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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江丞华

10 月 22 日，环保部公布了今年
9 月份及第三季度 74 个城市空气质
量状况，河北省的七座城市再度入

围。

加快污染企业搬迁是河北省治

理大气污染的重要途径，未来 5 年，
石家庄市计划从市区迁出污染企业

18家。河北钢铁集团石家庄钢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钢铁”）等

大型企业均被列入搬迁范围。然而，

数位外迁企业负责人称：资金短缺

成为污染企业搬迁的最大障碍。

政府：5年内
18家污染企业外迁

2012年，石家庄燃煤消费总量
达到 6100 万吨，工业产值排名前十
位的钢铁、热电、医药、化工、水泥等

行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的 69.8%，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排放总量的

94.6%和 98.5%。
污染企业是制造 PM2.5 的重要

元凶，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力军”，

为此，石家庄市制定新一轮市区污

染企业搬迁计划：2013 年底搬迁 1
家，至 2015 年底共搬迁 9 家，至
2017年底共搬迁 18家。

以石家庄钢铁为例，石家庄钢

铁是 1957 年建设的老厂，当时的石
家庄市区非常小，石家庄钢铁位于

城市郊区。然而几十年过去了，随着

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如今的石家庄

钢铁已经被圈在了二环以里，处在

了城市核心区。

显然，市政府和居住在企业周围

的老百姓已经不能再容忍一个钢铁

厂屹立在城市中心的现实，因此，石

家庄钢铁搬迁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按照《石家庄市市区污染企业

搬迁改造工作方案》，石家庄市制定

新一轮市区污染企业搬迁计划，政

府继续给予“三年大变样”期间搬迁

优惠政策，鼓励、引导污染企业加快

搬迁改造。

其中，2013 年完成威远生化公
司搬迁，2014 年到 2016 年完成 12
家企业的搬迁（每年 4 家），2017年
完成搬迁企业 5 家，其中包括华北
制药、石家庄钢铁等。

为了保障企业顺利搬迁，石家

庄市财政局、土地收储中心或市政

府融资平台总共准备 20 亿元启动
资金（不含石家庄钢铁、华北制药和

常山集团），以确保企业搬迁资金不

断链，石家庄市国土局要确保搬迁

用地指标的及时足额供给。

企业：搬迁过程问题多

数位将要外迁的企业工作人员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均

表示：污染企业的搬迁很难实现，最

大的障碍还是资金问题。

记者了解到，石家庄未来 5年要
外迁的企业都有出城的规划方案，但

这些方案落到现实中却不那么简单。

“如果企业还没搬，钱却用完了，这让

我们怎么办?”桥东印染厂一位人士
谈起搬迁之路显得很无奈。

其实，早在 2009年，河北省就曾
提出过：以三年为期，到 2012 年底，
河北省城市空气质量将达到国家环

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当年空气质

量好于二级的天数要达到 316 天；
并决定城市中心区重污染企业，要

限期完成搬迁改造任务。

该计划还明确了 124 家企业的

搬迁时限：2009年底前，31家重污染
企业完成搬迁或关闭；2009年底前，
17 家重污染企业完成搬迁或关闭；
2010 年底前，76 家重污染企业完成
搬迁或关闭。

“尽管石家庄市政府有关文件

明确规定，但由于搬迁企业逐年增

多, 财政部门的工作一时难以跟上，
有的企业获得了搬迁资金，但是由

于没有妥善管理、合理安排，使得资

金快速流失，企业负债累累，搬迁工

作停滞不前。”石家庄一家化工企业

的工作人员称。

同时，不少企业也认为政府补

偿政策还不到位。根据对石家庄外

迁企业的调查，企业最大的呼声就

是希望政府能有多点补偿政策。企

业在搬迁过程中有形和无形增加了

许多成本。拿上述化工企业来说，企

业搬迁时，原有工厂的许多设备无

法拆除，只能报废，带来了巨大的损

失；搬迁过程中的停产导致产品市

场丢失；停产期间，企业无效益产

出，可是企业员工的工资仍需要照

常发放。

隐忧：外迁后的“再污染”

