续5个月回落，
4月份比3月份回
落1.
0个百分点。

三线城市楼市异军突起
虽然热点城市正逐渐降温，但部分二三

线城市房价上涨幅度依然较大。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房价环比涨幅位居前列的城市基
本均为三线城市，如安徽蚌埠、湖北宜昌、广
西北海等。
易居中国企业集团CEO丁祖昱在克而
瑞研究中心“第20届地产金融形势发布会”
上表示，
“ 在一二线城市出台或升级了如限
购、限贷、限售、限价等楼市调控措施后，中
国楼市产生了城市转移效应，需求外溢使得
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交易开始活跃起
来。”
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往年前4月，
中国40个重点城市以外的城市商品房销量
仅占全国总成交量的40%左右，历史最高点
为50%。但从去年四季度开始，
40个热点城
市仅占中国楼市总成交量的25%左右。
丁祖昱认为，不少三四线城市的销售面
积同比上升了25%，其中相当数量的三四线
城市楼市销售增速甚至远高于25%。
在成交量开始活跃的市场氛围下，三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开始扩大。
刘建伟指出，全国三线城市房价4月份比3月
份涨幅扩大了0.
4个百分点。

二季度成交将持续降温
本月17日，上海市出台政策宣布将全面
清理整顿“类住宅”。自此，北京、
深圳和上海
等一线城市首次全面管控“商住房”。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相比
往年调控，本轮调控周期最为明显的特点就
是增加了“限售”和“限商”的概念。“全国已
有超过20个城市‘限售’。一定年限限制转
让，
可以降低投机行为。”
专家认为，2017年各地楼市的调控政策
力度可谓范围最广、密度最大。据记者不完
全统计，截至5月，共有60个地级以上城市和
超过30个区县出台或升级楼市调控政策，累
计发布调控政策超过160余次。
张大伟表示，此轮楼市调控政策调整
的特点之一就是通过城市群联动的方式，
如对城市圈“炒房”的全面封堵，同步打击
投资需求。市场人士普遍认为，4月全国楼
市从量价高位被抑制，二季度市场将持续
退烧，预计在往年淡季7~8月市场降温更趋
明显。

15日再次因出砂问题而中止产气。
李金发说，这一次天然气水合物的试开
采成功，我们是优先抢占了领跑和技术高地，
实现了我国在天然气水合物开发上的领跑。
它将会是继美国引领页岩气革命之后的，由
我国引领的天然气水合物革命，将会推动整
个世界能源利用格局的改变。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科学家利用降压
法，将海底原本稳定的压力降低，之后再将分
散在类似海绵空隙中一样的可燃冰聚集，利
用我国自主研发的一套水、沙、气分离核心技
术最终将天然气取出。
中国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天然气水
合物试采现场总指挥叶建良说，我们这次运
用了地层流体抽取法，从单纯考虑降压变成
了关注流体的抽取，通过保证流体的抽取来
实现稳定的降压。降压方案充分体现了优越
性，也是保证我们这次试采成功一个关键因
素，这也是在国际上从理论到技术方法的一
个创新。
据新华社 央视新闻客户端

中央环保督察在辽宁

中央环保督察
第21批转办
信访投诉问题75件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中央
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转办了第21批
群众环境信访投诉问题75件，重点问题22件。
记者昨日从省环保厅获悉，这些问题涉及
13个市，沈阳15件、大连23件、鞍山4件、抚顺4
件、
本溪3件、
丹东4件、
锦州3件、营口4件、
阜新
5件、
辽阳5件、
铁岭2件、
盘锦2件、
葫芦岛1件。
在这些问题中，
涉及水污染的最多，
占总数
的24.
8%；其次是大气污染和噪声污染，分别占
22.
9%和21.
1%；垃圾污染占6.
4%、油烟污染占
8.
3%、
生态破坏占5.
5%、
扬尘污染占3.
7%、
土壤
污染占1.
8%；
其他类型占5.
5%。
截至5月16日，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已向
我省转办21批群众环境信访问题3504件，
分解
为5440个具体问题。其中，
涉及大气污染1395
个，占总数的25.
6%；水污染1098个，占20.
2%；
噪声污染812个，占14.
9%；垃圾污染408个，占
7.
5%；生态破坏383个，占7.
0%；油烟污染342
个，
占6.
3%；
扬尘污染310个，占5.
7%；土壤污染
46个，占0.
9%；重金属污染19个，占0.
4%；其他
类型627个，
占11.
5%。截至5月16日，
转办的信
访投诉问题已办结1751件。

中央环保督察
第22批转办
信访投诉问题344件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5月
17日，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转
办了第22批群众环境信访投诉问题344件，重
点问题70件。
记者昨日从省环保厅获悉，这些问题涉及
14个市，沈阳76件、大连77件、鞍山40件、抚顺
22件、本溪11件、丹东13件、锦州21件、营口19
件、阜新10件、辽阳14件、铁岭6件、朝阳16件、
盘锦6件、
葫芦岛13件。
在这些问题中，涉及大气污染的最多，占
总数的23.
1%；其次是水污染和噪声污染，分
别占19.
6%和17.
9%；垃圾污染占8.
8%、油烟污
染占7.
8%、生态破坏占7.
5%、扬尘污染占
6.
0%、土壤污染占2.
1%、重金属污染占0.
7%；
其他类型占6.
5%。
截至5月17日，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已向
我省转办22批群众环境信访问题3848件，
分解
为5977个具体问题。其中，
涉及大气污染1519
个，占总数的25.
4%；水污染1203个，占20.
1%；
噪声污染909个，占15.
2%；垃圾污染455个，占
7.
6%；生态破坏423个，占7.
1%；油烟污染384
个，
占6.
4%；
扬尘污染342个，
占5.
7%；土壤污染
57个，占1.
0%；重金属污染23个，占0.
4%；其他
类型662个，
占11.
1%。截至5月17日，
转办的信
访投诉问题已办结1998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