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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1、建设项目的名称：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原建材二五

三厂）玻纤深加工配套用乳液技改项目
项目概要：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江苏常州滨江经

济开发区滨江化学工业园，主营玻璃纤维制品、不饱和聚酯树
脂类辅料系列、玻璃钢复合材料、精细化工类产品。本次公司
拟投资1500万元，在现有的中试车间内实施玻纤深加工配套
用乳液技改项目。

2、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现有工程：天马公司搬迁扩建项目及纳入环境保护登记

管理建设项目、原华碧宝公司搬迁项目、原天鹏公司搬迁扩建
项目、天马公司年产10万吨不饱和聚酯树脂技改扩建项目、原
瑞盛公司年产7万吨不饱和聚酯树脂项目、原月季公司搬迁扩
建项目、原天马玻璃钢公司搬迁扩建项目。

（1）废气：树脂生产一车间和树脂生产二车间高浓度废
气、双环戊二烯储罐废气经焚烧炉焚烧处理后有组织排放；其
余车间、储罐及污水站废气经吸收（植物液、酸性高锰酸钾、水/
酸/碱吸收）、布袋除尘、活性炭吸附等处理措施处理后有组织
排放。

（2）废水：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初期雨水和常州常菱玻璃
钢有限公司生活污水经厂内污水站处理达标后接入污水处理

厂集中处理。脲醛树脂废水收集经厂内焚烧炉焚烧处理。
（3）噪声：现有工程噪声主要来源于泵、制冷机、空压机、

冷却塔等设备，各厂界昼夜间噪声预测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4）固废：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由
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 沈经理0519-68193499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评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朱工0519-81289610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 http://www.

longhuanhj.com/news/1475.html
可至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商

业广场1栋1614室）查阅纸质报告书。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longhuanhj.

com/news/1238.html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传真 0519-

86902530、电子邮件longhuanhj@sina.cn。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5.27～2019.5.31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玻纤深加工配套用乳液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内容

近日，“水氢发动机在南阳下线”
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质疑。
针对公众关心的几个核心问题，“新华
视点”记者实地采访了相关政府部门、
企业以及行业专家。

一问：“车载水解制
氢”技术是否可以实现？

据媒体报道，青年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研发的“车载水解制氢”系统可

“实时制取氢”，并且在南阳试制了“车
载水解制氢”氢能源汽车。24 日，记
者在河南南阳实地走访，看到了那辆

“水氢发动机车”。
相关项目负责人对记者介绍，技

术的基本原理是“铝合金粉末＋催化
剂＋水”反应制氢。“在催化剂作用下，

‘制氢材料’与水反应产生氢气，氢气
通过氢电堆产生电，给电机供电，驱动
车辆行驶。”他还称，目前，加100公斤
的“制氢材料”、300升的水，汽车可以
跑300公里。

针对公众对“车载水解制氢”技术
的质疑，记者采访了行业专家。

国家新型储能电池与材料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四川省电子
学会新能源专委会主任委员吴孟强
称，“催化剂”只能改变反应历程，可提
高产氢速率、效率，但不能提供额外的

能量。他认为，即使通过水解反应提供
氢，但供氢效率是否足以成为汽车能源
也需要验证。

该技术宣称能攻克现在公认的车载
实时供氢技术难点，对此，国家新能源车
技术创新中心燃料电池领域技术人员认
为其中难点有三：一是要控制产氢速率
和气量以匹配燃料电池端需求；二是对
氢气的纯度和成分有相应的要求；三是
压力指标是否符合燃料电池的要求，同
时考虑反应热的问题；这些难点都是在
实际工程应用中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南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蒋璞表
示，不论是研发还是试验，该车都只是样
车，还需不断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改造
提升，目前车可以开着跑，但还未具备批
量生产的条件。

对于相关技术是否经过专家评审和
论证，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庞
青年表示“还没有”。

