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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石家庄放晴，举目可
见白云蓝天。 河北省空气质量自动发
布系统的数据显示， 全省 11 个城市
空气质量均达到良以上级别，其中石
家庄、保定、张家口、承德、唐山、沧
州、廊坊 7市达到空气质量优级别。

但是，环保部一个月前公布的空
气质量报告显示，5 月份的全国 74 个
城市中，石家庄空气质量指数再度垫
底———此前的消息披露，十大污染城
市河北占据七个， 除石家庄市外，邢
台、唐山、保定、衡水、邯郸、廊坊市一
起被列入黑名单，一举成为中国最大
的污染源，亦是北京雾霾难散的重要
原因。

相关资料显示，在各类污染物的
初始排放源中，“外来输送”为第二大
污染源， 对北京 PM2.5 的贡献率为
19%。对于河北来说，一方面乐于享受
承接北京重化工业创造的经济政绩、
财政收入、社会就业，一方面又不满
北京转移过来的大气污染。

“白天懂了夜的黑”
近日，欧盟环境委员会委员乔纳

兹·珀多尼克（Janez Potocnik）在为期
两天的北京之行中表示，中国可以在
不牺牲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治理环境
污染。

6 月初发布的《2012 年环境状况
公报》中，全国空气质量的监测数据
不再一如既往地“喜气洋洋”。 环保部
有关负责人坦言， 由于我国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的空气质量标
准，加入了 PM2.5 等监测指标，全国
113 个环境重点城市中， 空气质量能
达标的城市从过去的 88.5%下降到
23.9%。

这意味着， 新的监测指标改变
后， 能达标的城市由多数变成了少
数。 以今年来空气质量屡居倒数第一
的石家庄为例，截至今年 5 月 29 日，
该市空气质量达到优良的天数只有
12 天。

2013 年春节前后，灰霾污染多次
袭击中国大部分城市，环保部的数据
显示，全国有 23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面积和 6 亿人受到影响。

2012 年年底，国务院批复了《重
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
划》，要求空气污染较重的京津冀、长
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 到 2015 年，
PM2.5 的年均浓度要下降 6%。这就意
味着，为了实现国务院的目标，地方
政府必须尽快拿出减排方案。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到任不久
便调研石家庄的大气污染治理。 石家
庄市环保局有关人士说，市委主要领
导 2013 年在本地报纸上的相关批示
多达 22 次，“几乎逢会必提石家庄环
保工作，我们环保局完全没有休息”。

其中毗邻北京的保定，遭受不少
指责。 保定市长马誉峰坦言，距离北
京 180 公里， 首都的外来污染保定

“功不可没”。

艰难的治理
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012》

显示，2011 年， 河北省排放的大气污

染物占据京津冀地区三大类主要大
气污染物的 77%到 90% 。 河北省
2011 年的煤炭消费达 3.07 亿吨，是
京津冀地区的 80%。 燃煤发电约占
其中的 1/3。

科学界已经证实，造成灰霾的元
凶主要是 PM2.5。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
长庄志东说，就北京而言，形象地说，
PM2.5 有 3 个来源：60%是“烧出来
的”；15%是“飘出来的”；还有 25%是
“扬出来的”。

公开的数据也显示，京津冀地区
煤电厂耗煤量从 2006年到 2011年增
长了 43%， 煤炭的总消耗量增长了
36%， 而这一增长几乎全部都发生在
河北省。

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治理严重
大气污染在内的生态环境建设，被提
到了“保命”的高度。 2012 年雾霾弥

漫，河北各市都对污染企业亮出了红
牌。 石家庄 12家钢铁、焦化行业重污
染企业全部限产或停产，所有环保设
备保持与生产同步运行率在 98%以
上。 邢台、唐山等市也相继对重污染
企业下达限产或停产的指令。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
一五”期间，在强力治理下，全国二氧
化硫浓度和排放量有了明显下降，但
是由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
有机物等污染物排放总量依旧巨大，
许多污染物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再
次生成二次 PM2.5。

环保部一位专家表示，高端制造
业（如新能源汽车等）都跑到北京、天
津， 河北只能引进重污染企业落地，
产业升级急需加速前行。

北京市环保局的专家也承认，河
北重工业占 GDP 的比重比北京高很
多。 2012年，河北省全年生产总值达
到 26575亿元，位居全国第六。支撑这
份成绩单的是当地能源消耗量的迅
猛增加和重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 如
果产业结构突然进行调整，将影响河
北省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社会就
业等。

为实施联防联控，北京、天津市
与周边的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
地展开了磋商，推动建立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合作机制，在区域排放总量控
制、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联合执法监
管、重大项目环评会商、环境信息共
享、PM2.5 污染成因分析和治理技术
等方面全面加强合作。