目前，按照石家庄“三年大变

样”的整体规划，石家庄市区内的百

余家对城市环境带来污染、影响城

市空气质量和整体面貌的工业企业

将全部外迁，这些外迁企业将分别

落户于元氏、高邑、赞皇等县的 6 个
工业园区。

而按照这一规划，元氏县境内

将再建四个工业园区，分别是城南

工业区、万年山工业区、槐河北岸工

业区（东区）和槐河北岸工业区（西

区）。

据知情人士介绍，那些“退市进

郊”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化工、制药等

重污染企业。

知情人士说，自从元氏县化工

园区建成后，元氏县槐阳镇宋村、大

孔村、小孔村、东解村、西解村等 10
个村庄的 3 万余村民饮用水均受到
不同程度的污染。

公开资料显示，元氏县地处太

行山东麓，东部平原盛产小麦、玉

米、棉花、花生等，是远近闻名的“粮

仓棉海”。然而，现在的元氏县槐阳

镇，本来一望无际的田野，已被化肥

厂、化工厂、制药厂等各种各样的化

工企业包围，高高的烟囱矗立其中。

据槐阳镇北苏村村民告知，由

于水污染，全村 2400 亩农田基本绝
产。“就算是稍有收成，我们也把打

了的麦子拿去换面。”北苏村村民

说，不敢吃自己家打的粮食。

在槐阳镇北苏村耕地西侧有个

占地 130 亩的湖泊。“在槐阳污水
处理厂建成之前，所有企业包括河

北诚信有限公司都将污水排进这

个湖泊。”村民们告诉记者，这个湖

泊已经存在了 20 多年，如今成了
地地道道的污水湖。更令村民们忧

虑的是，由于没有任何防渗措施，

含有多种化工原料的工业污水源

源不断地渗入地下，已经严重污染

了地下水。

“上述规定中的鼓励性措施，将

‘搬迁’也放在其中，是不妥当的，不

能让污染源一搬了之。搬迁并不改

变污染的实质，有时甚至带来更严

重的污染。我们不能鼓励城市的污

染企业搬到农村去，发达地区的污

染源搬到欠发达地区去。值得鼓励

的还是依靠科技进步减少污染，这

是实质性的污染减轻、减少。”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如是说。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日前公布，中央财政将安排 50 亿
元资金，用于京津冀蒙晋鲁六个省份的大气污染治理工

作，重点向治理任务重的河北省倾斜。这成为截至目前政

府治理大气最为给力的措施。

据媒体报道，目前资金分配比例已经基本确定，河北

省可能分到 20 亿元左右的资金，天津可能分到 6 亿元，北
京可能分到 9 亿元左右。记者向环保部核实消息，但负责
与财政部对接此项工作的规划财务司未就数额表示确认。

财政部表示，该项资金采用“以奖代补”的方式，按上

述地区预期污染物减排量、污染治理投入、PM2.5 浓度下
降比例三项因素分配。本年度结束后，中央财政将对上述

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再进

行奖励资金清算，突出绩效导向作用。

这就意味着未完成减排任务的省份会面临处罚压力。

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此前提到全

国 5 年内需投入 1.7 万亿元的资金进行环境治理，相比之
下，此次的 50 亿元资金确实很少，主要起到一个导向作
用。

目前，京津冀区域发展阶段不同。北京、天津治理污染

的能力强一些，而河北由于经济发展限制，大气污染治理

资金需求大一些。但假如河北不治理好，区域污染就难以

根治。因此，此次中央财政设立的资金，将引导河北等省的

治理思路。

业内普遍认为，这 50 亿元，首先是一个杠杆，用它去
撬动更大的社会资本、货币资本和智力资本，将钱、人及其

它资源配置到大气污染治理的事业上来；其次，它是一笔

启动资金，这笔启动资金将为大气污染治理树立数个榜

样，造就一批投身环保事业的成功典型，再由它们的示范

性，带动全社会资源配置指向大气污染治理；第三，它是政

府经济决策的参照系，是大气污染治理的“警示灯”，让各

级地方政府算算大气污染的巨大代价。

记者了解到，这笔 50 亿元的大气污染治理资金，主要
着力点在煤炭行业、交通运输行业、高污染行业，包括淘汰

黄标车以及机动车的排放标准和公共交通机动化等方面。

分析人士称，未来五年，在各级政府财政投资带动下，

包括金融机构信贷及带动的社会投资等，预计投入大气污

染防治的总投资额至少在 1 万亿元以上。
数据显示，今年 8 月份京津冀地区 13 个城市空气质

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34.6豫，超标天数比例为 65.4豫，其
中重度污染天数比例为 2.7豫。