二问：政府是否投入
巨资？

针对网上流传的“南阳市政府出资
40 亿元支持企业”问题，南阳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乔长恩说，这个情况是
不存在的，市委、市政府非常慎重。“市里
的财政状况我们是非常清楚的，不可能
有那么多钱一下子砸进去。”

26 日，南阳高新区管委会回应相关
问题时表示，目前项目尚未立项，没有实
质性启动，不存在40亿元投资问题。

但据记者了解，南阳与庞青年存在
其他资金关联。

一是成立合资公司。2018年11月27
日，南阳高新区投资有限公司、金华市青动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南阳洛特斯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其
中南阳方面认缴出资金额9800万元，占股

49％。据了解，金华市青动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与青年汽车集团存在密切关联。

二是购置 72 台氢能源公交车。据
南阳市政府采购网的成交结果公告显
示，南阳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今年 4 月采
用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以单价 120 万
元，总金额8640万元向南阳洛特斯采购
了72辆氢能源公交车。

采购公示在解释采用单一来源采购
方式的原因时，一是称南阳洛特斯是南
阳市政府和金华青年汽车集团共同投资
80 亿元合资组建的客车生产企业；二是
称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会议纪要（宛政
纪〔2019〕4 号），同意购置服务“南阳
2019 月季洲际大会”所需的 72 辆公交
车，所购车辆优先购买南阳洛特斯生产
的新能源公交车。

除了资金，南阳是否对南阳洛特斯
有土地和厂房等优惠政策支持？南阳市
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相关项目占

地 1000 亩，刚开始规划，征地完成了一
半多，还没有开始建设。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目前，南阳洛特
斯工商登记的地址——南阳高新区中关
村科技产业园A1楼7楼，房间为闲置状
态，玻璃门紧锁，屋内空无一物。南阳洛
特斯目前租用了位于南阳市中州西路的
一处厂区。南阳洛特斯工作人员介绍，
整个厂区是今年 3 月份新租的，厂房建
筑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准备租 3 年，待
新厂房建好后再移址。

记者现场看到，厂区空地上停了 3
辆白色物流车，其中 1 辆正是备受质疑
的“车载水解制氢”汽车。据记者了解，
目前厂区仅此一辆。在厂房的总装车
间，记者见到两条生产线，分别是自带储
氢罐的氢能源公交车和物流车生产线，
而非“车载水解制氢”车。据南阳洛特斯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南阳厂区尚未交付
过氢能源公交车和物流车，而今年 4 月

南阳购买的 72 辆氢能源公交车都是在
浙江金华生产的。

三问：企业是否存在
严重失信问题？

很多网民质疑该项目背后的青年汽
车集团是一家严重失信企业。记者调查
发现，青年汽车集团以及其负责人庞青
年，近年来确实多次发生失信问题。

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庞青
年近年来被浙江、河南、山东、宁夏、陕
西、贵州、江苏等地的法院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其包括青年汽车集团在内的部分
企业多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企业，其中
多处失信行为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
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除信用污点外，金华青年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2017年因“实际安装电池容量
小于公告容量”等违规行为，被工业和信
息化部行政处罚。

对庞青年及其企业的信用污点，乔长恩
表示，在招商引资前是“掌握这个情况的”。

据记者了解，此次并非南阳首次招
商引入有污点的企业。据南阳市交通运
输局官网消息，2016 年 5 月 21 日，南阳
市政府与巴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京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计划投资人民币 100
亿元用于巴铁应用线的建设、机车购置、
站台建设等。 新华社郑州5月26日电

技术能否实现？政府是否投入巨资？企业是否严重失信？

三问南阳“水氢发动机”项目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5日下
午抵达日本首都东京，开始对日本国
事访问，为期4天。

迎合示好

特朗普和妻子梅拉尼娅·特朗普
当天乘坐专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受
到日本外务大臣、美国驻日本大使和
其他一些官员迎接，随后前往美国驻
日本大使官邸，与日本和美国一些商
界人士共进晚餐。

