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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的风电梦

张成玉，62岁，青岛开发区黄山经济区西
韩家台村村民。今年，退休在家的老张流转了
村里近10亩土地，打算建几个蔬菜大棚。

一次偶然的机会，老张从电视上获知了国
家关于分布式电源并网的政策，在青岛完成国
内首个家庭光伏并网的徐鹏飞触发了他的灵
感：何不尝试一下风力发电？

“大棚的照明、灌溉等日常用电量很大，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们这一带多建有大型风
电项目，环境很适合。”动了心思的老张立即
开始广泛搜罗材料，并与当地一家风电设备企
业取得了联系。经过沟通，老张得知风电设备
有离网和并网之分，离网设备需装配大型蓄电
池，价格比并网高出不少，并网设备不仅能满
足电量自发自用，余量还可以上网卖给国家。

“装机容量为5千瓦的风电设备最适合我
的蔬菜大棚，接入电压也符合免费并网的条
件。一台的价格在2 . 8万元左右，一天能发30度
电，5年左右能够收回成本，风电设备的寿命
为15年，也就是说还有10年的盈利时间。”老
张心里有一笔明白账。

老张说，等忙完了大棚建设，就去国家电
网营业厅申请。

小风电的利好

通俗而言，分布式风电就是建在住户庭院
或是工厂内的小型风力发电厂。

近几年来，青岛大型风电项目发展较快，
在黄岛、即墨、平度、莱西等地都分布有并网
发电的大型电站项目。到今年2月份，并网发
电量已经达到4385万千瓦。

然而，以分布式市场为主的小风电设备
（一般是指单机容量小于100kw的风力发电系
统）制造业，却一直面临着市场混乱，整体处
于微利的状态。

青岛星光风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
产分布式风电设备的企业。5年前，总经理徐
晓利看好风电的市场前景，涉足风电行业。然
而，几年来的市场行情却让他心灰意冷。

“原材料价格一直在涨，但由于行业混乱
带来的无序竞争，产品始终买不上价。”徐晓
利直言，企业想要生存下去太难了。

徐晓利透露，企业所在的原胶南一带，聚
集了不少小型风电设备企业，大多数企业以仿
造为主，有的甚至停留在家庭作坊的阶段，技
术创新无从谈起，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同质化
竞争非常严重。

“我们企业开工率仅维持在50%左右，不
少企业已经停工了。”徐晓利说，小型风力发
电并网在欧美国家已经广泛推广，目前公司年
销售额1000万元，60%以上都是出口。

“政策出台后，每天都会接到像张成玉一
样的家庭客户的咨询电话。”谈及利好，徐晓
利说，“分布式并网”在风电领域的利用，或
将为青岛小风电企业提供一个难得的市场契
机。

仍有瓶颈

虽然有了积极的利好信号，但行业人士对
小风电迎来发展“春天”依然持谨慎态度。

在采访途中，正巧碰到了山东佳利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在进行一台新研发的
600瓦的小型风电设备的应用测试。“分布式
风电设备体积大，城市安装受限，但设备成本
相对更高，又令农村市场难以接受。风电的发

电效率要高于光伏，光伏一天的有效光照仅4
个小时，风电则不受限制。”技术人员说。

虽然享受免费并网服务，分布式电源仍面
临不少“瓶颈”。比如享受补贴电价有核准

“门槛”。据了解，目前对分布式电源并网电
价分两种情况执行，一类是没有取得国家审批
立项的零散用户，执行每千瓦时0 . 4469元；另
一类是取得国家正式审批立项的，按国家相关
政策计价。

“以装机容量为5千瓦的风电设备为例，
有补贴的话，3年就能收回成本，没补贴的话
需要5年以上。”徐晓利说，这就意味着，国
家对于分布式发电的电价补贴，或将成为分布
式风电市场能否打开的关键。

目前国家并未就分布式风电上网电价出台
详细政策，这令相关企业颇感纠结。“分布式
风电并网并非接一根电线就能实现，背后有大
量的复杂准备工作。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政策才能逐渐落实到细节。在这段时间内，企
业将把精力放在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上。”青
岛风之翼风力发电机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经理表
示，希望国家尽快细化调整相关政策，明确鼓
励分布式风电的补贴措施。

分布式风电：

利好之下，乍暖还寒

□ 本报记者 李媛

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价格已经高过房产
的墓地市场，这几年持续“高温”。面对翻番
的墓价，深受“入土为安”观念影响的民众，
并没有停止购买墓地的脚步。城市里的公墓买
不起，就到农村买“小产权墓”。

“小产权墓”悄然走“红”

位于青岛市市北区福州北路的福宁园公
墓，是岛城市内四区仅有的两处公墓之一。
2009年，该墓园内一块不足两平方米的墓地售
价约1 . 8万元，如今已经涨到3 . 8万元，区域位
置再好些的墓地则卖到5万元到9万元不等。

