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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从严打击的法治手段

国务院 6月 14日召开常务会议
部署大气污染防治，提出十条治理措

施。这是继去年年底环保部公布《重

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后大气污染治理提速的标志，也是决

策层力图以硬措施完成硬任务的政

策具体部署。

接下来的 6月 18日，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了两

高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解释，降

低了污染环境罪的量刑门槛，对环境

污染犯罪将实行从严打击。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

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解释降低

了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门槛，同时

从结果犯变成行为犯，只要有相应的

行为，就可以定罪。鉴于当前环境形

势、污染的情况非常严重，在某些地

区可以说是非常严峻，所以在司法解

释中着重考虑了从严打击。

“从严打击的政策是为了满足

现实的客观需求”，北京在明律师

事务所杨在明律师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 , 从新的环境污染刑事案
件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出，今后我国

环境立法将向“从严打击”的原则

倾斜。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今后环境污

染的法律环境无疑将进一步趋严。这

将增加诸如钢铁、化工、造纸等高污

染行业的环境治理和运行成本，相应

降低企业利润空间。

区域治理之路

“由决策机构确定北京、河北等

地空气质量目标与大气污染物控制

目标，协商确定各自的大气污染物减

排总量，监督其执行情况并审核执行

效果等，保障区域空气质量的改善和

达标。”国家 863计划“城市群大气复
合污染综合防治技术与集成示范”项

目牵头人、北京大学教授张远航认

为，应确定这一机构的法律地位和相

应的权力，同时在经济、交通等领域

协作，成立区域污染防治共同基金。

根据环保部的部署，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要建立和完善

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进

一步增强区域治污整体合力。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工程学博士

李勇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如

果这些新机制启动，将意味着传统的

环境管理思路要进行重大调整。比如，

河北今后要建一个燃煤电厂，就不能

自己说了算，可能必须听听北京和天

津的意见。但这些政策因为区域经济

发展利益的不平衡，也存在一定的执

行难度。李勇智认为，从长期来看，区

域协作是最佳办法，因为只有这样，外

部污染物的迁移才能得到有效控制，

整个环境生态才会发生根本好转。

区域协调战略在北京奥运会、

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期间就已

经运用。这三个城市举办大型活动

的时候，周边的城市也都采取了大

规模的治理措施，曾经取得过良好

的效果。

本报记者 陈玮英

承德沉重转身

（上接第一版）

治理好大气污染，要在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上下功夫。加强环境保

护，可以破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

有效推动产业优化和技术升级，培

育新的增长点，为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很多制造加工企业正在向“制造

+服务”的综合服务方向转型，企业

产品也向智能化、节能环保方向转

变，重化工企业比重日趋下降。还有

更多企业在化解过剩产能、推进技

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等

方面下大力气，取得了积极成效，显

然，转变发展方式是防治大气污染

的正确道路与途径。

治理好大气污染问题，要与加

快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把优化

产业结构与推进节能减排结合起

来，把提升企业竞争力与强化企业

节能减排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

发展环保产业结合起来，一方面要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严控高耗能高

污染行业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

产能、清理整顿违规产能、积极化

解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要加快调整

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发

展清洁能源、推进煤炭清洁。在世

界科技和产业调整变革中，绿色经

济、低碳技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成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

