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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点酒开车上路， 那叫酒
驾，让爱车喝点酒精上路，那就
叫环保。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财政部等十五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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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方案明确要
求，到202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使用乙醇汽油。

科谱：
乙醇汽油属可再生能源

乙醇，俗称酒精，乙醇汽油
是一种由粮食及各种植物纤维
加工成的燃料乙醇和普通汽油
按一定比例混配形成的新型替
代能源。

按照我国的国家标准，乙醇
汽油是用 90%的普通汽油与
10%的燃料乙醇调和而成。乙醇
汽油不影响汽车的行驶性能，这
种汽油可有效减少汽车尾气中
的碳排放、细颗粒物排放以及其他
有害物质的污染。

据统计， 目前已经有11个省
份使用了乙醇汽油，占到全国汽油
消费总量的五分之一。

改变：
雾霾不再笼罩秋冬的天空

全面推广乙醇汽油将如何改
变我们的生活呢?

还没有进入秋天烧秸秆的日
子， 冬天传统的燃煤季节更是还
远，然而挥不去的雾霾却已经间歇
性地笼罩京津冀地区。从这个角度
讲， 乙醇汽油的推广势在必行。中
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石化轻纺部
副主任乐有华表示，乙醇汽油的使
用对于环境的友好是全面的。

乐有华说：总的来说以玉米为
原料的燃料乙醇，大的结果就是全
生命周期里大概一吨乙醇可以减
排34%，特别是作为纤维素乙醇这
个产业，应该说可以有效解决我们
这个秸秆焚烧污染大气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 已经有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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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排名第三，但目前年消费
量只有近260万吨，发展相对滞后。

好处：
保障能源安全消化过剩玉米

对于一个石油消耗大国来说，

乙醇汽油的使用可以替代部分石
油，对于能源安全非常重要。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科技部原
主任教授级高工乔映宾说：我们国
家大力发展的话也会对我们的这
个能源自给率大大提高。

更重要的是， 国际经验表明，
生物燃料乙醇产业也是处置超期
超标等粮食的有效途径。而我国目
前恰恰处在一个玉米大量过剩的
状态。

乔映宾说：我们国家东北三省
和内蒙古， 玉米的库存超储了。储
存了2.3亿吨玉米。 这些玉米如果
再放一年、两年、三年，三年以后这
玉米就不好吃了。

解惑：
老百姓用车成本会上升吗?

截至目前， 我国已经有11个
省区试点推广乙醇汽油，乙醇汽油
消费量占到同期全国汽油消费总
量的1/5。 根据辽宁省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的介绍，试点地区乙醇汽油
与传统汽油同价。

当然， 也曾有车主反映，感
觉使用了乙醇汽油车的油耗似
乎更高了。对此，多位接受采访
的专家都明确表示，并不存在这
种差别。

根据业内人士介绍，美国权
威研究机构曾做过16辆实车样
本的测试，结果表明乙醇汽油与
普通汽油在油耗上的差距可以
忽略不计。 ■综合新华社、央广网

9月10日上午，中
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
业家协会在江西南昌
发布了“2017中国企业
500强”名单，阳光保险集
团连续七年入选中国企
业500强，排名第182位，
较去年上升31位。

成立十二年来，阳
光保险以实业心态做
金融， 坚守价值发展
策略， 积极发挥保险
企业在风险管理和社
会保障方面的作用。
十二年间， 阳光保险
共计承担社会风险超
过220万亿元，累计支
付各类赔款近1000亿
元，上缴税收近300亿

元， 累计为2.7亿客户
提供保险保障。

截至目前，阳光保
险集团旗下已拥有财
产保险、 人寿保险、信
用保证保险、 资产管
理、融和医院、医疗健
康、互联网金融等多家
专业子公司。

在做大做强保险
主业的同时，阳光保险
始终没有忘记践行企
业社会责任。先后在全
国各地捐建了40所阳
光保险博爱学校，在各
项公益慈善事业中累
计投入逾1.6亿元。

■李安琪
经济信息

看好新能源投资机会
9月9日，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2017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 (泰达) 国际论坛上披
露，将会联合相关部门制订我国传统能源
汽车退出的时间表，以推动汽车产业持续
发展。长信基金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燃油
车将退出历史舞台是大势所趋。长信基金
权益投资部也曾多次表示看好新能源，新
能源汽车正由主题投资向成长投资转变，
值得高度重视。 ■黄文成

