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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投资的温州市综合材料

生态处置中心（以下简称生态处置中

心）的建设，温州最早的民营医疗废物

处置企业———温州维康医疗废物处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康公司）正面临

摘牌。

“我们做了 10多年的医疗废物处
置，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么说不让做

就不让做了呢。”维康公司董事长程德

崇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当初批准我们做医疗废物处置的

是政府，现在不让做的也是政府，民营

企业怎么没有一点话语权？”

有批文难落地
400万元前期投资打水漂

2002年 5月，在通过充分调查论证
后，维康公司向温州市相关部门提交了

建设温州市医疗废物处置项目的可行

性报告。经过多地选址和多次更改项目

用地之后，2003年 6月 9日，温州市发
展计划委批准同意“关于温州维康医疗

废物处理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的立项批

复”（温计审［圆园园猿］苑号）。该项目选址永
嘉县桥下镇梅岙村，用地 圆园亩，项目总
建筑面积 远园缘园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员缘怨源万元。

由于受非典的影响，造成该项目征

地困难，致使项目无法推进。另外，由于

圆园园源年 源月新颁布的《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技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

的出台，梅岙村的选址已经不符合《规

范》的要求。经过多方寻找，并经温州市

环保局、规划局、国土局的实地勘察，最

终又确定了温州平阳县桃源乡包岙村

为项目新址。

然而，2006年，平阳县人民政府向
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温州市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中心项目建设有关问题的请

示”指出，按照《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

规范》（环发［圆园园3］206号）和《危险物和
医疗废物处置实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原则（试行）》（环发［圆园园3］206
号）的规定实施，处置厂界和居民区、交

通干道的距离要 800米以上，征地、居
民拆迁安置、道路建设等共需要资金

12336万元。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该项

目最终被迫停了下来。

“前前后后花的费用不会少于 400
万元。”程德崇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仅平阳县项目就花了 300多万元，征地
就近百万，另外，请人勘察、设计、做可

行性报告以及请村民到全国各地的医

疗废物处置厂参观考察等。“全市各地

勘察的地方就有几十处，光这几年的过

路费就花了十几万元。”

审批制度下
企业话语权缺失

2006年 9月 21日，温州市环境保
护局、温州市卫生局联合下发《关于开

展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工作的通知》（温

环发［圆园园6］48号），通知要求从 2006年
11月 1日起，在各县（市）全面实现三级
以上（含三级）医院的医疗废物实行集

中处置工作，具体工作参照《温州市区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过渡方案》的有关规

定。维康公司又相继开展了乐清市、瑞

安市以及永嘉县三级及以上医疗卫生

机构的医疗废物的收集。

2008年 1月 8日，温州市益科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科公司）成

立。益科公司是一家具备医疗废物收

集、处置的企业，采用高温蒸汽消毒医

疗废物处置，年处置医疗废物 4000吨。
程德崇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这家有官方背景的企业的出现让我们

差点面临灭顶之灾。”2007年 10月 28
日，维康公司《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以下简称危废证）到期要换证，但环保

局有关领导口头要求要等到益科公司

试生产才能更换的指示下，维康公司直

到 2008年 4月才给予更换，但换证日
期显示的还是 2007年 10月 28日。

温州市环保局在给《中国企业报》

记者的回函中表示，不存在照顾袒护任

何一个医疗废物处置单位，目前能确认

事实是，温州维康医疗废物处置公司

2007年的换证时间为 2007年 10月 28
日。

2008年 6月 6日，温州市环境保护
局给维康公司下发了《关于采用高温蒸

汽消毒处置医疗垃圾废物的函》（温环

函［圆园园8］80号），来函指出：为加快我市
医疗废物高温蒸汽消毒处置设施建设，

使其达到试生产的负荷要求，早日完成

“三同时”验收，投入正式运行，经与市

发改委、市卫生局协调，决定从 2008年
6月 9日开始，你公司在温州市区收集
的医疗废物全部运送至温州市益科公

司进行处置。

“政府职能部门牢牢地把住审批

权，我们是一点话语权都没有，有的只

能被迫接受。”程德崇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

2010年 2月 8日，由于迟迟拿不到
危废证，温州市工商局吊销了维康公司

的营业执照。

国进民退
民企面临出局

2008年 12月 29日，温州市环保局
向温州市政府提交《关于协调解决全市

医疗废物收集处置有关问题的请示》

（温环［圆园园8］99号），建议废止 2005年
10月 10日颁发的《关于引发温州市区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过渡方案的通知》，