新平台。

解决大气污染问题，要加强科

技支撑，采用先进的生产和治理技

术。目前我国重点行业烟粉尘、硫

氧化物、氮氧化物的控制技术已经

非常成熟，部分技术已经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吸附回收、催化氧化、蓄

热燃烧、等离子体等 VOCs 治理技术

也已经在不同行业相继采用。火电

厂、水泥厂等采用氨作为还原剂的

氮氧化物净化装置，应根据烟气中

氮氧化物浓度，合理设置氨用量工

艺参数，防止投加氨过量逃逸，造

成二次污染。

解决大气污染问题，要制定更

加严格、完善的标准。标准问题极

端重要。对环境污染严重、污染物

排放量大的企业，应在国家排放标

准中规定特别排放限值或制定实

施严格的地方排放标准。尽快制定

工业烟 (废 )气中 VOCs、氨的企业排

放标准。研究制定适用于低浓度颗

粒物烟(废 )气的监测方法标准。积

极推进能源和气候变化项目，包括

制定并推荐石油天然气开采、石油

化工、水泥、航运等行业企业的温

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的标准。每个

企业都应该在恪守国家与地方政

府制企的防治大气污染标准的同

时，明确自己企业的标准。

解决大气污染问题，要强化环

境法治，创新健康的倒逼机制。通

过政策、法律等手段建立严格的倒

逼机制来让企业有压力感、危机

感。用倒逼机制去落实重大项目、

重大工作部署。建立倒逼机制，更

应该积极引导，唤醒企业道德良

知，让企业心理上自觉承担治理责

任。大气污染治理的健康机制要把

培育问责机制纳入到制度文化的

范畴，让企业在这种制度文化的引

导下，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责任与义

务，从被动治理到主动预防。才能

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使得大气污

染治理走上更加健康、更加科学的

道路。

主力至则众力并，众力并则万

钧举。企业在积极探索解决大气污

染和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征程中，要

走在前面，开拓创新，扎实工作，真

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

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

生产生活环境做出贡献。

在十面“霾”伏下，全国著名旅游胜地、皇家避暑山庄承德

没能独善其身。

5月初，河北省多地出现空气重度污染天气，11个设区市
中有 7座城市存在空气重度污染，其中就有承德市，首要污染
物 PM2.5指数为 224微克/立方米。中国的 PM2.5标准值为 24
小时平均浓度小于 75微克/立方米为达标。

作为正全力打造国际旅游城市的承德来说，这些是不应出

现的。因此，“承德现在的产业结构都需要节能环保技术来提高，

目前调结构转方式已成为承德经济发展第一任务。”河北省承德

市委副秘书长高永海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传统产业“黑又重”

2013年年初，连续数日，全国大部分城市受雾霾天气影
响，空气质量下降。1月 14日，河北省承德市 PM2.5的指数升
至 223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重度污染。承德市区各监测点的
实时指数显示，承德钢铁公司、国电滦河电厂等企业所处区域

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集中多家企业的承德市开发区为轻度

污染。

河北省的经济“过重过黑”，煤炭、钢铁、玻璃、建材，都属

于“三高一低”产业，即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附加值。“承

德也不例外。”

公开资料显示，承德处于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挤压地

带，成矿条件好，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矿藏 100种，目前已开
发 50余种。其中，探明的钒钛、钼、萤石储量分别居全国第 2
位、第 4位和第 4位，铅、银、铂、钯、磷矿储量居河北省首位，
是中国除攀枝花外唯一的大型钒钛磁铁矿资源基地。尤其是

铁矿资源，伴生钒、钛、磷等多种金属非金属矿藏，分布在各个

区域，品位数量在世界上举足轻重。

一直以来，承德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矿源。钒钛制品是承德

的龙头行业，承德经济总量的 50%以上都来自钒钛制品。同
时，承德钢铁产量达到 999.9万吨，几近千万吨，生铁产量达
到 1079万吨，矿业经济占到承德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

就是这些为承德带来 GDP的产业，如今让承德市感到有
些头疼。“这些都属于消耗资源，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业，承

德不能一直这么发展，所以急需用高科技的节能环保手段来

提升传统产业，提高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高永海急切地

说。

据了解，传统的钒渣提钒技术有钠化焙烧及钙化焙烧两

种，两种焙烧技术均存在焙烧温度较高、能耗大、钒提取率低，

产生污染性窑气且治理难度大等缺陷。特别是全流程的钒提

取率低，钒渣的伴生有价元素铬、钛不能被同时提取利用，过

程中的废水、废渣难以进行资源化利用，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

浪费。

事实上，作为承德的第三产业，依托钒钛磁铁矿生产的

钢、铁来发展的承德装备制造业，“可以这么讲，产品水平比较

低，也是高耗能，属于粗线条的，不是高精端的企业，因此也急

需在高科技企业的帮助下提升装备制造业的水平，达到节能

减排。”高永海坦言。

来自减排指标的压力

作为后发地区，承德市在河北省排位第九，经济总量等都

相对落后。因此，“承德必须以国家节能减排为主线，进行结构

调整方式转变。”高永海表示。

在此基础上，每年承德还需承担河北省政府下派给承德

市政府的节能指标，高永海告诉记者，“承德的很多企业原来

就是资源型企业，本身就是高耗能的，自身减排压力就比较

大，即使承德不发展，实现‘十二五’减排指标比‘十一五’减排

指标降低都很困难，更何况承德还需要发展。”

