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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本报记者徐丽艳/文

本报记者 张龙 /文
1954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席卷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和江苏等省市出现了重度气象干旱。这场旱灾对企
业有怎样的影响，国际上有什么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企业和政
府在未来需要做哪些工作？本报记者 6月 1日就此采访了中
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郑风田
教授。

郑风田指出，企业要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首先应该加强
抗灾减灾的意识，同时要把有效预防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资源
管理结合起来。

企业缺少防灾减灾常设机构

《中国企业报》：此次长江中下游发生旱灾对于企业有怎
样的影响，目前中国企业的防灾减灾能力是怎样的现状？

郑风田：这次发生旱灾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地
区水资源相对丰富，被称为是“鱼米之乡”，此次旱灾直接导致
了农林牧渔业的损失，这些地区的企业以往都是在筹备如何
防汛，今年的大旱导致部分水产企业出现了停产的现象。

而一些工业企业，现在受旱灾的影响较小，因为工业企业
大多集中在城市，城市里目前还能保证基本的用水量，若是旱
情持续的话，城市里工业企业的用水矛盾也会凸显，这些企业
也会出现减产、停产的现象。

另一方面，也有部分企业能抓住灾害救治和恢复重建中
出现的商机，创造出新的经济效益。根据中央一号文件决策部
署，政府力争今后 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 2010年高
出一倍。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水利投资是 2000亿元，这意
味着今后 10年年均水利投资额将达到 4000亿元。根据预测，
未来 10年的水利投资将达到 4万亿元。这笔巨额的投入，对
大规模水利设施和水电工程、水电设备和施工材料以及能源
环保行业受益较大。

就现在企业防灾减灾能力来看，自然灾害的发生在时间
和空间上呈现跳跃性的特点，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的管理层、
决策层以及员工灾害风险意识淡薄，而且这次旱情地区还主
要发生在以前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这些地方的企业没有
把旱灾风险预防纳入到企业的政策目标和核心议程之中。这
样造成的后果是发生了自然灾害，企业才成立临时机构，组织
紧急的抗灾救灾工作，缺乏常设机构对自然灾害风险信息进
行综合整理和预报，防灾减灾能力比较差。

向以色列学习用水技术

《中国企业报》：旱灾不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灾难，在国际上
有什么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

郑风田：说到抗旱，就不得不提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不
足 2 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国家，60%是缺少水源的沙漠地
带，就是这样一个以缺水著称的国度，现在已经是全球水技术
的先锋。

以色列北邻加利利湖及地中海，而南部则是干旱的内盖
夫沙漠，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上世纪 50年代，以色列开展了
大规模的调水工程，将水从丰美富饶的北方输送到干旱贫瘠
的南方，每年约 20亿立方米的调用水源供给南方沙漠农业、
居民饮用水、电力等多个领域，实现了内盖夫沙漠的可持续发
展。

如此缺水的国家，其水资源利用的技术却是最高的。以色
列的水资源回收利用率高达 75%，居世界首位；开发的滴灌技
术使农业用水效率达到 70%—80%；20%—50%的工业废水经
处理后用于农业灌溉，最大程度地节约用水。

中国可以向以色列学习该国的用水技术，进一步提高水
资源的利用率。

一些国家越来越重视水资源的利用，同时也有很多企业
在增加危机意识，一些跨国公司把水资源的运用当成是其战
略考量的必要条件。

跨国饮料巨头可口可乐 5年前也遭遇过旱灾，几年前，印
度地区受干旱困扰，当地居民和环保组织认定是可口可乐的
过度开采造成了水资源短缺，可口可乐因此被迫关闭了某些
灌装工厂。

水资源的开发与其市场紧密相连。为此，可口可乐提出要
减少饮料生产中的用水，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循环利用饮
料生产过程中的用水以及通过在当地开展相关项目补充社区
及大自然的水量。

根据可口可乐中国区提供的数据，可口可乐中国系统
2008年比 2007年用水效率提高了 9.4%；节约用水 16亿升。
政府应启动企业救灾机制

《中国企业报》：现在这场旱灾还在继续，以后也有可能出
现更大的水资源紧缺问题，如何应对这样的灾难是各方需要
反思的，请问一下，企业和政府在未来需要做哪方面的工作？
郑风田：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首先要强化自然灾害风险意