记者探访了九峰陵、太平陵、百龄园等几
处墓园，最便宜的墓穴也要3万多元，多数墓
穴价格基本在4到5万元之间，如此价格对于普
通的工薪阶层来说有点吃不消。

市民吴女士的母亲去年7月份去世，一直
没有找到合适的墓地，只好将母亲骨灰寄存在
殡仪馆。“后来有次和朋友吃饭，听他们说可
以到农村买墓地，便宜，地方也大，为这事我
们还特意去了一趟。”吴女士说，最终她花了
不到两万元，在崂山区某街道的一处墓园里，
给母亲买了块1平方米左右的墓地，墓地所处

地势位置、周边环境都不错。
吴女士所买的这处墓地，正是“小产权

墓”，即农村的公益性墓地。根据规定，公益
性墓地只有农村村民可免费使用，不具有农村
户籍的城市居民没有购买权，花钱购买后也不
受法律承认和保护，就如同买了不靠谱的“小
产权房”——— “小产权墓”的名字由此得来。

据了解，崂山、城阳、即墨等几个周边区
市的农村公益性墓地，均有村民私下买卖墓地
的现象。同样大小的墓地，经营性墓地要价三
四万元，而买“小产权墓”只需花一两万元，
位置好、面积再大些的墓地也就4万多元，与
经营性墓地动辄七八万元的要价来说确实很优
惠，难怪市民纷纷前来购买。

执法权不明导致监管乏力

公益性公墓是由村委会或镇政府（街道办
事处）建立、为农村村民提供骨灰安葬服务的
公共墓地，农村墓地由村里免费分配给村民
的，村民不可以自由买卖。

“国家规定城市居民不能购买农村公益性
公墓，即使私下签了协议也不具有任何法律效
益。”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民政
部1992年下发的《公墓管理暂行办法》严禁私
自买卖农村公益性墓地，民政部门有权监督却

没有行政执法权，缺乏监管手段也没有执法队
伍，仅靠各区市民政局几名工作人员来监督违
规买卖行为力量非常有限。

国家虽然禁止公益性墓地擅自出售，但具
体由谁处罚，怎么处罚并没有明确规定。缺乏
一部明确责权利的殡葬管理法，民政部门可以
说是有心无力，违规行为自然禁而不止。

而且，由于法律不承认“小产权墓”的交
易行为，村民有可能撕毁合同，甚至被迁坟、
被取缔也有可能，买方即使诉诸法律也将不受
保护。没有人管理、没有法律保障的“小产权
墓”，相比购买时节省的钱财来说，后续隐患
更多风险更大。

此外，建设公益性墓地前期要修路，还有
打地基建防滑坡，还得设计墓穴空间、增加绿
化等，整个过程所需费用仅靠政府补贴是远远
不够的，还得靠村级财政来支付。所以，受资金
限制，一些社区并未启动公益性墓地的建设。
而且，国家对于区域内所建公益性墓地面积有
限制，因此公益性墓地的资源也是有限的。

土地资源有限
呼吁生态殡葬

“市内土地十分有限，人口又在不断增
加，老龄化加速，墓地根本不够用。”青岛市
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郭可凰介绍，除了墓地

数量有限外，用于墓地建设的土地审批越来越
严格，去年青岛只新增了福海园一处公墓，此
前多年都没有批过经营性墓地。

不论是公益性墓地，还是经营性墓地，传
统的入土为安需要大量土地，但土地资源逐年
匮乏是无法改变的现实。青岛市每年有6万余
人去世，除了墓价高“死不起”的问题，从长
远来看我们更应该问，这些人要安葬在哪？

针对殡葬资源枯竭，我国各地殡葬管理部
门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大力提倡绿色环保生态殡
葬，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多方支持，推出
骨灰寄存、树葬、海葬、江葬等多种形势供市
民选择。

对青岛来说，海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不仅成本低，还最大程度地节约了土地。据统
计，自1991年推行海葬以来至今，青岛已有
7000余具骨灰进行撒海。“今年第一次海葬预
计于4月21日、22日分两天举行。”青岛市殡仪
馆安放科的工作人员介绍，随着2010年底青岛
市实施免费海葬，报名名参加海葬的人越来越
多，但相比庞大的去世人数相比，仍占少数。

有关专家认为，大力推广海葬和骨灰寄
存，能从最大程度上解决资源矛盾。目前海葬
的进展举步维艰，主要原因还是受传统丧葬观
念束缚。下一步还应该加大宣传力度，转变百
姓厚葬的“老观念”，提倡厚养薄葬，倡导开
展生态殡葬。

监管空白，“小产权墓”禁而不止

□李媛 矫超 李花艳 报道
本报讯 3月29日，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城阳区政府、青岛市科技局在青岛举
行签约仪式，中科院长春应化所青岛研发基地
正式落户城阳。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青岛研发基地由中科
应化技术研究中心（青岛中科应化技术研究
院）、青岛中科应化有限公司和中科应化青
岛材料产业园三部分组成，预算总投资6亿

