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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调查

河北省作为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省份，空气质量问题已

成为头等大事。9月 12日，河北省出台了《大气环境污染防

治 50条》，就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提出了更高要求。

就在从上到下都在大力预防整治大气污染的同时，河北

个别县市企业却做出了与环境整治政策相背离的行为。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持续接到对河北邢台多家企业

违规排污的举报，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在环保部近期

公布的全国空气质量城市排名中，邢台屡获倒数第一。 针对上述三家大型企业违规偷

排废水废气的情况，记者曾多次向

邢台市环保局进行反映。邢台市环

保局工作人员表示，企业排放废气

和废水都必须经过严格监测，达到

国家排放标准后才可排放。邢东热

电排放的浓烟是经过监测合格的，

不会对大气和人身造成伤害。

该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如果

记者想要采访环保局对这些企业的

监管情况则需拨打环保

局的举报热线，由

环保局的执法人员

前去调查处理。

邢台市环保局

工作人员称，大气

中的二氧化硫含量直接影响着空气

质量，无论是煤电企业还是化工企

业，如果在没有经过监测的情况下

肆意向大气中排放废气和粉尘，将

会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对

于邢台钢铁和建滔化

工的偷排情况，工作

人员表示他们将

尽快对此事进行

核实。

河北建滔焦化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建滔化工）位于河北内丘

县大孟镇，是一家生产甲醇、醋酸等

化工原料的企业。同时也是河北省、

邢台市、内丘县，省市县三级政府联

合招商引资而来的企业。

9月 14日当天，邢台的空气质
量污染指数为 261，属于重度污染。
记者从邢台市区出发沿 107 国道一
直北行，进入邢台县管辖区内时，就

能感觉到空气污染严重，呼吸也有

些困难。继续前行到内丘县境内时，

记者看到天空已是灰蒙蒙一片。

在距离建滔化工数公里外，便

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一股刺鼻性的

气味。来到建滔化工门口，记者看到

数辆等待运送焦炭的大型货车已经

排起了长队。一名司机告诉记者，他

经常来这里运焦炭，对于企业的违

法排污情况他也多少有些了解，当

记者欲向他详细询问时，这名司机

便起身离开不再与记者交谈。

随后记者从附近村民的口中了

解到，建滔化工经常会在夜里通过

烟囱偷排废气和有毒气体。同时他

们还通过厂区内的一个暗道向厂区

东南方向排放大量的废水，造成附

近的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对于建

滔化工对村民们造成的损失，村民

们表示，他们并没有领到过一分钱

9月 13日上午，根据举报线索
记者又来到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邢台钢铁）附近进行走

