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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昨日上午，，随着发电机组正式点火启动随着发电机组正式点火启动，，成都长安垃圾填埋气体综合利用成都长安垃圾填埋气体综合利用（（CDMCDM））
项目正式投产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年发电量约该项目年发电量约11..6666亿千瓦时亿千瓦时，，年减排二氧化碳约年减排二氧化碳约9090万吨万吨，，是国内是国内
目前沼气发电单体装机容量最大的项目目前沼气发电单体装机容量最大的项目。。

““不仅有经济效益不仅有经济效益，，项目还会大大减轻垃圾填埋场周边异味项目还会大大减轻垃圾填埋场周边异味，，创造社会价值创造社会价值。。同时同时
还能减排二氧化碳还能减排二氧化碳，，减轻温室效应减轻温室效应，，有很大的环境效益有很大的环境效益。”。”

绿州新再生能源的负责人介绍，长安垃圾
填埋场是成都目前唯一一座大型垃圾卫生填埋
场，全国五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之一。“长安
垃圾填埋场一直以来都是传统填埋方式作业，
产生的沼气和异味会散发到大气中。”

“今天项目开始正式投产，即便在最靠近垃
圾填埋区的地方，都能明显感到异味减轻了。”项
目总工程师马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绿州新再生能源的负责人称，长安垃圾填
埋场 85%以上的垃圾填埋气都将被利用起来，
封闭地输送进系统，“所以垃圾填埋产生的气
味会大减，给周边带来的影响也会很大程度地
消解。”

据该负责人介绍，一吨垃圾能够持续产
生 100 至 140 立方米填埋气，一立方米填埋气
在标准状况下能产生 1.8~2 度电。“长安垃圾
填埋场一期和二期都将陆续覆膜，产生的垃
圾填埋气都会被收集、利用起来，预计到今年
年底，收集到的垃圾填埋气总量能够使发电
机组全负荷运转。”

马先生还透露，因这个项目属于CDM项目，
符合清洁发展机制要求，属于《京都议定书》中引
入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可以与发达国家进行项
目级的减排量抵消额的转让与获得。“也就是说，
此项目的减排可以被量化、转让，参与国际市场
的碳交易。”目前，此项目正在申请，通过核查后，
未来就可出让碳减排量。

中国最大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投产

更环保 龙泉垃圾填埋场变“发电厂”

昨日上午，位于龙泉
驿区万兴乡的长安垃圾填
埋气体综合利用项目正式
投产。现场的旗帜上印着：
中国最大垃圾填埋气发电
项目投产庆典。据介绍，该
项目由市城管委直管的市
属国企成都绿州市容环境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新
中水（南京）再生资源投资
有限公司发起，在龙泉驿
区成立成都市绿州新再生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绿州新再生能源），对
长安垃圾填埋场一期、二
期填埋区的垃圾填埋气进
行收集、净化、发电。

绿州新再生能源的一
位负责人向成都商报记者
介绍了项目的运转原理。

给垃圾盖“被子”收集沼气发电原理

经过预处理，垃圾填埋
气再被送到发电机组及配套
的CDM计量系统、电力输出
系统。项目设有14组颜巴赫
LEG-2发电机组，总装机容
量 20.8MW，年发电量约为

16640万千瓦时，其中14000
万千瓦时进入国家电网，主
要为龙泉驿区输送电量，预
计年减排二氧化碳90万吨。

“在规模上是全国第一，亚洲
第二。”

通过竖井和覆膜收集到
的沼气，甲烷纯度达 50%以
上。“这是一个不错的纯度。”
该项目总工程师马先生说，
然后通过负压管道吸到填埋

气体预处理系统中。“预处理
系统主要是分离输送来的水
分和硫化氢气体，硫化氢是
有刺激性气味的，经过分离
后，会规范地处理。”

填埋气预处理2

长安垃圾填埋场一期、
二期垃圾填埋区，陆续覆盖
上厚度为 1.5 毫米的 PE 膜，

“就是一种厚的塑料膜，相当
于给垃圾盖上‘被子’，主要

作用是防止沼气溢出以及雨
水等的浸入。”此外，垃圾填
埋区内还挖掘了直径 80 厘
米的竖井，以便产生的沼气
顺利到达表面。

首先收集沼气1

输送到发电机组发电3

▲

异味大减
还可参与碳交易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张直

实施“绿色四川”旅游行动计划 专家热议成都民宿未来发展方向

“宅”在青山绿水间 民宿不能少“蜀味”

▲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实施“绿色四川”旅游行动计
划，具体如何落实？

昨日，一场旨在借助专
家智慧，为成都旅游和民宿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助力成
都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
的“头脑风暴”在成都举行，
在成都市旅游局、成都大学
联合主办的2017“民宿发展
与成都旅游”论坛上，成都市
旅游研究院院长诸丹、“台湾
乡村旅游之父”郑健雄、中山
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张朝枝
等业内大咖直击民宿行业痛
点，深度探讨成都民宿如何
绿色、健康、有序发展。

