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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邢（台）和（顺）铁
路项目建议书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

批复，并于 2011年正式开工建设。
过去的 100年间，顺济 [顺德府

(今河北邢台 )至济南 ] 铁路多次被政
府提议修建，却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未

能实现。

邢（台）和（顺）铁路与在建的邯

（邢）黄铁路连接，共同构成了邢台市

和晋中南、豫北地区的一条重要货运

通道和出海通道。加快邢和铁路建

设，对增强邢黄铁路功能，构筑大十

字交通运输枢纽，拉动邢台市经济社

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而，就是一条这样颇具社会意

义、被期盼了百年的铁路，却一度遭

到众多邢台市民的质疑和反对。围绕

邢台铁路是否应该修建展开了一场

大“辩论”。

百年铁路
带来“不可治愈”的创伤

从 100年前的顺济[顺德府 (今河
北邢台) 至济南 ] 铁路到如今的邢
（台）和（顺）铁路，这条饱含大家期望

的东西向经济交通大动脉，终于在百

年之后得以最终成为现实。

新建一条铁路，这放在以往，人

们会欢呼雀跃。但时过境迁，在污染

严重困扰邢台的今天，拟建一条以运

煤为主的铁路，立刻引发了市民的广

泛关注。更多的邢台市民对修建邢和

铁路提出了异议。市民认为在邢台大

气环境状况亟待改善的今天，再新建

以运煤为主的邢和铁路，有可能导致

新的环境污染。

邢台市民“爱邢台”（笔名）在邢

台各大门户网站论坛发帖表示，邢

（台）和（顺）铁路是一条煤炭货运专

线，该铁路的建设和运营，将给邢台

市的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一些不良影响。该条铁路穿越了

邢台市太行大峡谷国家级风景区、河

北邢台峡谷群国家地质公园、天河山

省级风景名胜区、九龙峡省级风景名

胜区等四个主要风景区。这四个景区

都是邢台市倾力打造的旅游业发展

龙头，邢和铁路的建设和运营，将切

割景区视觉景观，对全市旅游产业的

发展带来不可治愈的创伤。

他还认为，针对邢台市近期连居

全国大气污染城市之首的现实，表明

邢台市资源环境已经异常脆弱。邢和

铁路规划方案以路基、桥梁形式穿越

了邢台水源二级保护区，将不可避免

地影响市区饮水安全。同时，邢和铁

路是一条以煤炭货运为主的线路，煤

炭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扬尘或洒落，不

仅对大气造成影响，扬尘随雨水下渗

也会对潜水产生一定影响。与此同

时，邢（台）和（顺）铁路运营中产生的

噪声、粉尘、垃圾等，将严重影响城市

生态环境，影响城市品位提升和宜居

宜业的长远发展。

邢台市民张德认为，目前，全国

都在致力于转型升级，其中重要一环

就是改变能源结构。“邢台能源仍以

煤炭为主，能不能尽快改变这种状

况，大气污染防治是一个契机。”如果

这时候建了以运煤为主的铁路线，必

然导致大量煤炭进邢，在成本核算面

前，各企业必然不再考虑采用新能

源，进而迟滞了邢台结构调整、转型

升级的步伐。况且，大量煤炭在运输

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扬尘或洒

落，肯定会加剧大气污染，也会造成

地下水资源的污染，给我们本来就已

经脆弱的环境“雪上加霜”。

针对铁路修建会给城市环境带

来哪些不利影响，沿线周边的居民又

是如何看待邢（台）和（顺）铁路兴建

这一问题，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

来到邢（台）和（顺）铁路的起点———

邢台小康庄站。记者前往桥东区东郭

村镇小康庄村，实地采访这里的村

民，了解他们对兴建邢（台）和（顺）铁

路的看法。村民赵先生告诉记者，很

多年来，他们村村民深受煤粉等污染

之苦，如果要再建一条以煤炭运输为

主的路从他们那里过，村民还要再次

受苦。“铁路就从我们村边过，如果山

西过来的煤从我们这里转运，必然会

导致扬尘，新的煤粉会再次笼罩我们

小康庄。”赵先生说，他们村有 800
户，其中多数村民表示反对这个工

程。“小康庄不能再污染了。”