访。在该企业附近，记者并未发现企

业通过烟囱向空气中排放大量浓烟

的现象。难道是举报线索出现了问

题？记者在毗邻企业的几个村庄进

行了走访。

百虎村位于邢台钢铁正南方。记

者在该村采访时，村民告诉记者，邢

台钢铁自建厂以来就经常排放大量

的废水和废气，排放的废气和粉尘给

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

有村民还告诉记者，这一两年

来邢台钢铁不在白天排放污染物转

而到了晚上偷排。“基本上都是凌晨

1点到 3点偷排废气和粉尘。”村民

们说，下夜班回家的家人曾不止一

次看到从邢台钢铁烟囱里冒出的滚

滚浓烟，而排放的浓烟还会产生一

种刺鼻性的气味。因为受不了空气

污染和难闻的气味，该村近年来已

有不少村民相继搬离。“就剩下我们

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还在这儿饱

受困扰，实在是受不了。”该村一名

70岁的老人无奈地向记者哭诉说。
邢台钢铁始建于 1958年，属于

国有参股的河北省大型企业之一，是

全国最大的优特钢线材专业生产企

业和国内品种最多的线材企业。近年

来，邢台市委市政府经过深入考察研

究，提出了“还青山绿水，走生态发展

之路”的口号，目的就是为改变邢台

的大气生态环境做出努力。

张艳平本报记者 于浩实习生 罗雪峰

9月 12日上午，记者根据举报
来到位于邢台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内

的冀中能源邢东热电厂（以下简称

邢东热电）进行实地采访，邢东热电

是世界 500强企业冀中能源集团的
下属单位。

在距离厂区 2 公里外，记者便
清楚地看到从邢东热电烟囱中排出

的滚滚白色浓烟。10分钟后，记者来
到邢东热电门口近距离观察厂区烟

囱中排出的浓烟，发现浓烟中还夹

杂着一些黄色烟雾。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对于邢东

热电排放浓烟的情况，他们曾多次

找过企业反映情况，但最终都不了

了之。村民们认为，邢东热电排放的

黄白色浓烟对他们的身体产生了一

定损害，他们怀疑所排放的浓烟未经

过相关环保部门检测，污染指数超过

国家规定的标准。“从这个热电厂建

厂开始，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就没断

过，经常是黄白色浓烟，现在还好点，

以后天冷了冒出的浓烟会更多而且

还发出声响。”村民们告诉记者。

记者在邢东热电附近的辛庄村

采访时，很多村民称热电厂排出的

浓烟使他们深受其害。他们告诉记

者，辛庄村一半以上的村民家都经

过改装将整个院子罩了起来。“以前

经常是一层层厚厚的粉尘，院子里

根本不敢晾晒衣服，现在罩起来照

样还有白色的粉尘落到院子里。”