特朗普抵达前一两个小时，东京
附近发生 5.1 级地震，震中靠近特朗
普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高尔夫球
的地点。东京及周边地区有震感。

美联社报道，安倍对特朗普施展
新一轮“魅力攻势”，迎合他的兴趣爱
好，以“定制”版日程向后者“示好”。

特朗普 25 日至 28 日对日本作国
事访问。按照日程，他26日在千叶县
与安倍打高尔夫球，随后一同观看相
扑比赛；27 日上午会晤日本新天皇德
仁和皇后雅子，随后会晤安倍，随后会
见日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遭朝鲜方面

绑架人员的亲属；28 日与安倍在日本
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基地登上“加贺”号
直升机驱逐舰视察，探望驻扎在横须
贺港的美军士兵并讲话。

法新社报道，特朗普这次访问的
正式外交日程仅限于 27 日简短会晤
和工作午餐。

特朗普 23 日在白宫吐露即将访
问日本的“激动”心情。25 日，在飞往
日本的专机上，他不忘在社交媒体“推
特”留言，说期待会晤德仁天皇。

日本明仁天皇 4 月 30 日正式退
位，新天皇德仁第二天举行即位仪式，
启用年号“令和”。特朗普是日本进入

“令和”时代以后接待的首名国宾。

笑容与不安

特朗普和安倍定于 27 日磋商双
边贸易关系和地区安全局势，包括朝
鲜半岛局势。

特朗普 25 日在美国驻日本大使
官邸举行的招待会上说：“真诚希望

‘令和’时代美日经济关系更深、更
强。”他呼吁日本商界扩大对美投资。

一些分析师说，在两国分歧最大的
贸易领域，两人的磋商恐怕难有进展；由
于日本国会参议院定于 7 月举行选举，
为选情考虑，安倍会尽量避免就关税问
题向美方让步。路透社以多名消息人士
为来源报道，双方签署贸易方面协议的
可能性不大。

美方一直寻求扩大向日本出口牛
肉、大米等农产品，要求日方进一步开放
市场，取消或下调农产品关税；日方则要
求美方不要对日本产汽车加征关税，撤
销对日本工业制品的关税。两国代表就
贸易分歧举行多轮磋商。

特朗普25日说，希望这次访日调整
美日贸易“失衡”状况，寻求日方取消对
美方农产品的关税，让双边贸易“更公平
一点”。

在安倍与特朗普的几次会晤中，安
倍的笑容让各国媒体难忘。这次，安倍
精心为特朗普“定制”日程，用心良苦。
但是，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在安倍的笑容
以及与特朗普“个人友谊”的背后，隐藏
着他对特朗普威胁对日方汽车产品加征
关税的深切不安。

据新华社电

特朗普访问日本
安倍迎合示好

5月26日，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国医馆的工作人员在为患者抓药。
5 月 25 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 72 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次修订本》，首次将起源于中医药

的传统医学纳入其中。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5日电 美国
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市 25 日凌晨发生
一起枪击事件，致10人受伤。

当地警方通报说，枪击发生在特伦
顿北部一处酒吧外，2 名枪手从车内向
人群射击，随后驾车逃跑，目前下落不
明，作案动机尚不清楚。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伤者为5男和5
女，均无生命危险。

2018年6月，在特伦顿一个艺术节活
动上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超过20人受伤。

美国新泽西州发
生枪击事件

10人受伤

据新华社新德里5月25日电（记者
赵旭） 印度总统科温德 25 日正式任命
莫迪为新总理，同时要求莫迪提名新一
届联邦政府内阁成员，并对宣誓就职仪
式的具体时间做出安排。

莫迪随后发表公开讲话，确认将开
启他的第二个总理任期。

最近举行的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
选举结果24日揭晓，执政的印度人民党
赢得 303 个议席从而获得大选胜利，其
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共获得 352 个席
位，最大反对党印度国民大会党仅赢得
52席，莫迪连任总理成为定局。