对邢台经济发展
举足轻重

面对多数市民的质疑和反对，部

分市民也提出了对铁路修建的赞成

和支持意见。

采访中，邢台市民刘双平告诉记

者，邢和铁路建设势在必行，邢台不

应错失发展机会，应该加快建设步

伐，实现经济早日腾飞。

市民翟明哲认为，这条铁路的修

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邢台的生

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条历经

百年沧桑的东西向经济大动脉会对

整个邢台的经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

的作用。邢和铁路有利于打破邢台南

北挤压、东西阻断局面。建设邢和铁

路，能够促进邢台物流业发展，加快

邢台成为冀南物流基地，创造更多就

业机会。西煤东运，有利于缓解邢台

企业能源需求，有利于吸引外地客商

投资落户。邢台西部景区众多，有利

于带动旅游业发展，将来开通旅游专

列，将外地游客源源不断运往景区，

有利于带动山区致富，把山区物产运

到全国各地，方便群众出行，促进经

济发展。

支持的一方还认为，建设邢和铁

路和保护生态环境并不矛盾，可以通

过调整线路来化解生态问题。铁路具

有占地少、能耗低、污染小、运量大、

全天候等多种比较优势, 是节能环保
型的运输工具。相比高速公路和一般

公路，铁路运输具有安全性高、环保

节能等优势。“从环评报告中我们也

能看到，邢和铁路多半部分都处在隧

道中，对邢台西部山区的风景旅游区

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官方称对沿线
生态环境影响不大

针对邢台市民就邢和铁路的修

建所产生的两种相反的观点，记者也

查询了相关政策同时咨询了历史研

究学者。

采访当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拿

到了一份《新建铁路<邢台至和顺线
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最终稿》（以下
简称《环评报告最终稿》）。在这份《环

评报告最终稿》中记者看到，该报告

共 62页，其中详细说明了邢（台）和
（顺）铁路修建方案以及修建会对辖

区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及对应解决

方案。

据了解，邢和铁路原方案共有两

个，一个是从白马河北岸接入邢台市

区，另一个是从城南的大沙河北岸接

入邢台市区。但记者随后从《环评报

告最终稿》中看出，与邢和铁路原来

的两种建设方案相对比，此项工程的

最终方案经过了严密的规划及勘测，

其中涉及了邢台多个景区和二级保

护水源地。记者在《环评报告最终稿》

中看到，报告针对涉及的邢台景区和

水源地的环境保护措施制定得比较

详细，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应急处理

预案。

《中国企业报》记者 11月 28日采
访了邢和铁路环评报告的评价单

位———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

限公司，负责人李英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针对沿线群众对修建邢和铁

路所持有的不同意见，他们都会积极

听取，并结合实际情况对生态环境保

护提出合理化的解决方案和措施。同

时，李英也希望沿线的群众能全面地

看待邢和铁路修建工程，工程项目在

对环境产生不可避免的损失的同时

也带动了沿线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

“邢和铁路途经沿线城市和村镇只是

运煤而过，对于沿线的生态环境并不

会造成太大影响。”李英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亦表示。

11 月 28 日下午，记者致电邢
（台）和（顺）铁路建设单位———北京

铁路局和顺至邢台铁路工程建设筹

备组（邢台）负责人王建波，试图采访

有关铁路工程建设进度以及如何对

待群众的不同意见等问题，但王建波

以工作忙没有时间回答为由婉拒了

记者的采访。

在等待了百年之后，邢台人民终

于等来了渴望已久的东西向经济大

动脉的修建。邢台历史学者白全忠认

为，邢和铁路的修建对于邢台西部经

济以及邢台整体经济发展会起到一

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他也提出了对

邢台生态环境的担忧，他认为邢和铁

路的修建，对于邢台铁路沿线的企业

及邢台整体资源会造成破坏，对于邢

台市整体生态环境也会带来影响。

张艳平 本报记者 王军

“邢和铁路”之辩：
生态破坏与经济发展矛盾凸显

邢（台）和（顺）铁路是一条以煤炭运输和货物运输为主，兼顾客运的铁路

线，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也是省部合作建设项目，全长 129.4 公

里，其中邢台市境内长 90公里，工程总投资 56.26亿元。

邢（台）和（顺）铁路位于山西省和顺县、左权县及河北省邢台地区，线路

西接阳涉铁路的和顺站，横穿太行山脉，经和顺县、左权县、邢台县，从邢台市

北部沿白马河北岸并行京广线接入邢台站。途经邢台、白马河、皇寺、西黄村、

西河口、将军川、浆水、白岸、许村、松烟、平松最终到达和顺。并由邢台小康庄

站向东延伸至邯郸地区的鸡泽县境内后，与邯郸（邢台）至黄骅港铁路（简称

邯黄铁路）相接，为晋煤东运开辟另一条出海通道。

100年前，顺济[顺德府 (今河北邢台)至济南 ] 铁路曾经由慈禧御批，后

因财力原因及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最终未能实施。民国年间这条铁路再次被孙

中山先生提起，之后又因为北阀而搁置。顺德（邢台）人民渴望拥有一条东西

走向的铁路梦想也由此被搁置至今长达百年之久。

直到 21世纪的今天，邢台人民期盼百年的东西走向铁路大动脉的梦想

终将有望变成现实。2010年 12月，邢（台）和（顺）铁路项目建议书获得国家

发改委正式批复，并计划于 2011年正式开工建设。该条铁路的成功兴建不

仅将打通邢台东西向交通的主动脉，而且将会进一步为确立邢台晋冀鲁三省

交界地区中心城市地位起到关键性作用。

在 2013年 1月召开的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河

北省省长张庆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科学合理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力

