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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观

9月 19日，为期 5天的 2013中
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以下简称“中
阿博览会”）在宁夏银川收官。本次中

阿博览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宁夏回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巴林、

约旦、科威特、马来西亚、阿联酋等 67
个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

国香港地区的 7300多名官员、代表和
客商参加。

本次博览会经贸活动签约项目共

158个，签约金额 2599.01亿元。签约
项目涉及能源化工、新材料、装备制

造、清真食品、基础设施、物流商贸、文

化旅游等多个领域。实现了与国（境）

外合作，尤其是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

取得新突破，签订国（境）外项目 51
个，签约金额 980.99 亿元，其中与阿
拉伯国家合作项目 31个，签约金额
664.91亿元，成为双方经贸发展进程
中的又一座里程碑。从此次中阿博览

会的成功可以看出，宁夏回族自治区

作为中阿合作的“渠道”作用也再次得

到凸显，真正地做到了把“外面的引进

宁夏”和“让宁夏走出去”。

此次中阿博览会的成功又一次将

宁夏推向了国际大舞台，借助中阿经

贸论坛这个平台，宁夏在争取大政策、

引进大企业、启动大项目方面取得了

令人鼓舞的成绩。现在的宁夏，已经成

为西部大开发和大开放中最具活力、

最具人气、最具魅力的地区之一。

本次中阿博览会的一大亮点是

“节俭风”。 活动比上届增加了 14
项，各项经费却压缩了 20%以上；没有
鲜花装饰，不设主席台，不赠送礼品；

开幕式主会场背景墙多次重复利用；

取消了闭幕式；取消了晚会和宴请等

等。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把

办会与中央八项规定、与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的要求，引

入市场化运作机制，处处体现了务实、

高效、节俭和社会参与办会的清新之

风。让更多的资金和经费能用到体现

价值的地方，做到“支出一笔，是一笔”

绝不“胡花，乱花”，杜绝了奢华奢侈，

铺张浪费。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宁夏已经

为中阿之间合作共赢释放出巨大的

正能量。此次中阿博览会在完成历史

使命、完美收官的同时，又站在了新

的历史起点上，迎接新的机遇。秉承

着“中阿携手，面向全球”的主题，让

宁夏站在世界的舞台发展和进步。中

阿博览会的这一平台，加快了宁夏的

农业、工业、旅游业等等的重要经济

发展，带动了宁夏的经济贸易和人文

交流。宁夏以国际的视野、开阔的胸

怀、战略的思维，在更大的范围为国

内外的交流合作搭建平台，不仅要让

中阿双方受益，而且要让国内各个地

区、各个行业都能从中找到交流、合

作、发展的机遇。

一个个厚重的项目签订，一次次

发展的对话，牵起的是互利共赢的商

机，连接的是长远合作的友谊。

北京治污能力遭环保组织质疑
一场空气保卫战正在打响。

9 月 23 日，北京市环保局副局
长、新闻发言人方力在“北京市清洁

空气行动计划”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在未来五年全社会为治理大气需要

投入的资金可能近 5万亿元。
9 月 17 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

则》正式下发，提出经过五年努力，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重污染天气大幅度减少。力争再用五

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

气，空气质量全面改善。当日，环境保

护部发布了轻型汽车和砖瓦工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新标准。

就在同一天，北京市召开首都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动员大会，与各区县

政府、市委委办局、企业代表签订“目

标责任书”，以推动首都空气质量改

善。

此前，9 月 2 日，北京市下发了
《北京市 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
计划重点任务分解》通知，将从机动

车、工业、燃煤、扬尘等多方面治理大

气污染，涉及北京市 20余家企业。

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今年 1—8 月，北京市 PM2.5 浓
度为每立方米 93.2微克，而《全国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到

2017年北京市 PM2.5 年均浓度须控
制在每立方米 60微克左右。因此，今
后 5年，北京 PM2.5年均浓度要下降
5%以上。

不过，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

在动员大会上，北京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安顺表示，十几年来，北京 PM2.5
年均浓度仅改善 3%左右。而从国际
经验看，巴黎、伦敦等治理大气污染，

四五十年来年均浓度改善也仅在 2%
左右。因此，对于常住人口数量超过

2069万人、机动车保有量超过 535万
辆的北京而言，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