““台湾乡村旅游之父台湾乡村旅游之父”：”：
走后现代、去中心、
个性化经营思路

原来的土路村道被改造成休
闲步道，村前的稻田造出绿荫花
海的田园景观，破旧简陋的民居
脱胎换骨成高端典雅、充满文化
内涵的民宿村落……当民宿逐渐
变为一种有格调的生活，同质化
竞争、跟风模仿的“千店一面”也
被不少游客所诟病，成都民宿如
何在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
避免同质化发展？

被誉为“台湾乡村旅游之父”
的郑健雄希望通过解读台湾民宿
发展经验为成都提供参考。他认
为，民宿要走后现代、去中心、个
性化的经营思路，通过逃离都市
生活氛围，打造原生态、个性化的
充满艺术感和生活情趣的民宿，
合理利用周边资源，成都民宿若
想获得好的发展不能同质化，只
有异质化才能走出富有特色的民
宿经营之路。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
理学院旅游信息化研究所主任李云
霞认为，成都无论在旅客流量、文化
底蕴，还是生活美学方面，在全国都
名列前茅，发展民宿具有广阔前景。

“建议成都民宿以‘蜀味’为定位，
同时通过品牌规划解决民宿发展
同质化、一味跟风的问题。”

昨日，成都重点
打造的赏花基地之
一、大邑天府花溪谷
赏花基地提档升级
后恢复营业。80多个
品种的月季、爬满
200亩山坡的紫娇花
争奇斗艳，静待游客
到来。

大邑天府花溪
谷位于大邑县金星
乡,森林覆盖率93%，
总面积6500亩。该赏
花基地经过近半年
提升改造，重新调整
景观布局，新增了
2200亩温泉奇石花园，完善了旅游服务设施，
提升了接待能力。它也是今年首个完成的赏
花基地提档升级民生工程项目，端午小长假
园区将有月季绣球和紫娇花迎来盛放期。市
民从成都自驾出发，走成温邛高速到崇州出
口下，经金盆地大道往鸡冠山路即可到达。

2015年，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
于打造赏花基地推动赏花旅游发展赏花经
济的意见》，明确提出首批重点打造的芙蓉
花、桃花、李花、杜鹃、樱花等18类28个赏花
基地。今年全市又确定大邑天府花溪谷、金
堂鲜花山谷、新都花香果居等14个赏花基

地，共投入近2亿资金进行重点打造，项目作
为今年市政府民生工程目标管理。全部项目
计划在今年9月底前竣工。

截至目前，彭州通济花海生态示范区、
大邑天府花溪谷和龙泉驿太空育种花卉公
园3个项目已完成项目建设；蒲江县光明乡
樱桃山赏花基地、新都区漫花庄园赏花基
地、花香果居旅游景区，天府新区紫衣香薰
山谷，金堂鲜花山谷，玉皇谷菊花基地6个项
目建设进度过半；其他项目也进入施工建设
阶段。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全市新增14个赏花基地 大邑天府花溪谷升级后迎客

端午小长假 新添赏花好去处

昨日，成都长安垃圾填埋气体综合利用（CDM）项目投产 图为该项目鸟瞰图

昨日,游客在大邑天府花溪谷游览

工作人员在检测实时情况

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

来自奥地利的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

提起名宿，作为浙江
民宿之首的莫干山裸心
谷是不能不提的。在论坛
上，莫干山《后坞生活》乡
村度假生活空间的创始
人王天鹏从民宿从业者
的角度，介绍了“后坞生
活”从老屋、荒村，一步步
成为闻名全国的精品民
宿的发展历程。他认为，
以创新的生活理念和民
宿精神整合现有资源，从
而打造出情怀与舒适性
兼具的新民宿，值得成都
借鉴。

而在中山大学旅游
学院副院长张朝枝看来，
当民宿规模化带动区域
集聚转型发展，民宿已成
为资本市场的产品。如何
平衡规模与特色，轻奢与
高端，人力成本、运营成
本与收益，成为发展民宿
小镇需要思考的问题。张
朝枝认为，最终还是需要
民宿回归住宿功能本身，
因此民宿的经营要少营
销多情怀。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成都市旅游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旅游研究院院长：：
成都民宿提档升级
须建孵化器

目前，成都民宿发展迅速，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约有2532
家民宿，但 95%都是传统民宿
或低配版民宿，未来发展方向
在哪里？

成都市旅游研究院院长诸
丹在调研中发现：去年成都乡村
旅游接待游客约9500万人次，占
成都接待游客总人数的50%左
右，但乡村旅游实现旅游收入
200亿，仅占成都旅游总收入的
10%左右，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
乡村旅游的产出和效益并不高。

就民宿来说，目前成都九
成以上民宿是农民自建自营，
具有现代特征的民宿规模不到
5%，最低一晚50元到最高一晚
1800 元的现象也折射出发展
不均，与发达地区民宿相比，还
存在同质化严重、专业化分工
不明等问题。对此，诸丹阐述了
自己的建议，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以双创为抓手，在成都建立民宿
产业发展孵化器，对民宿进行转
型升级，提供创新指导。同时，建
立要素交易平台，引进有情怀、
有能力的人才，引导返乡人员、
城市人群参与民宿创业。另外，
建议对民宿进行科学布局。

莫干山莫干山《《后坞生活后坞生活》》创始人创始人：：
民宿要兼具
山水情怀与舒适性

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