出台新的办法；并明确从 2009年 1月 1
日开始至 2010年底两年的时间，温州
市的医疗废物处置收集分两片：维康公

司负责收集温州市三个区的医疗废物，

益科公司负责收集温州市除鹿城、瓯

海、龙湾区外的各县市的医疗废物；从

2011年开始，温州市的医疗废物统一由
益科公司收集处置。

“这太不公平了，简直是欺人太

甚。”程德崇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自

益科公司成立之后，维康公司就把已经

在做的三个县的医疗废物处置拱手给

了益科公司，现在居然还要独占。

2012年 11月 22日，温州市副市长
王祖焕主持召开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

（［圆园12］193号），就温州市综合材料生
态处置中心项目建议进行了协调，会议

通过温州市环保局提出的上述建议。

温州市环保局的建议和温州市政

府的专题会议对维康公司和益科公司

的去向未做任何阐述。

王祖焕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温

州市建设生态处置中心是按照国家发

改委、国家环保部每个地区必须建设这

样一个项目的要求建设的，至于两家企

业的问题，当时应该有约定，具体要到

环保部门去了解。

温州市环保局在给《中国企业报》

记者的回函中没有做出正面回应，只是

说温州政府目前的考虑是建设一家既

能收集、处置医疗废物并所有手续齐备

的医疗废物处置中心，保障医疗废物长

期安全处置。

两家竞争的民营医疗废物处置企

业正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据知情人介绍，益科公司也在上

访。《中国企业报》记者联系益科公司董

事长林立，但林立以在外出差为由拒绝

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

解到，温州市综合材料生态处置中心项

目位于温州市洞头县，建设用地面积：

9.1486 公顷，规模为总处理规模
29950.5吨/年，总投资约 4.5亿元。

产业新兴产业民企受困审批面临摘牌

本报记者 钟文

纵深

企业被迫无证经营：温州医疗垃圾回收乱象
本报记者 钟文

温州医疗废物处置市场乱象环生。

2012年 10月 20日，温州市环保局
在向温州市政府《关于公投集团解决温

州市综合材料生态处置中心项目有关

事项的建议》中指出，温州市目前两家

医疗废物收集处置的单位，温州维康医

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维康公
司)仅有收集能力，温州市益科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科公司）虽然具有

收集和处置能力，但是规划、国土等手续

不全，于 2012年 10月 10日被鹿城区城
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责令要求拆除。

然而，就是这样两家企业，却承担

着温州全市的医疗废物处置。

“益科公司是一家有官方背景的

企业。”维康公司董事长程德崇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益科公司的两位

大股东都是市环保局的亲属。其中一

位是原市环保局局长金某的爱人，董

事长林立是原环保局监察室副主任缪

某的爱人。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工商部门益

科公司登记情况看到，两大股东分别

持有 38%的股份和 32%的股份。
对于股份一事，金某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他们早就退出来了。

“形式上退出并不代表真的就退出

来了。”程德崇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就算退出来了，领导干部的直系亲

属办企业也应该严肃处理。

“益科公司并未立项，温州市规划

局曾对其违法建筑做出拆除决定。”程

德崇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2012 年 10 月 20 日，温州市环境
保护局给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投

集团解决温州市综合材料生态处置

中心项目有关事项的建议》，给予益

科公司其厂房建筑暂时予以缓拆，等

该中心建成之后再拆除。温州市政府

分管副市长做了“暂不拆除的批示”。

2013年 8月 29日，浙江省环境保
护厅在给程德崇的一份《关于温州市

益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境信访事项

的补充复查意见书》指出，益科公司医

疗废物处置项目于 2008 年 2 月通过
温州市鹿城区经贸局项目备案，并于

同月经省经贸委确定。

“新建项目必须到发改委立项。”

温州市鹿城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监察大

队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

“2008年 10月 28日年审，环保局
再次发难。”程德崇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2008年 10月 21日，温州市环境
保护局下发《关于要求办理危险废物

许可证换发手续的通知》，通知要求维

康公司必须提供单位工商营业执照正

副复印件等 6项材料，这其实是针对
收集、储存、处置综合经营的企业的，

而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对于维康公司这样收集医疗废物

的企业只需要有防雨、防渗的运输工具

等 3项就可以。
2010年 2月 8日，由于迟迟拿不

到危废证，温州市工商局吊销了维康公

司的营业执照。

温州市环保局在给《中国企业报》

记者的回函中表示，根据《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必须提供

有符合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有关危险

货物运输安全要求的运输工具证明和

与医疗废物处置单位的有效协议，但

维康公司无法向交通部门提供有关危

险货物运输许可证和与医疗废物处置

单位签订的处置协议，无法正常换证。

2010年 2月 20日，温州市环境保
护局出具证明，证明维康公司至今负责

温州市区医疗机构的医疗废物收集工

作。有了此证明，2010年 10月 20日，维
康公司重新办理了新的营业执照———

温州市维康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并

在此之前的 2010 年 9 月 13 日领取了
温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局颁发的《道路运