莫迪在 2014 年印度举行的人民院
选举中率印度人民党赢得过半数席位，
他于同年5月就任总理。

印度总统任命
莫迪为新总理

新华社莫斯科5月26日电 正
在研制的俄罗斯首款重型攻击型无
人机近日首次在快速滑跑时开展了
跃升测试，以检验其空气动力学特
性，并为试飞做好准备。

塔斯社 25 日援引不具姓名的
两位俄飞机制造业人士的话报道
说，名为“猎人”的无人机于今年春
季在新西伯利亚奇卡洛夫飞机制造
厂的测试跑道上，首次在全程加速
状态下跃升至距地数米的高度并随
即降落。

这种跃升不是真正的试飞，其作
用是检验被测试飞机的空气动力学
特性、操控性和机载系统工作状况。
迄今“猎人”无人机已在测试中自动
完成滑行、起飞滑跑、加速至每小时
200公里、在跑道尽头停稳等项目。

“猎人”无人机的订购方是俄国

防部。这款飞行器的外形采用尾翼与
机身融为一体的“飞翼”设计，可显著
减小雷达反射面。根据设计，其起飞
重量约 20 吨，飞行时速可达 1000 公
里，能攻击地面及水面目标。用于地
面测试的首款“猎人”原型机于 2014
年问世，其部分机载设备由苏－57 战
斗机携带并开展了空中测试。

俄国防工业专家介绍说，根据设
计要求，“猎人”无人机需要自主完成
起飞、返航和其他飞行任务，但其机载
武器仍由地面指挥员控制。

另据俄新社报道，“猎人”无人机
于今年年初开始经历地面测试的最后
阶段，尔后该机将尽快试飞，进而接受
国家级测试。其装备部队的时间尚无
明确说法。预计这款无人机在研制成
功后，将成为俄运用人工智能开发的
第六代战斗机的原型机。

起飞重量约20吨、飞行时速1000公里

俄重型攻击型无人机
首次完成跃升测试

据新华社5月26日电 不少研
究揭示家有宠物对主人的益处。美
国一项最新研究则显示，家有宠物
或让主人更易患肠易激综合征。

这是州立东田纳西大学研究
人员在参加今年美国消化疾病周
会议时报告的研究结果。肠易激
综合征是持续或间歇发作，以腹
痛、腹胀、排便习惯或大便性状改
变为临床表现，但缺乏胃肠道结构
和生化异常的肠道功能紊乱性疾
病。5 项研究涉及 2883 名肠易激
综合征患者。研究人员分析研究对
象的数据，结果发现，家有宠物者患
肠易激综合征的比值比为1.26。比
值比是对发病风险的精确估算，等
于 1 表示某个因素对疾病的发生不

起作用，大于 1 则表示这一因素是危
险因素。

研究人员在参加今年美国消化疾
病周会议时报告上述研究结果。他们
认为，家有宠物的人，无论养猫、狗还
是鱼，比不养宠物或是把宠物养在居
室外的人都更容易患肠易激综合征。
英国《每日邮报》24 日援引研究人员
的话报道，尽管 1.26 的比值比不算很
大，但足以表明患病与宠物之间有联
系。研究人员目前尚不能确定主人易
患肠易激综合征的原因，但猜测宠物
排泄物、垢屑及携带的灰尘均可能与
此有关。

另外，研究人员目前尚不清楚哪
种宠物致主人患肠易激综合征的风险
最高。

宠物主人或更易患
肠易激综合征

新华社利马5月26日电（记者
张国英）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公
布的消息，秘鲁东北部当地时间 26
日凌晨 2 时 41 分（北京时间 15 时
41 分）发生 7.5 级地震，目前尚无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说，这次
地震震中位于秘鲁洛雷托省上亚马
孙地区，震源深度为141公里。