河北环保厅副厅长殷广平说，与
其说河北要为北京的蓝天作出牺牲，
不如说，要用老百姓对蓝天的期待来
倒逼河北产业的转型，当然作为经济
后发地区，产业的转型需要国家在宏
观政策和资金方面的帮扶。

《中国企业报》获悉，2012 年石家
庄市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573.2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1800.2 亿
元，实现利润 558.6 亿元，石家庄已经
投入的 18 亿元巨资也许只能算作今
后全市治污历程中迈出的一小步。 有
媒体消息指出， 为了这场大气污染攻
坚战 ， 石家庄预计 3 年内需投入
218.68亿元。 这也只是 10项大气污染
治理工程的初步预算，新列项目另计。

庄志东介绍说，周边对北京的污
染传输一年平均为 25%左右，如果重
污染天气情况下，可能会更高。 当然，

北京的空气污染也会影响到周边城
市。

7月初，空气质量监测评价技术
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来自美国、
意大利、 日本和法国等国家和地区
的技术专家和环保部门负责人，就
各国大气污染物的来源分析、 监测
评价体系、标准建立、治理措施、污
染物变化趋势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和
探讨。

产业升级困局
近日，北京市环保局和河北省环

保厅签署了《2013 年至 2015 年合作
协议》，双方将按照“统筹推进、联防
联控、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
积极建立京冀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合作机制，共同推动京冀区域整体环
境质量加快改善。 但也有专家认为，
区域的联防联控涉及地方经济的转
型， 远不是一个环保部门所能协调
的。

其实，为了 2008 年的奥运会，从
2005 年开始， 北京市进行了产业升
级， 淘汰或转移了大批污染性企业。
当 时 北 京 大 气 污 染 的 两 大 污 染
源———首都钢铁厂和北京焦化厂，分
别被转移到了唐山市的曹妃甸开发
区和海港开发区。

接下来，北京拉开了产业转移至
河北的序幕。 过去近十年中，北京一
机床铸造车间、北京内燃机总厂铸造
车间、 北京白菊公司洗衣机生产基
地、北京汽车厂等均转移到了河北的
保定、廊坊和沧州等地。

当时值得一提的是， 奥运期间，
京、津、冀、晋、蒙的污染企业都停工
了一段时间， 而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奥运会结束后，又恢复原样。

殷广平回忆说，当时河北先后关
停了 3 批使用燃煤的企业， 损失很
重。

如果要拉动河北产业结构升级，
也并非容易的事。《中国企业报》记者
了解到，今年 1—4 月，石家庄全市规
模以上高新企业同比增长 23.4％，已
经高于传统产业增速，但是这样的好
消息并不能代表河北的全局。“产业
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对于
亟待清新空气的京津冀人民，调整的
过程可能会显得很漫长。 ”有关人士
如此表示。 （下转 T03 版）

30 年的经
济高速增长让天
空开始变得“阴
沉”。 无奈，北京
纷纷把污染企业
迁到郊外， 但生
产过程中的灰尘
又飘了回来。 在
经济增长与环境
恶化的挤压中，
政策难以拧住飘
忽不定的空气。

“

河南淅川不仅是亚洲最大人工淡水湖丹江口水库 56%水
域所在地， 也是我国当前最大水利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渠首所在地， 淅川县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扮演着无可替
代的角色。然而，在如此重要的区域，近期却出现山石裸露、草
木难长、水土流失等“石漠化”现象。“淅川土地‘石漠化’如不
及时治理，导致山地水源涵养能力差，会影响丹江口水库水质
和使用寿命！ ”淅川县林业局副局长贾先强如是说。

危及丹江水质

淅川县林业局材料显示，淅川县的马蹬、盛湾、寺湾、大石
桥、滔河、老城等乡镇是淅川土地石漠化重灾区，而且以上乡
（镇）均位于丹江口水库周围或丹江上游，如果石漠化得不到
有效治理， 肯定将对丹江口水库水质和使用寿命造成严重影
响。

记者在丹江河上游的大石桥乡采访， 沿途看到不少土地
石漠化现象，尤其在赶往荆巴岭村路上，公路两边峭崖陡壁，
岩石林立；远处山上岩石裸露、寸木不生，光秃秃的山岭在强
烈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山脚下，高低起伏的青色山石，在
风刮日晒之下，好似“秦始皇兵马俑”中一个个俑头。