“有增量就有消耗特别是二产，就有耗能，就需要减排，我

们是在增量基础上要比‘十一五’指标减少，所以这是承德政

府的首要任务，要发展经济就要研究如何减排，首先需要研究

上项目，研究上项目还要研究减排。”高永海如是说。

对于落后地区，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发展。高永海告诉记

者，目前承德市的压力非常大，承德市委提出，要与河北省、全

国同步实现小康。“中国小康指标肯定是统一标准，现在承德

的指标标准与国家差距非常大，所以承德主要研究发展尤其

是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快中求进。”

现在上项目首要条件就是环保，“项目再好，只要有污染

并且不能治理的坚决不上。”高永海无奈地说，承德距离小康

社会发展还有很大距离，城镇居民、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小康水

平差距都很远，每年需要两位数字增长，才能保证 2020年与
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因此必须节能环保。

打造国际旅游城市主要从环境角度出发，高永海表示，

“如果环境不好肯定不行，所以要求承德必须打造承德生态环

境，包括承德的山庄外庙、承德区域环境等，都得按照国际旅

游城市的生态要求来打造，因此需要承德通过节能环保技术

来达到产业绿色环保水平。”

6月 21日早晨 5点 30分，家住河
北省邯郸市邯郸县的韩老先生准时出

门晨练。

作为这座中国著名钢铁城市的居

民，一份全国大气严重污染城市的排

名，让他不得不开始重视他呼吸了大

半辈子的邯郸空气。

6月 19日，环保部发布了 5月份
全国 10个空气质量最差城市，其中有
6座城市出自河北，韩老先生所居住的
邯郸市榜上有名。

山雨欲来

邯郸市空气不好，对于土生土长

的邯郸人来说，从上世纪 60年代开始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1960年前后邯钢成立了，随后陆
陆续续的冶金、电力、煤炭、建材之类

的企业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邯郸矿

物资源多，我们这的峰峰矿区就是以

煤炭出名的。印象里，总有各种企业的

大烟囱冒着黄烟、黑烟。”韩老先生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讲起邯郸的历史。

“已经小半年没有晨练了，空气太

差，出门晨练对身体有坏处没好处，但

是最近很多检查组都下来了，环保部

门也在重点抓大气治理，情况虽然没

有变得很好，但是总比原来强得多。”

韩老先生说。

邯郸县是邯郸市工业企业较为集

中的区域之一。

记者在该县采访期间，正值阴雨

天气，从早上开始天一直都是灰蒙蒙

的，分不清是雨天的关系还是大气污

染的表现。但是，该县田地里略显黑乎

乎的庄稼似乎印证了大气污染的事

实。

记者走访期间，随机采访了数位

常住居民。他们均向记者证实，该区域

污染较严重。

“在（邯郸县）户村乡工业区落户

了不少企业，有哪个是不污染的？只是

多少而已吧。”

“要说污染严重的那肯定是煤化

工公司了，他们厂子炼焦炉升上来的

大黑烟，跟礼炮差不多，一大团一大团

的。”

“我们原来都喜欢站在自己家门

口和邻居边吃饭边聊天。然而，这些年

粉尘都飘到了家中，我们也不敢在露

天的地方吃饭了，不敢在院子里晒衣

服。家庭条件好的村民就把院子用遮

阳布罩起来，条件不好的只能把屋门、

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

“我们附近的村庄，哪个不是空气

被污染、水质被污染、土地被污染，附

近地里的庄稼不是绿的，都是黑的。”