此前，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指南。

《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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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涞水县位于保定市西北部，为

“环首都经济圈”13个县城之一，距北
京市中心不足 100 公里，北京市内
917路公交车直达县城。辖区内野三
坡风景区闻名海内外，素有“世外桃

源”之称。

但通过实地调查，呈现在《中国

企业报》记者眼前的涞水县建材街完

全颠覆了这种美好形象———这个因

盛产高钙石灰石矿而闻名的地区却

深受降尘侵害，与环首都经济圈的定

位格格不入。

农作物遭“石化”

9月下旬，记者乘坐当地公交车
由南向北行进在建材街上，沿途尘土

飞扬，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石灰

味儿。由于空气污染严重，一路车窗

紧闭，恰逢秋日中午阳光直射，车内

闷热异常。无奈，记者选择中途下车。

一辆辆运载矿石及石灰的大货

车从记者身边驶过，卷起滚滚尘烟，

伸手不见五指。就在建材街的两边，

当地村民种植了大量玉米。记者看

到，成熟的玉米秆是深灰色的，最靠

街边的玉米秆上没有结出玉米，而能

够看到的玉米细小且略显病态。记者

掰下一粒玉米品尝，一股石灰味儿令

人作呕。

看到有农民在采摘玉米，记者忙

询问这些玉米能否食用。村民回答

说：“也吃，但大多卖给饲养场。这里

空气不好，地也不肥，玉米长得不

好。”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山里都是

灰厂，有条件的农民都挖矿建灰厂，

所以灰尘大。”而当记者问到对灰尘

污染的看法时，这位村民说：“耕地底

下都是石灰矿，地不好，所以都挖矿

产灰粉卖钱，村民当然不愿意种地。

这都几百年历史了，改变不了。就在

这 20多年，灰厂越建越多，加上冀东
水泥也在这里建厂，大车来回拉货，

灰尘太大，家里晒衣服都不敢拿到屋

外，政府也不管，就这么看着灰尘到

处飞。”

作坊式小厂治理难度大

记者来到街边的一家灰厂。灰厂

是作坊式的，没有挂牌，简陋的设备

正在运转着。一位工人告诉记者，附

近的灰厂有几十家，大多都是农民自

己家的，由于市场情况不好，所以都

是勉强维持，但总比种地收入要高。

记者在县安监局看到一份处罚

文件，文件内容涉及一家名为顺鹏灰

厂的企业，因违法生产被县安监局处

以断水、断电的处罚。据县环保局稽

查大队正副两位队长介绍，县里的灰

厂共有 39家，都有合法的生产手续，
“没有听说还有叫顺鹏的灰厂”。至于

这些灰厂是否进行了环评，上述负责

人没有直接回答。

县环保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

证实，她的家就在建材街附近，降尘污

染确实很厉害，但治理难度很大。“涞

水县的这些灰厂都是些家庭作坊式的

小厂，设备落后、管理混乱。”

据县环保局另一位负责人介绍，

国家环保部的领导曾两次到涞水视察

工作，当时，为了减轻建材街的粉尘，

就安排了洒水车来回洒水降尘，“等领

导走后，洒水车也就不再去了”。

对于如此多的合法灰厂，在生产

中为什么没有安装除尘设备的问题，

县环保局的负责人没有直接回答。

石家庄污染企业外迁两难：
缺乏搬家资金 忧心污染转移

本报记者 鲁扬

河北涞水：石灰石之都的污染伤痛

未完成减排任务省份
面临处罚压力

本报记者 江丞华

中央财政安排 50亿元资金用于六省市治污

污染企业外迁后，迁入地的空气质量同样令人忧心。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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