争“邢和铁路”年内开工。

2013年 11月，《和顺至邢台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最终稿出炉。报告

书中为邢和铁路的兴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客观地评定并最终得出

结论，邢和铁路的修建对促进沿线区域经济发展和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对沿线区域环境会造成一定影响。与此同时，铁路修建会结合当地特点拿

出行之有效的生态保护及恢复措施并提出科学全面的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新闻背景】

历史上从来没有新型城镇化和旧型城镇化的划分，新

型城镇化就是蒙人，也没有大城市和小城市划分，城镇化

就是：你的收入来源于城市还是来源于农村。如果你的收

入来源第一产业，就叫农村就业，如果你的收入来自于二

产业和三产业，你就不能叫农村就业，就叫城镇就业或城

市就业。

当土地不能私有化的时候，最大收益者一定不是农民。当

你把所有权控制在政府的时候，卖地的收益都在政府手里，肯

定政府是最大收益者。所以政府急于城镇化，就是为政府多捞

钱。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

城镇化不是越快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城镇化不等于消

灭村庄，城镇化不等于造城运动，城镇化不等于房地产化，城

镇化不等于透支未来，城镇化不等于摊大饼。

中国城镇化路径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靠依托大城市

发展城市群，另一方面依托中小城市的改革试点。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

辜胜阻

城镇化实际上走的是大中型城市卫星城的模式。大中城

市、卫星城，因为它能够聚集产业，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城市形

成以后不会空洞化，它能不能聚集产业。比如说在一个荒凉之

地，凭空造城，那可能就是一个鬼城，城镇化要有内容，要有产

业化做基础。

———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中国投资银行部业务主席龚

方雄

如果非要把城镇化做成一个命题，什么是城镇化的实现，

农民不再是一个代名词，而是一个职业的名次，做到这一点，

我相信城镇化才能彻底说是成功。

———瀚亚资本执行总裁杨君

【一周区域数字:12.03-12.09】

262

近日，国务院首次界定了全国 262个资源型城市，并根据
资源保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差异，将资源型城市划分为

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种类型，其中，成熟型城

市包括张家口、大同、大庆、攀枝花等 141城；衰退型城市包括
抚顺、焦作、乌海等 67城；再生型城市则包括唐山、包头、鞍
山、洛阳、南阳等 23城。发展方向是：规范成长型城市有序发
展。推动成熟型城市跨越发展。支持衰退型城市转型发展。引

导再生型城市创新发展。

30

上海自贸区金融领域“先行先试”的 30条细则由中国人
民银行制定完成 ,并于 12月 2日以“意见”的形式正式公布。其
中明确 ,上海自贸区要着力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资本
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和外汇管理等领域改革试点。

18

据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透露，目前，我国正在建设 18
个自贸区，涉及 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 12个自贸协
定，分别是我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

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

104

最近一周以来，一场罕见的大范围雾霾笼罩着中国，从地

域分布来看，除华北以外，整个华东地区都受到影响。据此前

环保部数据显示，全国 20个省份 104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重
污染的状况。

100亿

前海目前已引入 30家世界 500强企业。在中国人民银行
深圳分行备案的前海人民币跨境贷款已突破 100亿元，预计
明年将突破 500亿元。作为深港合作先导区，如何打好“香港
牌”至关重要。凡是对香港不利的事前海坚决不做；消除疑虑，

做大容量，共同发展；合作建设，实现双赢；虚心学习，大力引

进机制和人才，同时为香港白领提供成长阶梯；优势互补，共

同争取国家支持。截至目前，已有 104家港资企业在前海注
册。

181.72%

截止到 11月底 ,2013年年内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大
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总额为 4720.38亿元 ,2012年同期则
为 1675.55亿元 ,同比暴涨 181.72%,创新高。

8.4万

浙江省工商局获悉，截至 11 月底，浙江省已完成“个转
企”8.4万余户，得到金融贷款支持近 10亿元。去年 10月以
来，浙江省工商局与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和中信银行联合打造“工商事务金融服务通”。

【一周区域观点：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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