据当地媒体报道，秘鲁北部和中
部地区都有强烈震感。记者所在的首
都利马震感十分明显，许多居民在睡
梦中被晃醒，有人跑到街上。

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
地震多发国家。

2007年8月15日，秘鲁伊卡省发
生 7.5 级地震，造成约 600 人死亡、
1200多人受伤。

北部和中部地区震感强烈

秘鲁发生7.5级地震

（上接A1版）同时，市总工会在全省率先
建设职工创新创业基地，并设立了劳模
创新创业基金1000万元，最高单笔贷款
可达 100 万元，激励全市劳模先进带头
创新创业。目前，已建成职工创新创业
基地 21 家，其中 15 家被授予“常州市职
工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入驻企业超过
2000家，服务职工阵地面积超过10.6万
平方米，基地带动就业超过3万人。

市总工会还充分挖掘劳模资源，利
用互联网众包新模式，与江苏大学士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搭建“大学士”职
工实用技术转化平台，为企业技术需求
提供解决方案，让劳模和一线职工的先
进技术在最适合、最亟须的地方发挥作
用。平台上线至今，已有 21000 多名专
家入驻，递交需求 4000 多个，转化了
2000多个技术成果，实现技术交易金额
达到 4 亿元，真正实现了跨行业信息共
享、同平台技术互补，为创新创业提供技
术支持。 （市总宣 陈卓 秋冰）

市总牵头发放职工
创业贷款3亿元

（上接 A1 版）“光会扫，死做不行。扫
地也讲技巧，要学会与人沟通，遇事让
三分。”梅风云说，地段上有家单位，每
天需要清理大量垃圾。可一大早去清
理，总是发现垃圾堆得到处都是，清运
难度非常大。于是，她主动找到该单
位负责人沟通，希望他们能把垃圾集
中堆放，把保证环境整洁与减轻清运
压力的道理说清楚。经过几番沟通，
对方被梅风云真诚的态度所感动，欣
然接受了她的建议。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保
洁车、铁铲、扫帚、水桶，这是梅风云每
天的标配工具。凌晨 4 点多，她就会
准时来到工作地点清运垃圾，一天要
拖 6 至 7 趟，每天要运 3 吨左右垃圾。
梅风云说：“每天巡回在马路上，回头
看看清扫过的马路，就有一种欣慰和

成就感。这是我们环卫工人每天的作
品，付出再多也心甘。”

至今让梅风云最难忘的，还是2008
年的那场暴雪。每天凌晨3点多起床，徒
步赶到工作地，除完成扫雪任务，还要到
沿街路段和居民区查看日常清运点，因积
雪严重，电瓶车没法行驶，她只得用塑料
袋装垃圾，再运往装运站，工作量比平时
翻了好几倍，天天工作到晚上10点。尽
管又苦又累又脏，但从未有过怨言。

随着垃圾日产量逐年增多，垃圾中
转站工作日渐繁重，去年初，关河路转运
站人手紧缺。梅风云主动请缨，由清运
工转岗到转运站场地工，竭力维持好垃
圾转运站的正常秩序。

付出才有回报

“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这是梅

风云的做事准则。
2017年起，我市全面贯彻落实江苏

省263垃圾分类治理。梅风云作为黄峰
劳模突击队班组的核心成员，不仅与同
事配合自编自演小品《物以类聚》，还积
极参加志愿者活动，走进小区、学校等宣
传垃圾分类，让垃圾分类工作家喻户晓。

由于环卫工作的特殊性，18 年来，
梅风云没回过一次老家与亲人过春节，
甚至在公婆重病期间，她都无法在老人
身边尽孝。谈起这些，她眼角眨起了泪
花，心中总有许多不舍和愧疚。

如今，梅风云感到很满足、很幸福。
她家已在北环新村买了一套 60 平方米
的二手房。梅风云先后荣获省、市“五一
劳动奖章”和市劳模等称号，今年又获评

“最美常州人”。
常宣 周维娜 秋冰 高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