港股动力切换企业盈利提升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1日，两市

的港股通自开通以来累计净买额已经达
到5087亿元。 其中87％以上来自沪港通，
表明南下资金较偏好大市值蓝筹股。而近
期深市港股通净流入规模连创新高，也体
现出市场对与新兴板块的热度提升。记者
注意到，鹏华旗下的两只港股通指数基金
今年以来收益不菲。Wind数据显示，截至
9月11日，鹏华香港银行（代码501025）今
年以来累计收益13.84%， 鹏华港中小企
（代码501023）今年以来累计收益12.47%。

■黄文成

真成长迎来价值回归机会
8月份以来，锂电池、科技等成长性行

业， 取代大盘蓝筹股成为新的市场明星。
对于市场结构的这一显著变化，景顺长城
环保优势基金经理杨锐文认为，去杠杆等
监管政策对股市的压力最大阶段已经过
去了。可以大胆预计，股市最困难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在这个阶段，布局真正的高
成长股，才能给投资者最大的回报，真正
的高成长股主要诞生于环保、科技、消费
升级、产业转移等新兴领域。 ■黄文成

嘉实领航资产
配置混合型FOF

首批6只公募FOF蓄势待发。 记者综
合各方信息了解到，嘉实基金旗下嘉实领
航资产配置混合型FOF是一只全市场
FOF，该基金拟运用风险平价策略，同时
将在全市场精选优质基金，以求获取更为
稳定的回报。 有第三方基金分析人士指
出，全市场FOF的优势主要在于：第一，在
不同基金公司的能力特点上实现优势互
补。第二，在资产配置上实现更好的分散
性，有可能获取更高的超额收益。第三，实
现更大的资金容量。 ■黄文成

公募FOF大幕开启
华夏基金抢先出击

上周五市场期待已久的公募FOF正
式获批,�基金行业步入FOF时代。 作为行
业领军者，华夏基金首批获得公募FOF基
金资格，再次走在基金业创新前沿。华夏
基金副总经理李一梅表示：“华夏基金
FOF产品的核心是基金经理帮您选基金，
帮助投资者解决基金投资方面的痛点和困
扰， 让普通投资也能享受过去高净值人群
或机构投资者才可能享受的专业投顾服
务，为每一位FOF持有人省去择基、资产配
置和基金后期管理的烦恼， 享受更专业、
更合理的资产优化配置服务。” ■黄文成

经济信息

自开展“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以来，渤
海银行长沙分行进一
步突出党支部主体作
用和基本功能，坚持知
行统一、 学做结合，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该行建立了11个
党员志愿服务队，通过
新开服务窗口、延长服
务时间、 缩短服务流
程、 创新业务产品等，
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

抗洪期间，该行湘
潭支行党支部积极参
与防汛抗灾工作 ，以
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
词； 河西支行党支部
赴含浦片区内涝比较
严重的地方， 向园区

政府捐赠了物资 。常
德党总支党员了解到
双桥坪镇双堰堤村有
多名贫困学生上不起
学， 发动支部党员捐
款1.5万元助学。

渤海银行长沙分
行自入湘以来积极践
行普惠金融政策和履
行社会责任，持续提升
综合金融服务水平，先
后开展“奇妙天使之
旅”儿童公益系列活动、
“微笑天使”爱心捐赠活
动、渤海银行绿爱林立
牌、“健康生活护万家”
慈善公益活动、“为特困
低保户送年货”等活动，
更多地关爱社会、回报
社会。

■潘显璇 熊芳
经济信息

十五部委联合发文在全国推广乙醇汽油

2020年汽车上路都要喝点“酒精”

连续七年入选中国企业500强
阳光保险较去年上升31位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以学践行履行社会责任

又临近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
在连续两次调价搁浅后，业内预计，
本轮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概率较大
但幅度微弱， 若按私家车主加满一
箱油60升测算，或多掏4元钱左右。

根据定价机制，本轮成品油调
价周期将于9月15日24时开启。新
华社石油价格系统9月13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9月12日一揽子原油平
均价格变化率为5.01%。9月15日24

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时， 预计
汽、 柴油调价将迎来每吨80至100
元幅度的上调，折合92号汽油每升
上调0.06至0.08元，0号柴油每升上
调0.07至0.09元。

部分能源研究机构对此次调
价幅度的预测则更保守。9月13日
安迅思发布的变化率指数为4.88%，
对应成品油调价幅度为每吨55元，
折合升价约0.05元。 ■据新华社

油价后天起或将小幅上调
私家车加满一箱油或多掏4元钱

生物燃料生产、循环过程。

生产生物燃料 使用生物燃料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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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气中的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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