识与重视程度。在自然灾害频发并成为企业常态环境的当下，
要彻底转变企业以往那种侥幸心态，将防灾纳入企业战略，使
之转换到适应当今自然灾害风险环境的角色中来。

第一，要强化企业的危机意识，“重排轻储”的治水思路必
须要改。湖北、江西等地正常年份由于雨水偏多，这些地区很
多企业治水思路主要集中在排涝，也就是说把有限的资金主
要用在了如何在下雨时赶紧把水排走，不要形成洪涝。这种治
水思路对付雨水多时很有效，但却相对忽视了雨水季节平衡
问题。

同时，要有防范意识。积极参加财产保险，合理转嫁和分
散风险。通过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转嫁自然灾害的风险
责任。

第二，企业要提高资源管理水平，把有效预防机制的建立
和完善资源管理结合起来。企业需要实行多元化战略、加强员
工培训、开发环境友好技术、提高环境管理水平等。

第三，在企业选址的时候，应该加强选址的投资项目预
算。企业选址时，不仅需要把物流、原材料、劳动力等经济因素
考虑进去，同时还需要考虑自然灾害风险因素。如果已经选定
并已投资在灾害地带，则应考虑逐步迁址至安全地带，或者根
据业务需要在其他安全地区增设分公司,分散选址投资风险。

而对政府来说，每次灾害来临，中央财政设立了救助补偿
资金主要解决灾民吃、穿、住，但是并未对受灾的企业救助进
行专门规定，政府在救助居民的同时，也要启动企业救灾机
制，对大、中、小企业按比例分配，以便这些企业能够更快地恢
复生产，步入正常经营轨道。

在面临节能环保约束时，企业的环境战略定位不是由主
观愿望决定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决定企业环境战
略定位的基本因素，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污染治理技术水平，
另一方面是企业污染排放带来的外部惩罚预期。有效的政策
外部惩罚措施，能够迫使企业更好地实现内部技术改良，合理
利用资源，避免以后出现更大的资源危机。

旱灾，牵动了长江中下游部分
企业的“水神经”。

号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水资源，已经成为大多数用水大户
企业战略考量的必要因素。

作为用水大户，地处长江沿岸
的武汉钢铁 (集团 )公司相关负责人
向本报记者表示，公司未雨绸缪，
把节水作为了公司转型升级、节能
减排的一项工作内容，并积极开展
废水循环利用，这次旱灾并未给武
钢造成实质影响。

自2005年开始，武钢自筹资金
3.8亿元相继建设北湖和工业港污
水处理厂。北湖厂区于2007年竣工
投运，处理能力每小时8000吨，每年
可减排COD（化学需氧量）1200吨。
工业港厂区于2009年8月竣工投运，
处理能力每小时10万吨。这些废水
全部用于武钢炼钢生产线。

在武钢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
区，今年以来降水达50年来最低水
平，主要江河累计来水量较多年同
期偏少一至七成，鄱阳湖面积仅为
同期 1/10，创历史最低，洞庭湖区部
分早稻绝收。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
源配置研究室主任谢新民表示，虽
然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都缺少水资
源战略，但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
整，必须要走节水型企业的道路，
尤其在水资源比较紧缺的地方，要
用先进的工艺来减少对水的需求，
这也是企业水资源战略最基础的一
步。

可持续：灾前的先见

据了解，2007年至2009年，武汉
市万元GDP取水量由149立方米下
降至83立方米，降幅接近五成。工
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由84.6%提高到
87.1%，节水型企业（单位）覆盖率
从不足1%提高到24.3%。

武钢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前武
钢吃过旱灾的亏。今年的旱灾，由
于有提前的部署，武汉全市也做了
节水工作，武钢受旱情影响并不明
显。

据了解，2007年至2009年，武汉
市万元GDP取水量由149立方米下
降至83立方米，降幅接近五成。工
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由84.6%提高到

87.1%，节水型企业（单位）覆盖率
从不足1%提高到24.3%。

去年，武汉市水务部门启动高
耗水企业便利直通车服务，55家大
企业用水量占全市工业企业用水量
的58%，“直通车”服务帮助这些企
业新增节水能力约5000万立方米。