在与村民的交流中，记者注意

到地里的蔬菜上有白色灰尘。村民

们确认这种白色灰尘就是从邢东热

电的烟囱中排出的，这些灰尘附着

在蔬菜上严重影响了蔬菜的正常生

长。

据了解，邢东热电厂最初还与

辛庄村达成过环境污染补偿协议，

每年都给村里一定数额的补偿费。

但据村民们回忆，补偿费也只给了

两年，至今他们已经有七八年没有

领到过一分钱的补偿费。而对于热

电厂排出的浓烟粉尘是否对村民饮

水产生影响，村民们均表示自从热

电厂排放废气以来，村里水塔里的

水就不如以前清澈，至于是否跟排

放的烟气有关村民们并不知情。

记者试图以附近居民的身份进

入邢东热电厂区深入了解情况，但

门卫阻止了记者进入。在与门卫的

空气最差城市邢台：多家企业依旧违规排污

衡水化工企业遭围堵停产：
产能迁移引发新矛盾
本报记者 张艳蕊

邢东热电：黄白色烟雾数公里外可见

建滔化工：刺鼻气味绵延数公里

邢台钢铁：凌晨偷排废气气味难闻

市环保局：监测合格不存在偷排

沟通中记者了解到，邢东热电长期

通过烟囱向大气中排放黄白色浓

烟，供暖期排放的浓烟要比现在多

出几倍且不时发出声响。

补偿。

记者在附近村民的指引下一路

向南，在建滔化工东南方向的田地

中发现了一个隐蔽的流水道，村民们

证实这就是建滔化工此前的一个排

污口，前段时间停过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开始启用了。记者看到这个排污口

流出的水还算清澈，但却能明显的闻

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对于建滔化工排

放污水对农作物造成的影响，村民们

都很生气，但更多的则是对相关部门

没有督促管理的无奈。

相关舆情专家指出，东北助剂

被围堵事件，已成为“邻避效应”又

一种新形式，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社会进步，人们对于环保的意识越

来越强烈，各地为了追求 GDP 增长
而破坏环境已经催发了环境群体性

事件，为避免高发期的到来，落后产

能转移将被倒逼。

据介绍，作为一个舶来词，邻避

是 NIMBY 的音译和意译的整合，这
是一句口号“Notinmy back yard”
（不要在我家后院）的缩写。意思是一

个地方的居民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等一系列风险从身边驱逐出去；或者

不允许这种风险进入自己的家园，欲

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总之是对为害

一方的环境问题或风险，表达强硬的

拒斥态度，并为此付诸行动。

对此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指

出，西方发达国家解决“邻避效应”通

常有三个措施，一要有补偿，不管威

胁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二要有选择

机制，比如说项目的选址必须有 3个
点以上；三要有包容的决策机制，让

各个地方选出来的代表到现场，由项

目方对项目进行“倒拍卖”。

工信部副部长苏波近日透露，

国务院关于产能过剩的治理方案行

将出台，大幅减少行政干预，规范市

场准入将成为政策亮点。行政审批

既不能解决行业发展问题，也不能

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从某种程度上

讲，正是部分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

为名，加剧了产能过剩。

（实习生罗雪峰对本文亦有贡献）

东北助剂化工有限公司创立于

1952 年，2002 年由沈阳整体搬迁到
武强县，该公司主要生产橡胶助剂和

防老剂等系列产品，出口欧美、东南

亚等国家。

王洪洲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村民围堵造成厂

区停产，国外轮胎生产厂家因东北助

剂迟迟不供货甚至准备提出赔偿要

求，公司损失惨重。

据武强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王建利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东

北助剂是与河北省环保厅联网的在

线监测国控企业，他坚持认为公司

COD、硫化氢、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
物排放达到国家标准。在东北助剂

厂，王洪洲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出示

了政府部门核发的排污许可证，他表

示工厂内的污水经过厂区统一处理

后，向外达标排放，其称工厂外排污

水均达标，不存在污染问题。

武强县环保局办公室主任葛岭

也证实，武强县环保局和献县环保局

对此还进行了联合检测，结果显示，

污染物排放达到了国家标准。

但是，对于记者提出想看一下检

测结果时，却出现了值得玩味的一幕。

武强县委宣传部王建利及环保

局负责接待记者的葛岭先是让记者

去献县环保局查看，当记者坚持表示

想双方数据都看一下时，葛主任又表

示，他们的检测数据是内部数据，不

能作为法律依据，所以才不愿意给记

者提供。在记者一再坚持下，他才勉

强同意带记者去县环保局查看。

经过了近 5个小时的沟通与等
待，记者终于被带到了县环保局。刚

坐下，葛主任竟然递过来一个小条

儿，上面是几个数据。他同时向记者

解释，因为记者一定要看，所以他们

临时安排人把数据写下来了，同时表

示，因为是内部数据，不具备法律效

力，所以拒绝记者拍照及抄录。

《中国企业报》记者随后查阅的

环境保护部（环函〔2008〕157 号）关
于环境监测数据公开范围的有关问

题的解释显示，环保部门在处理信

访事项中形成的监测信息是否能够

公开，应遵照《环境保护工作国家秘

密范围的规定》及地方有关保守国

家秘密的规定。如涉及国家秘密，不

得公开；如不涉及国家秘密，可依申

请公开。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以

及后续的跟踪关注中注意到，此次围

堵事件发生至今，武强县政府部门采

取了较为有效的措施，使得事件各方

均保持了冷静和克制，未曾发生任何

激烈的冲突。

9月 6日，相关部门已经对东北
助剂查封、断电。同时，以县政府公

告形式向村民做出承诺，除了回应

村民诉求、核实农作物受损情况并

组织赔偿之外，最为关键的两条是

“对企业停产整顿，不达标不开工，后

续问题不解决不开工”；“经权威机构

“不要有污染的金钱，只要有尊

严地活着。”8月 29 日，《中国企业
报》记者来到东北助剂厂门口，见到

的是附近 11 个村的村民将写着这
些字样的纸板悬挂在简易凉棚上。

“应该是报应吧，如果不是今年

雨水大，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化工厂

污染了我们几个村赖以生存的河

水。”围堵村民中一位普通话比较好

的村民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情

况，7月底的一场大雨，附近数个村庄
的农田被淹，而被淹的 1600余亩玉
米，在 10余天内迅速枯萎，基本绝收。
“有十几只羊喝了东北助剂排

放出的污水就死了。”另一村民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说。为了证

明水的毒性，当地村民将两条活蹦

乱跳的小鱼放入从浅水沟采来的水

样中。不到 50秒，两条小鱼就死亡
了。而实际上此时水沟中的水已经

被大雨稀释过了。

附近村民与东北助剂累计 10
余年的矛盾就此爆发。

“闻的是臭气，喝的是脏水，我

们已经忍受了 10多年了。”围堵在
厂区门口的一位村民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抱怨，最近几年每到半夜，