极大，要用硬措施来完成硬任务。

王安顺指出，未来 5 年，北京要
突出围绕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

减排、清洁降尘等四大关键领域，务

求取得明显成效。

根据此次重点任务分解要求，

2013年，在东南、西南燃气热电中心
投产运行的基础上，西北燃气热电中

心 4 台机组基本建成并投产运行 2
台机组，东北燃气热电中心主体结构

封顶；关停科利源热电厂燃煤机组，

大唐高井热电厂 4 台燃煤机组停机
备用；启动华能北京热电厂新增燃气

发电机组工程。2014年，西北、东北燃

气热电中心建成投入运行；关停高井

热电厂，国华、京能热电厂燃煤机组

停机备用。2015年，华能北京热电厂
新增燃气发电机组建成投产；关停国

华、京能热电厂燃煤机组，华能北京

热电厂燃煤机组停机备用。2016年，
关停华能北京热电厂燃煤机组。

也就是说，2016年，北京市将停
用全部燃煤发电机组，实现削减燃煤

共计 920万吨左右。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

发合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目前北京市的污染类型属于复

合型污染，其中煤烟型污染是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北京市要

从能源需求方面解决问题，通过节

能、改变工业结构、转变生活方式等

减少对能源的需求。

企业降产能压力大

按照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2016年将累计有 1200家污染企业退
出北京市。预计到 2015 年和 2017
年，北京市第三产业的比重将分别达

到 78%和 79%。根据首都功能定位，
北京市将制定高污染行业、工艺、设

备调整退出指导目录，加快淘汰污染

产能。2015年，北京市混凝土搅拌站
控制在 135家左右。2017年，北京市
水泥产能由“十二五”初期的 1000万
吨削减到 400万吨左右。北京市炼油
规模控制在 1000万吨。

在《北京市 2013—2017 年清洁
空气行动计划》中，金隅集团承担着

水泥压产的重任。签下责任状的北京

金隅集团董事长蒋卫平表示，金隅集

团积极发挥自身水泥窑协同处废的

环保产业优势，着力推进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计划在“十二

五”期间将水泥产能压减至 600万
吨，2017年前压减至 400万吨左右。

9月 13日，北京金隅顺发水泥有
限公司正式关停燃煤窑炉。年底前，

北京金隅平谷水泥公司也将完成停

产。这两家企业的调整，将使当地水

泥产能每年减少 150万吨，北京“十
二五”水泥产能压减目标也将在今年

年底提前两年实现。

北京北开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目前

大气污染防治相关行动对公司经营

没有影响，不过公司内部建议员工积

极为防治大气污染做贡献。

北京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副总经

理尹晓燕表示，作为北京市属大型国

有企业，京投公司将严格落实首都防

治大气污染工作的各项要求，采取强

有力的措施，严格执行行业各项大气

污染防治标准。

环保组织质疑

在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向媒

体发布的 2013 年 8 月份 74 个城市
空气质量状况显示，按照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8月份空气质
量相对较差的前 10个城市分别是邢
台、唐山、石家庄、济南、邯郸、天津、

衡水、西安、保定和廊坊。

不难看出，这 10个城市均处于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国际环保组织绿

色和平大气专家认为，在现有的政策

下，北京未来 5 年 PM2.5 浓度下降
25豫的目标肯定无法完成。

上述专家称，如果北京要实现在

2017年下降 25豫的 PM2.5浓度，根据
绿色和平的情景测算，需要在未来五

年京津冀地区煤炭总量削减 8000万
吨至 9000万吨，同时，将山西、内蒙古
未来的煤炭消费年增速控制在 2豫以
内，则可以如期或者提前完成目标。

在柴发合看来，“北京实现清洁

计划目标肯定是有难度的，”从十几

年来检测数据显示，要完成指标，需

要加快两到三倍的速度。“如何加速，

怎么加速，对北京而言是非常艰巨的

任务。”

从目前北京提出的措施来看，已

经把能列入的措施都加进去了。柴发

合认为，“如果京津冀及周边都能不

折不扣的执行行动计划，各方都努力

按期完成相应指标，北京可以完成指

标。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燃煤总量

并不算高，目前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燃

煤电厂的天然气改造，工业污染也非

常少，但是煤炭与工业排放依然贡献

了超过 50豫的 PM2.5。绿色和平认为，
这是和整个北京正好处在太行山以

东的地理位置以及区域工业分布过

密、燃煤电厂过密有关。

在沿海及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

治和煤电一体化的规划下，新建火电

厂将向晋陕蒙宁等资源地区转移。

根据绿色和平对区域燃煤电厂大

气污染模型测算的结果，在环北京经

济圈电厂污染排放存在非常明显的互

相影响。如果仅从北京空气质量的来

源来看，全国的排放以及相邻河北、山

西、内蒙古、山东、天津每排放一吨大

气污染物都会对北京产生负面影响。

不过，柴发合认为，火电厂西移

将对北京空气质量起到正影响。

“中国的底特律”在哪里？曾经令人引以为傲的称呼，如今

却变得充满讽刺。当地时间 7月 18日，美国著名汽车城底特
律宣告破产，虽然城市破产在美国并不是新鲜事，但在正经历

着产业布局大变动的中国，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中国，谁会成为下一个底特律？那些自称是“中国底特