上述武钢相关负责人说，武钢
在建设了污水处理厂后，还配套建
设了中水回用管道，吨钢耗新水量
降低为3.85立方米，远低于国家取
水定额标准。

去年的西南5省旱灾，至今仍让
昆明钢铁集团的工作人员心有余
悸。

为此，昆钢专门成立了节能减
排中心，让昆钢在特大旱灾面前能
处变不惊，未受到损失。

据昆钢节能减排中心环保部副
部长张庆介绍，昆钢加大了对生产
废水循环利用的步伐。为彻底解决
焦化废水化学需用量严重超标的老
大难问题，公司投资2000万元引进
先进技术设备，通过对焦化废水进
行微波设施深度处理，使水质最差
的焦化废水达到了循环回用要求。

截至目前，昆钢本部已建成59
套水循环利用设备、3套废水回用
设备和1套水源净化处理设施，并
全部投入使用。昆钢本部片区废水
回用量已达每年 5500万立方米。
2009年，昆钢本部生产作业每小时
新水使用量从2309立方米降到目前
的1676立方米；污水重复利用率指
标从2009年的97.17豫提高至目前的
98.01豫；吨钢综合耗新水量从2009
年的每吨 4.35立方米降至目前的
3.23立方米。

有专家表示，企业从自身经济
效益出发进行节水是相对容易实现
的，节水不但能提高企业的利润，
还有利于自身的转型升级。
在印染行业，节水已经不再是

口号。江苏省水利厅的一项调查显
示，节水是减轻印染行业环境压力
和降低企业成本的关键。近年来，
印染企业的能耗、水耗占成本的比
例由过去的40%左右提高到60%至
70%。

长江下游的无锡海江印染有限
公司2000年以前生产用水全部取用
地下水，在意识到了节水的重要性
后，海江公司实施了以净化地表水
替代地下水工程，投入了285万元资
金，开挖容积达2000立方米的地表
水沉淀池，建成日处理能力1万吨
的工业水厂。

目前，工业水厂年取地表水150
万立方米，除供应本厂50万立方米
左右的工业用水外，还供应周边6
家企业约100万立方米。

“我们这么做，每年可节省水资
源费120万元左右，多余的水还可以
卖给周边企业。如果用地下水，我
们的厂子早关了。”该公司总经理
郭新民说。

此外，此次旱灾也让一些节水
设备企业看到了商机，一位节水设
备生产商表示，今年4月份以来，订
单明显增加。

目前全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不到55豫，而发达国家则为75豫至
85豫。随着水危机加剧、水价上扬及
政策调控，耗水企业将注重建设水
循环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据统
计，仅全国2000多家大型酒厂的污
水处理工程，就有几十亿元的市场
空间。

避灾战略：被遗忘的风险

调查结果显示，52%的中小企
业备灾计划并不到位，38%的受访
企业从未想过制订备灾计划，28%
的企业称备灾不重要。

灾害在给企业带来伤害的同
时，也带来了警示。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
万事者，不足谋一时。许多中国企
业的危机管理主要针对于经营方
面，对于自然灾害的防控目前几乎
还处于空白状态。
一份针对100多家企业的调查

显示，尽管超过半数的企业声称设
立了灾害应急机制，但仅仅停留在
防火一项上。

有专家表示，在灾害面前，没有
应急预案、不合理的生产布局、缺

乏长远转型规划将对企业造成致命
的打击。

该专家称，在这次旱灾面前，水
资源的战略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但
在中国，水资源战略的落地仍然不
容乐观。一方面，相对低廉的工业
水价，让企业负责人很容易忽视用
水成本；另一方面，平均寿命只有3
年的中国企业，受限于资金、设备
和技术，大部分连节水都做不到，
更何况实现“水资源战略”。而污水
处理、与社区水量的互动等，更是
回报期较长的投资，如果没有法律
法规的约束，大多数中小企业都会
选择逃避。
由于没有应急预案，湖北省洪

湖市的水产业显得有些狼狈。洪湖
市水产局办公室主任曾继参表示，
截至目前，洪湖水产养殖业直接经
济损失近5.3亿元。
湖北省三大水产品加工企业之

一的德炎水产，偌大的工厂一片安
静，没有开工痕迹。

德炎水产公司行政部经理熊正
祥表示，今年以来，德炎水产为扩
大小龙虾经营规模，从山东、江苏
等地招聘了1700人。但受干旱影响，
大部分员工闲置，公司劝退转厂
1000名员工。
“为了安抚员工，公司每周组织