据记者观察，在其岩石中各个石头缝隙之间，即使偶尔能
看到极少的土壤，也只能长一些稀疏的小草，比较大的绿色植
被却很难生存。

那么，淅川县“石漠化”到底怎么来的呢？淅川县林业局退
耕办罗主任介绍说， 石漠化区域基岩均为石灰岩， 因属岩溶
地，雨水漏入地下，导致土壤缺水，影响植被存活，加之雨水冲
刷，使水土流失，基岩裸露，砾石堆积。

另外，上世纪 50 年代末，全国各地大炼钢铁，位居内陆地
区的淅川县也不例外， 村民们把山上大部分树木砍光当柴火
烧掉。 之后，当地山上就开始出现水土流失、岩石裸露和植被
大量减少的“石漠化”现象。

由于石漠化造成耕地减少，库区人均耕地不足 0.8 亩，有
的人均耕地甚至不足 0.3 亩；由于人地矛盾突出，导致部分居
民上山开荒种地，造成山上树林被毁；水源枯竭，其水源涵养
能力差；而且“石漠化”导致淅川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 1200 多
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 220 万吨；大量山地“石漠化”和水土
流失，导致当地土层变得更加贫瘠，微量元素流失，这不仅影
响农业灌溉用水，而且造成人畜饮水困难。

“祸”及南水北调水源

有关专家分析，土地石漠化将意味着土地退化、土壤少、
贮水能力差、岩层漏水性强，由此引起缺水干旱，尤其是夏季
大雨导致严重水土流失，使这些地方极易形成山穷、水枯、林
衰、土瘦的恶性循环。

根据专家分析，土地“石漠化”首先影响丹江口水库水质。
淅川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水源头， 丹江库区绿化状况直接
影响南水北调源头水源涵养、水质净化，关系着京、津、唐等北
方地区人民生活用水质量。石漠化造成水土流失，将直接影响
丹江口水库水质及水库安危。

其次，土地“石漠化”影响水库使用寿命。 有关部门统计，
丹江口水库在淅川流域面积达 2616 平方公里，占总流域面积
的 56.9%；而且 1960 年至 1979 年的 20 年间，丹江库区总淤
积泥沙 89715.5 万立方米，平均年淤积 4486 万立方米，如果
按这样的淤积速度，库容为 124 亿立方米的丹江口水库，其未
来使用寿命大约为 161 年。若情况如此，当前大规模的南水北
调投资回报将不堪设想。

从地理位置上讲， 丹江口水库位于我国水域主干道及最
大水系———长江上游，其防洪蓄水作用十分明显；如果上游水
库周围“石漠化”严重，将进一步引发丹江口水库泥沙淤积，造
成水库库容减小，然后将直接波及下游长江防汛防洪。

此外，土地“石漠化”导致当地水源涵养能力差，山上植被
退化，每年进入冬春季节，石漠化山区水源枯竭，不仅影响农
业灌溉用水，而且造成人畜饮水困难，甚至引起丹江口水库氨
氮超标。

呼吁企业投资参与

当前，治理“石漠化”最好的办法、也是传统的办法就是封
山育林、人工造林，以此还原山脉植被；然而，在石漠化严重
的、贫瘠的山上，进行人工造林所付出的代价难以想象。

据有关业内人士测算， 绿化每亩荒山成本 4000 元左右，
保守的说每亩也在 3000 元左右；那么，淅川县 200 万亩石漠
化荒山要取得彻底治理需要 60 亿元资金。如果从政策层面上
讲，淅川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每年可以争取国家扶持
资金，但其每年扶持的资金非常有限———简直是九牛一毛。

不过，河南省内一权威专家认为，要想根治土地“石漠化”
问题，需改变过去传统思维模式，应该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
多元化投资方式， 积极吸纳外来企业投资， 更多注入民间资
本，实行“谁造林，谁管护，谁受益”的造林办法，鼓励外来企业
和更多的投资者积极参与，大力发展生态林业，恢复当地生态
植被。

同时，应呼吁社会民众关注，吸引更多企业家和投资者关
注“石漠化”现象、关注南水北调水质，确保京津及华北地区人
民饮水健康。

河南淅川石漠化
亟待企业参与破局

京津冀治污困局：
利益博弈影响联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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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显示，在各类污染物的初始排放源中，“外来输送”为第二大污染源，对北京 PM2.5的贡献率为 19%。 CNS供图

仅靠一个县的力量，彻底根治丹
江口水库上源“石漠化”，恐怕是一个
相当漫长的过程。

+ 邛

十年中，首钢、北京一机床、
北内、北汽等企业迁出

邛
河北承接转移
成全国最大污染区

河北大气治污
五年需投
5000亿

河北要求

实现北京蓝天
产业深度转移

同时，削减
6000万吨
钢铁产能

1.淘汰落后产能补贴
2.产业升级税费减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