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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首座 L-CNG 加气站试运行，结束了拉萨没有天然气的历史

拉萨开始销售青海优质天然气
商报讯（记者 麦朵）记者昨
日从中国石油运输西藏分公司
获悉，8 月 14 日至 17 日，西藏销
售西郊加气站调试成功。 来自青
海涩北气田的优质天然气，通过
西藏销售西郊加气站实现了为
第一辆进站的汽车加气。“这也
是我区首座 L-CNG 加气站，它的
试运行，结束了拉萨没有天然气
的历史。 ”中国石油运输西藏分
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该
站 日 设 计 加 气 能 力 1.5 万 立 方
米，意味着高原人民将逐步用上
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经济
的清洁能源。
据介绍， 为进一步保护西藏
高原生态环境， 确保西藏的天更
蓝、 水更绿， 自治区政府确立了
“
引气入藏”战略，并列入我区“十
二五”发展规划中。 2009 年至今，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与自治区政
府经过多次接触商洽后达成意
向， 在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
液化天然气接收工程， 以此推动
拉萨乃至西藏全区使用天然气的
步伐。 2010 年 4 月，昆仑能源西

藏公司进驻拉萨， 开始发展
L-CNG 加气业务。 经过与西藏销
售公司协商， 达成了合作经营的
协议。
从 2011 年 5 月起，西藏销售
公司西郊加油站进行了加气设施
改造，8 月 10 日竣工， 成为我区
第一座油气混合站， 通过了自治
区、拉萨市相关职能部门验收，具
备了投运条件。“从 8 月 13 日上
午 10 时，西藏销售公司组织相关
处室、 液化气分公司、 拉萨分公
司、 昆仑能源西藏公司以及 EPC
西藏项目部召开了西郊加气站试
运行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试运行
的准备工作， 确保试运行安全平
稳。 21 时，各项准备工作分别就
绪，LNG 槽车驶入西郊加气站，工
作人员接通工艺管线开始置换、
卸槽、调试。 于 8 月 14 日上午 10
时顺利实现了汽车加气作业，8
月 17 日全部完成了气站主要工
艺调试。”中国石油运输西藏分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西藏销售公司液化气经销分
公司经理丁乃甲介绍， 西藏燃气

我区 45 名学员
参加焊工培训

加气站工作人员给车辆加气。 记者 麦朵 摄
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90 年代。 1992 年 7 月，西藏石油
总公司液化气经销分公司成立，
来自青海格尔木炼厂的液化石
油气进入西藏，结束了当地人民
以干牛粪为主要燃料的历史。
“目前液化石油气已进入了千家
万户，与液化石油气相比，液化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燃烧
后碳排放量低，对空气污染非常
小，而且放出热量大，被公认是
地球上最干净的低碳、绿色清洁
能源。西藏销售公司西郊加气站
的投运， 必将改善我区燃气结
构，为建设生态西藏做出积极的
贡献。 ”丁乃甲说。

部分重大项目的环评文件环保部发文委托自治区环保厅进行审批

我区重大项目环评审批周期将大大缩短
商报讯（记者 庞瑞珍）近日，
记者从自治区环保厅获悉， 从 8
月 17 日起，部分重大项目的环评
文件环保部已经发文委托自治区
环保厅进行审批。 这意味着，部
分重大项目的环评审批权从环保
部下放到了自治区环保厅，这将
大大缩短我区重大项目环评审批
周期，减少项目建设成本，对促进
我区城乡基础条件改善和经济社
会跨越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6 个类别 98 类建设项目
委托给区环保厅审批
2011 年 6 月 21 日，环保部专
门为西藏自治区印发了 《环境保
护部委托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
目目录》
（2011 本）。 在这份文件附
带的目录中， 环保部依据相关规
定，将水利、农牧、林业等 16 个类
别 98 类建设项目全部委托或有条
件地委托给西藏自治区环保厅审
批，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该目录，环保部结合我
区建设项目绝大部分由国家投
资的实际，针对我区建设项目的
行业特点，将地下水开采、水土