员工看2场电影，周末组织打篮球
和羽毛球。”熊正祥说。

赛门铁克公司公布的《2011年
中小企业灾难准备调查》显示，虽
然面临风险，但大多数中小企业仍
是在经历了灾难或数据泄露之后才
重视备灾工作。数据还显示，缺乏
备灾意识会让中小企业付出高昂代
价，甚至面临破产的风险。
该调查结果显示，52%的中小

企业备灾计划并不到位，38%的受
访企业从未想过制订备灾计划，
28%的企业称备灾不重要。
有专家表示，不可否认的是，许

多企业并没有建立整套的灾害管理
机制，以至于灾难到来时，只有“束
手无策”。与更加懂得如何应对处
理危机的全球性公司相比，中国有
任何危机管理计划或系统的企业几
乎为零。在这方面，除了电力、电
信、供水等国有大型企业保留有计
划经济时期的预警计划，多数民营
企业则是一片空白。

谁来救济企业？

目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保
险赔偿比例占灾害事故损失中的
30%—40%，而中国保险业起步比
较晚，目前只占到 5%—8%，适合
中小企业特点的保险产品缺乏，

投保面不大。

“他救”显然没有“自救”来得及
时。

灾备专家汪琪表示，中国企业
应当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做好防
灾预案。
事实上，日本很多企业都有灾

难恢复预案。例如，丰田汽车公司
很早就建立了名古屋港发生地震后
的备份运输路线和应急体系，改变
平常的零部件和成品车的物流路
线，改为东京和大阪的港口，确保
地震等灾后的业务持续。

另外，有些企业的灾备预案不
仅针对企业内部，还包括对整个社
会的救助，比如三得利公司在遍布
日本大街小巷的自动售货机上都装
有相应软件，一旦灾难发生，自动
售货机就会停止收银，用于救灾。
此外，美国“9·11”恐怖事件惊

醒了很多企业。在“9·11”之前，很
多企业认为，制定恢复预案、进行
灾备建设是杞人忧天。但“9·11”之
后，很多企业都开始重视、加强灾
备建设。企业更关注整个供应链，
关注危机公关、危机通讯，关注组
织架构及人员保障等等，这使得很
多企业的灾备建设真正进入到业务
连续管理阶段。

对于中国企业的灾害预案建
设，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会
长黎友焕表示，全国性大企业，比
如石化、供水、供电、通信这类企业
都有一整套明确的应急预案，在前
几年的洪水灾害、南方冰雪灾害和
四川汶川大地震中，这些企业行动
及时，比如一些通信企业在地震第
一时间就立刻调度地面通信车，这
样的反应速度，即便与欧美企业相
比也是很快的。
但是，也有些企业没把应急预

案纳入日常管理中，这些企业应加
强防灾意识，把应急预案成本纳入
管理成本。

与此同时，有专家表示，随着灾
害发生越来越频繁，政府应制定法
律，启动救灾保险机制，保险公司
应开展针对企业的自然灾害保险业
务。

目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保险
赔偿比例占灾害事故损失中的30%
—40%，而中国保险业起步比较晚，
目前只占到5%—8%，适合中小企业
特点的保险产品缺乏，投保面不大。
据测算，目前中国财产保险的

承保能力相对于自然灾害的损失而
言依然不足，尚未形成能够抵抗重
大风险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中
国一直以来的救灾做法，都是在灾
后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帮助
企业重建。无论是政府、国际国内
捐赠机构，还是企业本身都有着极
大的负担，并未形成完善的救灾体
系。

石家庄经济学院财务处会计师
郭兰英认为，企业灾害救助基金管
理监督机制还未形成。一直以来，
企业的灾后重建基金都未有统一的
机构进行系统管理，不免造成资金
利用不足，专款专用的原则也未完
全得到贯彻，难以对企业的灾后重
建工作起到重要作用，使得本来就
困难重重的工作难上加难。因此，
建立企业的补偿基金管理监督机构
势在必行。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配置研究室主任谢新民表示，虽然中国

的绝大多数企业都缺少水资源战略，但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必须要走

节水型企业的道路，尤其在水资源比较紧缺的地方，要用先进的工艺来减少

对水的需求，这也是企业水资源战略最基础的一步。

跨越旱灾：企业样本
郑风田：
企业防灾应多管齐下

废水回收处理系统在钢铁、化工等行业正得以推广。建设节水
型企业，成为企业水资源战略的重要内容。 CFP供图

关注长江中下游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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