元。基地将以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长春应化所的特色和优势学科为基础，结
合青岛市以及山东半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的实际需要，重点开展特种铝合金材料及
制品、稀土镁合金材料及制品、高分子材料
的加工和应用等关键技术研究和相关产品开
发。该项目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打破了轻质
合金结构材料高端产品全部依赖进口的局
面。

青岛市财政将在2—3年时间内安排3000万
元的共建经费，支持长春应化所青岛研发基地
建设，同时落实总额不少于2000万元的科技经
费，用于支持该所在青的产业化项目。青岛研
发基地计划3年内转移和培养由领军人物领衔
的2—3个学科研发团队，人才队伍规模达到
100人以上；每年争取承担国家和其它各类项
目研发经费1000万元以上。

轻质合金高端产品实现“中国造”

□记者 李媛 报道
本报讯 3月26日，全省规模最大，集养、

护、医、康于一体的单体式养老机构——— 青岛福山
老年公寓正式启用。据悉，该项目总投资1 . 3亿
元，建筑面积3万平米，设床位1000张，专业收住
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

作为市北区的一项重点民生项目和关爱老年人
的爱心工程，福山老年公寓启用后，将发挥好医养
结合的功能，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做到老人满
意，家属满意，社会满意。

全省规模最大
单体老年公寓启用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讯 3月28日，“数据青岛—青岛市综合

数据信息平台”开通试运行。
“数据青岛”是青岛市首个综合性数据信息平

台，包括三次产业、投资、消费、财政税收等1000
多项指标，涵盖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
面，具有“采集、管理、发布、查询、应用”五位
一体功能。

该平台的开通，有利于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为
进一步增强政府宏观经济决策能力提供了基础性数
据支持。

综合数据信息平台
试运行

□记者 梁旭日 报道
本报讯 青岛市政府3月2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透露，2013年，全市重点推进140个项目建设，总
投资1600亿元，年内实现90%以上的项目开工建
设，完成投资300亿元。

据悉，青岛将重点确保蓝色生物医药产业园孵
化中心项目、双瑞船舶压载水处理装备项目、青岛
杨帆船舶制造有限公司船舶制造项目等48个项目建
成投产，重点推进国家海洋设备质检中心、国家深
海基地等30个项目开工建设。

今年重点推进
140个大项目建设

□梁旭日 黄建波 报道
本报讯 3月29日，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与中

铁置业集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依托各自的
优势，对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进行合作开发。

根据协议，中铁置业集团将斥资逾400亿元，
在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中央商务区核心地段，开发
建设以会议、展览为核心，涵盖文化、旅游、休
闲、娱乐、商务及居住等多种功能的“超级城市综
合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青岛乃至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的新核心、新地标。

西海岸将建
超级城市综合体

□记者 白晓 报道
本报讯 3月27日，青岛市商务局透露，一季

度岛城消费市场总体繁荣，全市骨干商贸企业运行
良好。预计一季度，全市重点监测的20户零售企业
实现销售额150亿元，同比增长15%。

其中，粮油、肉菜、水果等日用食品消费旺
盛；金银珠宝销售继续看好，零售额同比增长
21%；服装、鞋帽销售增长较快；在家电节能补贴
等政策的推动下，家电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15%。

去年以来，李沧宝龙、万达等先后开业。截至
目前，全市集购物、娱乐、美食、休闲、影视为一
体的商业综合体达到8处，预计总体销售额增长30%
以上。

一季度消费市场
总体繁荣

■新政追踪

◆核心提示
4月份起，国家电网关于《关于

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
见》正式实施，将免费并网服务的范
围扩大到所有类型分布式电源，其中
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分布式风电。既可
以享受免费服务，还能卖电给电网的
措施，让分布式风电看似风光无限。
但事实上，在迎来政策利好的同时，
分布式风电却面临着电价补贴等政策
细化的瓶颈。

▲青岛星光风电设备科技有限
公司的技术人员正在对风电设备零
部件进行组装。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3月27日，在青岛市浙

江路天主教堂广场，准新人
们拍摄婚纱照。

暖春来临，青岛天主教
堂、八大关、第一海水浴场
等经典的婚纱照外景地新人
云集，青岛“婚纱旅游”开
始升温。

据青岛市民政局和青岛
婚庆协会介绍，去年青岛有
7万对新人结婚，婚纱照却
拍了20万单，其中有10万单
是外地人在青岛的婚纱影楼
拍摄的，2万单是外地影楼
在青岛拍摄的。

“婚纱旅游”

开始升温

4月2日是世界自闭症关爱日。青岛红十字微尘
基金联合爱心车友、中山公园欢动世界，组织了8
名自闭症儿童踏青出游活动，参加了碰碰车、旋转
木马、托马斯小火车、冰河世纪等娱乐项目。

图为3月31日，自闭症儿童在家长的陪护下，
乘坐托马斯小火车。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