总能闻到东北助剂排放出的废气味

道，夏天必须关闭窗口，呼吸“憋

气”，甚至在白天都能闻到从厂区飘

来的废气味道。小流屯村里其他村

民与附近的几个村村民也众口一

词，他们形容这种废气“类似动物尸

体腐烂或臭鸡蛋”的气味，这里也成

了有名的“癌症村”。

在村民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提

供的一份最近三年内患癌症和因癌

症死亡的名单上，记者看到，这 59
名患癌或因癌死亡人中，主要以肺

癌和胃癌为主，五六十岁为患癌和

死亡高发年龄段，而在这个年龄段

中女性占比较大。此外，据媒体记者

入户调查结果显示，还有多位村民

称因家人患癌正在治疗，不敢告知

本人病情所以不方便接受采访。

村民随后又将《中国企业报》记

者带到了村民怀疑的东北助剂排污

口。记者在现场看到，东北助剂的排

污管线走向基本与一条农田小路相

同为东西走向，附近村民为排出农田

内积水，在小路两边横向挖了数条排

水沟，这些排水沟的深度在 20—30
厘米左右，不过就在此深度却能看到

东北助剂的水泥排污管线。

沿着这条管线走向，记者发现

这条管线的拐弯处为一口砖混结构

会诊检测后，按照

有关程序和政策

依法处置，对企业

该 关 闭 坚 决 关

闭”。

9月 8日，衡水市环保
局、武强县环保局在公安局

和公证人员的陪同下，再次进行水样

提取，送北京检测。

资料显示，东北助剂原名沈阳新

生化工厂，是中国首家促进剂企业，

后更名为沈阳东北助剂化工有限公

司。当年公司的总工、现在沈阳某国

家机关干部回忆说，上世纪末，因为

公司设备不能满足“一控双达标”要

求而停产，技术、设备全部转让。

而如今的东北助剂相关负责人

的说法则是，原沈阳东北助剂化工有

限公司通过地方招商引资，以与衡水

大陆化工有限公司合资的形式，于

2002年整体搬迁到河北武强工业园，
所有的管理、技术人员和设备也全部

迁到河北。

这 家

历史悠久、获得过多

项荣誉的企业搬迁

到武强县以来，依托

衡水市橡胶加工产业发达的区

位优势，公司迅速发展壮大。

企业也为周围的农民提

供了工作机会。据了解，附近村庄里

大约七八十人在工厂上班。对于当地

政府来说，除了提供就业机会以外，

东北助剂也是当地的利税大户，对武

强县的财政收入贡献很大。

一方面厂方停产损失难以承受，

一方面村民坚决要求工厂搬迁，而当

地政府将如何在纳税大户与民意之

间追求平衡？

的窖井，这口井的井盖已被掀开，距

离井口数米的地方就是一条沟渠。

东北助剂武强分公司总经理王

洪洲称，该公司的排污管线都有专

人寻护，他认为村民围堵厂区后，又

把排污管线的井盖掀开。

对此说法村民并不认可。武安

庄村一位聂姓村民认为，这口砖混

结构的窖井在上次大雨之后就被厂

区排放出的污水冲开，记者在现场

看到从东北助剂排污管线的井口到

数米外的沟渠之间有明显的流水冲

刷痕迹，痕迹呈黑色油污条状带。由

于这条沟渠与武安庄村相连，村民

怀疑此为羊被东北助剂污水毒死的

证据。

村民围堵，化工厂被迫停产

环保局敷衍，政府、企业无解

邻避效应考验产能转移

停

停

停

王利博制图

近日，在位于衡水市武强县与沧州市献县、泊头市交界处 307国道

旁，东北助剂化工有限公司（简称东北助剂）大门口，从 8 月 15 日开始

被附近 11个村的 200多名村民们 24小时围堵，企业被迫停产。政府、

企业虽尽力沟通，但是，村民们始终不相信政府和企业的承诺：污染能

够控制到他们满意。村民们铁了心地要求拆除生产设备。

东北助剂作为当地纳税大户、大型跨国公司供应商，面临着 2002年

从沈阳迁入衡水以来的最大一次生死存亡危机，矛盾爆发的背后是产

能转移面临的新难题。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强化环境

监管，严禁落后产能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