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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9 月 12 日，国务院发布《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十条措施力

促空气质量改善（以下简称《大气十

条》）。《大气十条》提出，经过五年努

力，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

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

转。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

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

改善。

具体指标是：到 2017 年，全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

2012 年下降 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
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

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 25%、20%、
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
浓度控制在 60 微克 辕立方米左右。
《中国企业报》记者就《大气十

条》的影响采访了厦门大学中国能源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

林伯强认为，这是近几年来力度

最大的文件，“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与其说是一个环境方面的

污染防治条例，倒不如说是一个能源

方面的文件———哪些方面鼓励，哪些

方面限制，文件中都非常明确地提了

出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林伯强告诉记者，接下来，能源

领域会有很大的变化，会在一个过程

中慢慢摆脱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记者注意到，《大气十条》里讲得

更多的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

大气治理。对此，林伯强表示，这有点

像当初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污染

转移的样子。

“当年，美国等发达国家向中国

污染转移时，恰好遇到中国的改革开

放，可以说双方是一拍即合，一个愿

打一个愿挨。这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一

种贸易关系，污染的转移是一种买和

卖的关系，用的是最便宜的价格，怪

不得人家。”林伯强说。

林伯强告诉记者，现在，中国的

东部走的是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

后治理，这条路子目前来看全世界也

都无法避免。中国的东部和西部也免

不了走这条路子，但东部和西部的关

系不是这样。东西部都是中国的一部

分，环境都同样重要。所以，在这个过

程中，政府就要考虑，在治理东部环

境的同时，关注西部的污染，在污染

的过程中同步治理，这点在美国和中

国之间的贸易中是无法解决的，但东

西部之间是可以解决的。

对此，林伯强预计，未来能源结构

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

在两方面：逐步实现天然气替代和西

电东送。天然气有限替代，东部逐渐不

上火电，西部大量发电，往东部送。

林伯强告诉记者，这样一来，一个

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东部污染向西部

转移。今后的 10年当中，西部应该是
一个加快污染的过程。“西部如果不注

意环境，再往哪儿转移呢？只能边污染

边治理。这点政府是应该注意的。否

则，西部还会走东部的老路。”

具体来讲，政府可以通过政策，

让更多的收益留在西部，“这里边不

仅是财政转移支付，还有能源价格调

节等，政府是有能力这么做的。”

林伯强预计，山西加大环境治理

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它离京津都比较

近，而内蒙古的煤可能会往西走。

林伯强表示，目前，中国煤炭的

消费比例大概是 70%，如果能降到
30%，对环境的改善就非常大了，世界
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煤的消费比例都

在 30%以下，大概 25%左右。“但要实
现煤消费的逐步下降，不是一年两年

的事，中国用 30 年能达到这个比例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大气十条》落地
未来能源结构或发生巨变
本报记者 王敏

节能环保企业将迎来发展机遇期。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周

长益近日向记者透露，在节能环保融资

绿色通道方面，目前已经有银行正在

做。工信部正在研究建立相关的基金。

但周长益并未透露该基金的具体

情况。

此前，周长益曾公开表示，要利用

税收、补贴、罚款、排污收费、排污权交

易等，建立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激励机制和政策环境，并建立节能环保

融资绿色通道，实施鼓励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产品出口的贸易政策。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巡视员冯良

指出，不久的将来，国务院对整个节能

环保产业发展的意见以及部门的分工

都会有明确的部署，“可以说环保产业

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迎来了难得的

历史机遇期”。

针对已经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周长益向记者表示：“工信部

参与了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的工作，

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具体的实施方案。”

有环保部官员预计，预计未来 5
年，大气污染防治投资共 1.7万亿元。脱
硫脱硝、PM2.5治理、监测网络建设等重
点领域投资 3500亿元，其中脱硫脱硝
新建项目投资 1350亿元。

有分析师称，这将给节能环保企业

带来数百亿元的市场空间。

周长益告诉记者，“未来，节能工作

将要实现三个扩展，第一，以前我们只

抓六大高耗能行业，也就是我们讲的

重点耗能行业，要扩展到所有工业行

业。第二，要从以前我们只关注重点耗

能企业，要扩展到所有的工业企业。第

三，要从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关注生产

过程中节能的问题，转向为不但关注

生产过程，更要关注我们向全社会提

供的工业产品、装备，尤其是耗能的产

品和装备，这样为全社会的节能来提

供保障。”

一是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减少多污染物排放。

二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三是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四是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