输许可证》，2011年 12月 2日，领取了
温州市环保局颁发的《危险物经营许可

证》。

至此，在经历 3年之后，维康公司
终于重新领取了《危险物经营许可证》，

而在这 3 年间，维康公司被迫无证经
营。

观望了大半年，手持煤炭经营许可证的贸易商们仍

在等待，他们在等许可取消后政府所给予的补偿。“取消

许可证早有听说，就是一直没看到具体文件，也没看到取

消后的配套措施。”从事煤炭贸易的杨先生如是说。

“对于他们，能有补偿更好，其实成本早就收回来

了。”一家煤炭企业相关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

两个证只是煤炭企业众多证件之一，“取消了，仅仅是少

跑了一两道手续而已。”

为确保煤炭资源合理开发使用，减少行政审批环节，

日前，国家正式取消了实行将近 20年的煤炭生产许可证
和实行了将近 10年的煤炭经营许可证。

有分析认为，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加快行业市场化进

程，提高行业竞争。

程序太多影响甚微

6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等多部法律的
修改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以主席令

的方式予以公布，修改后的法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煤炭法》修改的主要内容，就是去掉煤炭生产许可

和煤炭经营审批的有关条款，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安全生

产许可证的法律地位，将之前“未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

的，不得从事煤炭生产。”改为“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的，不得从事煤炭生产。”

事实上，“生产证只是煤矿企业很多证照之一，这一

纸证书并不能决定煤炭企业能否生存。”上述相关人士表

示，开一个煤矿需要办理很多证件，比如资源证、计生办

发的证照、公安部门的证照等。

今后在煤炭生产环节，企业只需取得采矿许可证、安

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证

等 5证就可从事煤炭生产。
“是可以生产了，但是各个口还有各自的规定。”上述

相关人士解释称，比如劳动局需要检查煤矿的劳动用工，

计生办需要检查外来人口的计划生育，公安部门需要检

查煤矿炸药使用，需要办理炸药使用证等等，“几乎各个

部门都能管到。已经算不清具体要走多少道程序了，单交

费就需要交 50项到 70项之间。”
也就是说，“目前取消的煤炭生产证只是其中之一，

原来有这个证的煤矿可以正常生产，现在没有这个证了，

要想生产照样需要一堆手续要办，要走很多道程序。”上

述相关人士坦言，“程序太多了，少这么一两道没啥感

觉。”

跟政府打交道依然困难重重

不仅是生产环节手续减少了，在煤炭流通环节同样

简化了程序。实行了 10年的煤炭经营许可证也退出了历
史舞台。

之前还在打听何时取消经营许可证的杨先生，现在

在等经营许可证取消后的补偿事宜。杨先生认为，“证取

消了，应该能有补偿。”

不过，在上述相关人士看来，“贸易商也没啥损失，成

本早就收回来了。”

“车皮紧张的时候，有证的公司‘帮着拿车皮’，距离

近，1吨煤收取 8元到 10元左右费用，距离远需要跨铁
路局的 1吨煤收取 20元到 30元左右费用。”上述相关人
士称，也就是，“有证可以替别人批车皮从中收取一定费

用，即使当初是高价转让来的证件，经过几轮的帮拿车

皮，成本已经回来了。”

“此前，煤炭经营许可证的核心就在于有证可以拿到

铁路车皮计划，有这个证才可以有资格向铁路部门报车

皮计划。”上述相关人士调侃道，“现在经济下滑车皮过

剩，如果说想用车，铁路首先激动得不得了。”

煤炭供不应求时，煤炭经营许可证对煤炭生产企业

影响不大，但是在煤炭供过于求时，则增加了销售难度，

无形中增加了销售成本。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日前表示，自 2003 年
《行政许可法》出台至今，许可审批制度经历了数次精简

改革，从原来的 3600多项，减到最终将仅剩余 600多项。
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从企业家、社会公众的现实感

受来看，跟政府打交道似乎依然困难重重，政府管制的能

力和水平似乎并没有因为审批许可的精简而缩小。而矛

盾的根源在于大部分的行政许可审批是和收费紧密联系

的。

“实现改变煤炭现状，可以从铁路运输、税收等方面

改善。”上述相关人士如是说。

本报记者 陈玮英

煤炭业取消“两证”：
程序太多减两道没感觉

“ 许可审批制度经历了数次精简

改革，从原来的 3600 多项，减到最

终将仅剩余 600多项。改革力度不

可谓不大，但是从企业家、社会公众

的现实感受来看，跟政府打交道似

乎依然困难重重。

王利博制图

审批权“收放”背后是市场竞争的江湖更迭。在公权力的强势“规范”下，
公平与效率变得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