保持、农林牧渔项目，地质勘查
项目，煤炭、地热、太阳能、风能
发电及脱硫、 脱硝等电力项目，
油库、气库，金属制品，非金属矿
采选及制品制造， 农药制剂分
装、复配、化学药品制造，植物油
化工、纺织品制造等纺织化工项
目，煤气生产和供应、道路等城
市基础设施及房地产项目，学校
等社会事业与服务业等 85 类涉
及民生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和基
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不论建设规
模大小和投资来源全部委托给
自治区环保厅审批。
对于灌区、防洪工程、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火电、石油、天然气，
公路、 文物保护及维修等 13 类较
敏感、工程较复杂和对环境影响较
大的建设项目，环保部按规模有条
件地委托给自治区环保厅审批。
水电站、冶金等有色金属项
目，环保部考虑到其资源开发事
关国家发展战略，仍维持现有审
批权限。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周期将大大缩短
自治区环保厅厅长张永泽认

为，项目环评审批权下放到自治
区环保厅，对促进我区城乡基础
条件改善和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环评审批 权 下 放 对 我 区 来
说有四个益处。一是在建设项目
环评审批工作上给予了西藏特
殊优惠政策，建立了建设项目环
评审批工作长效机制；二是缩短
了我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周期，
极大地提高了环评行政审批效
率， 减少区内相关单位行政支
出，为项目争取和资金落实节省
了时间；三是可促进国家为我区
重点安排的民生改善、生态环境
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社会
事业类项目的顺利实施，有效改
善我区县乡基础条件和农牧民
生产生活条件；四是对我区矿产
业和水能资源等优势资源的开
发利用预留了发展空间，为推动
我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奠定
了基础。
张永泽表示，下一步将按照
自治区的安排部署，加快区内各
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审批进度，努力服务好我区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

什么是环评？
环评即环境影响评价的简
称。 2003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简
称《环评法》）对环境影响评价的
定义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
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
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
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
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和制
度。 环评是为了从根本上、全局
上和发展的源头上注重环境影
响、污染控制、生态环境保护，及
时采取措施，减少后患。
根据《环评法》，国务院有关
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其组织编
制的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区
域、流域、海域的建设、开发利用
规划，应当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组
织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实施的建
设项目也要进行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 环评文
件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和环境
影响大小实行分级审批。

商报讯（记者 丁文文）千苦万苦，没有技能打
工最苦。 昨日上午，来自全区的 45 名学员开始了
他们在西藏领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为期两个月的
焊工免费学习。
据悉， 此次焊工培训是由自治区劳动就业服
务管理局委托西藏领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针对高
校毕业生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而开设的， 其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区高校毕业生和城镇登记失
业人员的就业。
开班典礼上， 自治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副
局长洛桑朗杰说：“希望此次参培的学员珍惜学习
机会，学以致用，真正提升自己的职业技术水平和
就业能力。 ”
西藏领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负责人在仪式上
介绍说，本期焊工培训班共计 45 名学员，其中女
生 13 名、男生 32 名，我们对每一位学员提供免费
培训，并且包吃包住，为每位学员提供稳定舒适的
学习环境。

人物故事 >>>
普布次仁是自治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委托
西藏领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培训的第一批焊工培
训班的学员，他是一位普通的藏族青年，虽然接受
过高等教育，但是从学校一毕业就“失业”了。
他说刚毕业时自己很渴望能够找到一份工
作，“虽然有一定的专业技能， 但是就整个社会来
说，我的专业知识显得很不够用，与社会所需要的
深入专业技能相差太远。 ”普布次仁说。
在慎重地考虑第二专业时， 他发现焊工在拉
萨市乃至整个自治区都是非常紧缺而且非常吃香
的行业。 普布次仁说：“虽然焊工比普通行业都要
辛苦，但现代社会是钢铁社会，小到汽车、大到高
楼。 而焊工在钢铁社会中就显得至关重要。 ”
普布次仁也遇上了好机会， 到西藏领航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学习焊工。 学校为每个学员提供免
费培训而且免费吃住。 普布次仁说：“我一定珍惜
这次学习机会，刻苦学习，努力将焊工知识技能学
到位，以后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社会，为西藏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相关新闻]

100 名西式面点师
营养配餐师毕业
商报讯（记者 丁文文）昨日下午，自治区劳动
就业服务管理局举行了西式面点师、 营养配餐师
培训班结业典礼。 自治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副
局长洛桑朗杰向培训班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并
向学员们表示祝贺。
据了解， 自治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委托自
治区烹饪协会开办的西式面点师、 营养配餐师培
训班，为期 2 个月，共招收 100 名学员。 主要招收
对象为高校毕业生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培训期
间包吃住， 培训后由烹饪协会 100%推荐介绍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