五是严格投资项目节能环保准入，提高准入门槛，优化产业空间布

局，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或环境敏感地区建设“两高”行业项目。

六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环境经济政策。

七是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严格依法监督管理。

八是建立区域协作机制，统筹区域环境治理。

九是建立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制定完善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妥善应

对重污染天气。

十是明确各方责任，动员全民参与，共同改善空气质量。

延伸

工信部：研究建立节能环保基金
本报记者 张龙

解读

《大气十条》不足：控煤缺乏约束性指标
本报记者 陈玮英

今年1月13日，全国大面积空气污染
指数爆表，到9月12日《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以下简称《大气十条》）颁布，时

间恰好是8个月。
《大气十条》提出，到2017年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PM2.5浓度分别下降25%、
20%和15%；地级以上城市PM10浓度到
2017年下降10%。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
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这应该是比较严格的。”国际绿色

经济协会节能委员会主任委员、朗德华

（北京）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专家顾问辛

小光这样评价道。

目前，北京市的PM2.5年均浓度在90
微克/立方米—100微克/立方米，远高于
发达国家大城市。

辛小光认为，现在全民参与的意识

比较强，但具体的效果还要以企业为主。

让路环保

进入2013年，环保压力与日俱增。这
从环保部门到企业检查减排工作的频率

可见一斑。

“过去环保部门也来检查，一般是一

段时间一次，但今年的检查频率明显高

于往年，而且是不定期的。”河北一家电

力公司相关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为了实现减排，公司已经计划关停两

台分别是20多万千瓦的机组。
上述人士称，伴随着机组的关停，一

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社区水、电、暖、燃

气要进行改造，有的机组公用系统需要

进行切改，1000余名员工需要重新安置
适合的工作岗位，同时，公司的组织机

构、运行模式需要变革等。

“如果是改进技术，需要除尘、脱

硫脱硝，一台机组改造的费用就近亿

元，两台大约就是两亿元，有些得不偿

失。”上述人士告诉记者，“为了实现环

保，体现企业社会责任，只能选择关

停。”

目前，我国电源结构仍以火电为主。

在电力装机中，火电占75%；在发电量
中，火电占82%。火电厂消耗的原煤占全
国煤炭消费量的50%以上，排放的二氧
化硫占全国排放量的45%左右，排放的
二氧化碳估计占全国排放量的30%以
上。

《大气十条》提出，到2017年，煤炭占
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到65%以下。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

消费总量负增长。

北京中力信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吴东巽介绍说，按照各地近日

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河北省的煤炭减量目标定为，到2017
年在2012年的基础上净削减4000万吨；
北京提出的是1300万吨减量目标；山东
则提出了2000万吨减量目标。也就是说，
在环渤海区域已经有7300万吨的燃煤净
削减量承诺。

技术整合

各地减排压力陡增，让环保企业有

些忙得不亦乐乎。

“目前从经济指标上看不出来，但实

际从工作量和项目上看确实是多了。而

且项目越做越大越做越深了。”辛小光表

示，原来只靠甲乙方契约，现在则有了第

三方。

“现在明显感觉各个地方政府在节

能环保方面的投入在加大，企业、政府都

已经行动起来了。”吴东巽如是说。

“但是，关键还要看各个省、市和各

个行业、企业，能否将行动计划落到实

处。”辛小光认为，“现在看来，企业所受

到的各方面的压力很大。”如果环保指

标超标，那么企业信贷就比较困难，这

从金融宏观调控上就形成了阻塞，所以

企业需要考虑如何结合市场驱动承担

企业的责任，形成一种机制。

在辛小光看来，5年内完成行动目
标，需要跨行业跨公司合作，集约化的

技术模式才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国十条中提到的技术创新，不是一两

家企业能够完成的，现在不缺技术，缺

的是技术的集成，在通力的同时还需技

术的整合。”

“因为就这么5年，如果从研发的角
度一点点做起，那5年很快就过去了，因
此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何把高新技

术应用到实际中，这对企业发展是关

键。”辛小光解释道。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黄玮主

任认为，我国空气污染问题的根源在于

对煤炭消费的过度依赖，通过控制煤炭

消费来抑制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扩张

以及其带来的大气污染，这对区域空气

质量改善可以起到关键作用。不过，“令

人失望的是在《大气十条》中，只说要控

煤，但并没有真正提出有约束性的煤炭

减量目标，只是留给各省自行承诺，这

最终可能会令空气质量改善的效力大

打折扣。”