律”和正准备成为“中国底特律”的城市，自然首先映入人们的

眼帘。

重庆：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底特律申请破产之前不久，重

庆市市委、市政府决定把重庆建为“中国底特律”。

其实重庆的这一构想酝酿已久。2012年，重庆市政府印
发《重庆市汽车工业三年振兴规划》，要将重庆打造成中国最

大的汽车工业制造基地。《规划》提出到 2015年，重庆整车产
能将达到 480万辆。若规划顺利达成，重庆成为中国的“底特
律”铁定无疑。

重庆欲成为中国“底特律”的决心不是喊出来的。为争取

上汽通用五菱第三生产地的落户，重庆与西安、成都两大“强

敌”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赛跑，最终脱颖而出。配套零部件企业

去年在重庆，也以近乎“一月一个新工厂”的频率，密集地在渝

拿地建厂。

动作不断的背后，既是商机，也有杀机。底特律靠汽车安

身立命，它把全美国几乎所有的汽车产业都集中在自己的地

盘上，然而，这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单一经济模式

在经济危机中暴露出其致命的缺陷：抗风险能力差。人们对重

庆的担忧也正源于此。

不过，汽车行业分析师张志勇告诉记者：“重庆的产业结

构与底特律有明显区别，汽车产业只是重庆产业发展的一部

分。”据记者了解，“十二五”期间，重庆市将为工业累计投入

1.5万亿元，重点振兴电子信息、汽车等七大产业。相比于底特
律只做汽车产业而言，汽车只占重庆整个工业产值的 20%，电
子产业也占 20%。未来，电子产业可能将上升到 40%，并且重
庆的服务业发展也颇具规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又不是

底特律，只是前路漫漫，谁也不能轻易许下一个未来。

广州：嫁不出的姑娘该找个新婆家

底特律要给世界装上轮子，而广州为了给中国装上轮子，

已经是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

无论是三大支柱产业，还是近年提出的十大核心产业，广

州都把汽车产业放在第一位。即使在新型城市化发展思路中，

也把汽车产业放在四大制造业的第一位。而这并非是广州的

本意，只是苦于一直没能找到替代汽车产业的巨型产业。

工业空心化问题犹如藏在广州地底的火山，随时都有可

能爆发。底特律汽车产业的空心化压力源于 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发生前后汽车工业的转移，尤其是来自于日本强劲的汽

车工业的竞争。而广州的汽车工业目前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包括因为能源短缺、城市道路容量有限、汽车尾气排放所导致

的环境污染、制造业工人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对汽车制造

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广州的重化工业高度依赖汽车工业，而

如果有朝一日汽车工业失灵时，广州又该去哪里寻找它的新

婆家呢？

过于倚重日系的汽车生产线，或许会成为广州汽车工业

失灵的导火索。当广州需要对汽车产业进行升级，比如发展新

能源汽车或混合动力汽车，又或者试图寻找汽车以外的支柱

制造业时，庞大的日系车厂可能会反过来对广州形成讨价还

价的压力；而受钓鱼岛争端的影响，中日关系也变得扑朔迷

离，日系汽车销量在华持续走低，日系车厂集体出走似乎离广

州越来越近。

“底特律们”的悲欢离合

不止重庆、广州，把底特律奉若神明的，还有长春、武汉等

城市。中国汽车发展的盲目性，其实就在这一个又一个的“中

国底特律”中体现出来了，而这其中最令人担忧的当属长春。

张志勇告诉记者：“长春喊得最早，对一汽的依赖太过严重，很

有可能出现底特律的下场，必须早作打算。”

中国的城市若真要向底特律看齐，由于有“不可能破产”

的逻辑支撑，其最终的后果可能远比破产可怕。在许多地方仍

然以 GDP论英雄的思路下，规模效益仍旧是最佳的选择，只
是表面上迅速扩产，但实际上投产很少，极易形成不良资产的

快速堆积。

汽车行业的分析报告显示，一线城市由于限购控制措施

和购买力大部分释放，汽车容量已经饱和。二三线城市也将出

现城市限购和消费饱和的双重利空。产能最后形成了，需求却

几乎停滞。而一旦产能不能开足，庞大的生产线、广袤的汽车

产业用地，又该何去何从？一些企业厂房闲置、车间空空如也，

产能过剩的端倪已经显现。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实习记者 谢育辰 李致鸿

中国城市的“底特律梦”

2013中阿博览会宁夏落幕
梁长年范瑞宁毛全宇 晏路 李玲玉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出台，北京签下大气治污“军令状”

底特律虽破产，但在地球的另一端，
多个中国城市却在做着另一个“底特律

梦”。它们会否步底特律后尘？

“

绿色和平组织称，现有政策下北京未来 5年 PM2.5浓度下降 25％的目标无法完成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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