记者提出为什么现在看不到黑

烟的疑问，得到的回答是：“上边有检

查团来”、“最近一年环保局抓得比较

紧”。

记者从邯郸市环保局了解到的情

况印证了上述村民所述真实性：从

2012年 5月 1日开始，邯郸市开始了
共 8个大气污染综合整治重点区域的
专治行动。上述工业区所在的邯郸县

就是重点治理区域之一，其他区域分

别是：复兴区、武安市、峰峰矿区、涉县、

磁县等。

矿区生态

2013年 4月，邯郸市峰峰矿区召
开大气环境污染综合整治“集中攻坚

月”动员大会，26个部门“一把手”向区
委、区政府递交工作责任书，签下治污

“军令状”。

“攻坚”“军令状”等字眼，从侧面

讲述了这场特殊战争的艰难。

峰峰矿区作为资源型老工矿区，

多年工业发展带来的结构性污染，尤

其是大气环境污染一直是该区常住居

民关注的热点问题。

北涧沟西村的一位村民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顺祥焦化离我们村

不足一公里，对村庄污染的影响很严

重，早上一开房门，院子里一股煤焦油

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们村院子里

什么都不敢晾，晾了全是煤灰。直到前

几个月，情况才算有好转。”

记者在峰峰矿区周边村镇走访时

了解到，村民对焦化企业的污染深感

厌恶：“我们这没有一家焦化厂是不污

染的，污染也没人管，不管是建厂时间

长的还是建厂时间短的，家家都排烟，

多少年一直都这样，环保局也不管。听

说今年市里抓的严了，情况开始好转

了，但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最好市里

一直严下去。”

记者从峰峰矿区居民的口中得

知，污染情况得到改善是从今年春天

开始的。

“今年 猿月底，我们区开展了一次
大气污染治理的动员大会，我们接到

的明确指令就是，取缔非法企业摊点

301家，对 17家重点企业实施料场棚
化、仓化，完成 60个烟粉尘治理项目
等。同时，由区委书记、区长任指挥长，

16个区级领导参与的大气污染综合整
治工作指挥部也正式成立了。全区一

共 82个部门全部上阵，实行分包路
段，划定区域，像我这个队里的队员，

基本是一人住到一家企业去，负责监

督企业整改项目的进度。”峰峰矿区环

保局一位李姓队长接受记者采访时如

是说。

在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

厂区内，记者见到了已经搭好钢铁构

架的棚化、仓化项目。“这是我们厂最

后一个在建的原料棚，其他几个都已

经建好，料渣棚化的建设，主要是为了

减少和防止料渣中粉尘的二次污染。”

该厂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道。

邯郸求变

在河北省境内，邯郸市的空气问

题不是孤例。

2013年上半年，河北省会石家庄
曾连续 14天出现雾霾天气，创下近 远
年来的最长时间纪录。

“河北省好几个城市都出现这种

现象，表面上是大气环境污染严重，实

际上就是经济结构、能源结构的不合

理，要想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必须

要大力推进节能减排。”邯郸市环保局

一位李姓工作人员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说。

邯郸市是一个典型的重资源工业

型城市，截至 2012年底，在这个总面
积 1.2万平方公里的辖区内，仅钢铁企
业一项就高达 963家。

在以经济增长贡献论英雄的标准

下，土木煤炭交易市场荣誉纷至沓来，

生意蒸蒸日上。而这些好消息对当地

村民来说却正好相反———那边生意越

好，他们要承受的污染就越严重。

目前，邯郸市投入 13亿元，出动
执法人员 2万余人次、执法车辆 5000
余辆次，重点项目已完成 409项；清理
取缔小白灰、小石料和小煤场 251个；
10家企业完成料场仓化、棚化任务，26
条（段）道路已全部开始整治。

“我相信，今年年底之前，能让你

看见邯郸的改变。一定能！”这位环保

局的李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邯郸换气难题

邯郸是一个典型的重资源工业型城市，截至 2012年底，在这个总面积 1.2万平方公里的辖区内，

仅钢铁企业一项就高达 963家，改善空气质量难度可想而知。 CNS供图

本报记者 江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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