王利博制图

“中国钢铁产量是超常的，淘汰落后产能至少还需

要 5到 10 年。”9 月 15 日，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在
2013中国钢铁技术经济高端论坛上表示。

而近日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采

取经济、技术、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前 1 年完成
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 21 个重点行业的“十
二五”落后产能淘汰任务。2015 年再淘汰炼铁 1500 万
吨、炼钢 1500 万吨。该计划同时提出：严控“两高”行业
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压缩过剩产能。

但今年钢铁业已开工项目达 510个，加上规划、在
建的，未来粗钢产能将达到 10.2亿吨。显然，徐匡迪的
看法显得更为客观。

环保部污染排放总量控制司司长刘炳江曾表示，

“为防止再次大面积出现雾霾天气，‘十二五’节能减排

要‘死磕’钢铁行业。”

环保问题仅次于资金链

宝钢董事长徐乐江向记者表示，对钢铁业而言，环

境保护问题，仅次于资金链这把刀，是钢铁业头上的另

一把刀。

目前，钢铁企业资产负债率问题严重。85家大中型
钢铁企业中，资产负债率在 75%以上的有 30多家，80%
以上的有 20 多家，还有一些企业资产负债率在 90%以
上。

徐乐江把环保问题和资金链问题并列，可见钢铁

行业环保问题的严重性。

在徐乐江看来，目前整个钢铁行业还没到最低迷

的时期，钢铁行业现在仅仅是进入到“深秋”季节，真正

的“寒冬”还没有到来。

环保问题不过关，在“寒冬”来临时，将有大批企业

倒在“环保门槛”前。

徐乐江表示：“必须把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作

为企业自觉行动，在环保方面不能心存侥幸，否则我们

部分企业很可能不是因为经营不善，而是因为环保违

规而被淘汰出局。”

唐山一家钢厂老板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政府对环

保的核查很严格，似乎有点动真格的架势。但有一定规

模的钢厂基本都会没事。地方政府不愿意和 GDP过不
去。

该老板认为，以脱硫工作为例，钢企上脱硫技术并

不积极，其原因还是因为“钱”荒。“一方面，成本高，另

一方面，核查紧。在资金与核查的两面夹击下，钢企匆

匆上马脱硫技术，效果如何，也就只能且行且看了。”

徐匡迪建议，中国钢铁业“去产能化”应行政手段

和市场化手段并用。首先，应依据国家环保标准建立钢

铁产能绿色认证和市场准入制度，不再将高炉和电炉

容积、钢材品种、企业规模作为淘汰落后产能的标准；

其次，在严格监管钢铁企业节能减排指标的基础上，根

据排放的高低征收阶梯环境税。环保不达标的大多是

中小钢铁企业，可考虑将环保税全部列为省级财政收

入，强化省级政府淘汰落后钢铁产能的主体作用。

高环保成本或压垮中小钢企

中国金属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王天义告诉记者，宝钢

等国内先进的钢铁企业吨钢环保成本在 100多元。
另据不完全测算，中国钢铁行业环保设施平均吨钢

运行成本约 55 元，宝钢等先进企业环保设施吨钢运行
成本约 100元，而落后产能通常在 20元左右。
“而钢厂进行环保设备升级，花费巨大，钢厂吨钢

环保成本高，只要没到撑不下去的地步，因此钢厂的积

极性要打折扣。”上述唐山钢厂老板称。

有媒体报道称，河北钢铁集团唐钢能环部部长苏福

源在一次行业会议上算了一笔账：要满足国家关于大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要求，1000 万吨钢的环保投入为
10亿元。按此推算，中国钢铁行业年产量为 7.2 亿吨，
环保投入就要达到 720亿元，而且这仅仅是大气污染
物排放的治理成本。

山东一家钢厂中层告诉记者，钢铁行业形势这么

差，高昂的环保成本压力会让很多企业受不了。

但国家对钢铁业环保问题的治理力度却正在加码，

意图加快钢铁行业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除了已经发

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外，环保部近日还发布

了《钢铁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徐乐江认为，钢铁业已经到了结构性调整时期，环

保和节能是解决钢铁业产能过剩的好办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第二研究室

主任周宏春认为，钢厂有能力处理好污染问题。并且，

钢铁节能环保有着良好的政策环境，既可以节能减排，

又可以服务社会，很有发展潜力。企业可联合地方政

府，在节能环保领域共建、共赢。

对企业而言仅次于资金链压力，
或推倒新一轮钢铁企业洗牌多米诺

本报记者 张龙

环境保护
成钢铁业新“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