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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本报记者 郝玲 张骅

备受业内关注的飞利浦 LED 专业照明（成都）示
范园日前在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西部园区正式落

成，包括一个 LED 专业照明生产基地和飞利浦全球
最先进的照明应用中心。飞利浦大中华区首席执行

官孔祥辉表示：“飞利浦 LED 示范园的正式落成，体
现了飞利浦将中国打造成为飞利浦全球价值创造的

重要创新中心和运营中心的‘本土市场’战略，当前，

我们正在针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宏观经济和市场趋势

制定‘2017 策略’，其中‘走向西部’将占据更为重要
的战略地位。”

日前，国家发改委公布 2013 年第二十批国家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名单，合肥市东华工程科技、美亚光

电、鸿路钢结构、水泥研究设计院等 4 家企业技术中
心列入其中。至此，合肥市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总数

已达 23 个，与武汉齐名，位居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第
一。

近年来，合肥市经信委多举措狠抓企业技术中心

建设。一是拓展申报领域。合肥市开创了新闻出版和

文化产业、现代服务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先

例，推进非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工作上台阶。二是申报

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结合合肥市产业布局和发展重

点，择优上报，点对点帮助企业编制完善项目资金申

请报告，对重点项目实施项目跟踪检查，及时掌握项

目进度，截至目前共有 66个项目获得 5415 万元国家
和省创新专项资金。三是外请专家模拟。对申报企业

进行模拟审查、模拟答辩，找出企业技术中心在建设

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和困难，高标准高要求建设企业技

术中心。四是实施品牌带动。制定企业品牌建设培育

计划，扩大品牌示范企业认定范围，拓展品牌市场，目

前共认定市级品牌示范企业 39家。五是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按照“项目本土化、资金外引化”的路径，广泛

吸引国内外优质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促进基本熟化

的 266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培育壮大工业
经济新增长点。

目前，合肥市 23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均拥有
较完善的科研条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创新能

力和水平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且大部分是行业

共性技术，并吸收了大量高层次人才入驻。

2013年 12月 24日，中国老年学学会授予广西河
池市凤山县“中国长寿之乡”牌匾。

据中国老年学学会调查核实并通过认证，目前凤

山县所有 9个乡镇均有百岁以上的老人。2010年全国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凤山县 90岁以上老人 612
人，其中，100岁及以上老人 69人，超过联合国规定的
每 10万人口中拥有 7.5 位百岁老人的“长寿之乡”标
准。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凤山县有百岁及以上的
老人 69人，2013年全县有 25人满百岁，百岁人数具有
稳定的连续性。 （戚忠华）

2013 年 12 月 25 日，丝绸之路经济带商业门
户———关天之窗与亚非经济发展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国内中小企业将通过关天之窗这一信息平台更便

捷地走进非洲，开展贸易合作。

“关天之窗”自 2012年 10 月份开通以来，以丝绸
之路经济带重要的产业集群城市宝鸡为导航城市，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内 1200 多家中国企业进行免费注册
宣传。关天之窗目前拥有 27600家企业资源，不仅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中国企业提供海量采购与供应信息，

同时也与世界各地的沟通交流提供强大的数据库支

持。

12月上旬，河北省 11个地市除张
家口空气质量为良以外，其他 10 个地
市空气质量均为中重度污染。来自环保

组织绿色和平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从

行业来看，煤电厂和钢铁厂、水泥厂等

工业排放源是京津冀地区的主要污染

源。因此，对这些行业的环保规范及落

后产能的淘汰对治理空气污染至关重

要。

七大主导产业
全面“消肿”

河北邢台市是老工业基地，行业门

类比较齐全。装备制造、新能源、煤盐化

工、建材、钢铁、纺织服装和食品医药七

大主导产业，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完成
增加值 454亿元、销售收入 1919亿元，
分别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销售

收入的 75%和 80%。但这些企业都不同
程度存在企业规模小、支撑项目少、产

业链条短，以及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地

下水超采等问题，严重制约该市经济可

持续发展。进入 12月份以来，邢台沙河
市拆除 11 家玻璃生产企业的 12 条生
产线，兴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关停两台

发电机组，南宫市关停小皮毛小化工

431家，邢台市淘汰落后产能屡出重拳，
为该市七大主导产业全面“消肿”。

与此同时，针对邢台市近期出现的

严重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地下水超采等

问题，该市以环保、安全和能耗等指标

对企业进行体检，不达标者进入“消肿”

行列，并以指标为依据，利用经济手段

实施倒逼机制，促其“消肿”。邢台市委

书记王爱民说，“消肿”势必会减少

GDP，影响财政，但宁可过几年苦日子，
也要把产业“水肿”彻底消掉，为先进产

能腾出资源、土地、环境、市场和空间，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邢台市除实行关停重污染企业、严

查企业污水排放等措施外，还采取强制

淘汰黄标车、机动车限行等一系列措

施，全面整治空气污染。据了解，目前邢

台市已有 5 家钢铁企业的 9 座烧结机
被关停，年内将取缔“一城五星”区域内

所有水泥粉磨站。并规划 2016年年底
前，关停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矸石热

电厂，邢台东庞通达煤电有限公司邢东

热电厂。到 2017年，削减炼铁产能 232
万吨、炼钢产能 264万吨。

重污染企业
面临搬迁关停

2013年 10月 15日，随着“轰”的两
声闷响，邢台沙河市两条玻璃生产线的

巨型烟囱被爆破拆除。当月邢台市淘汰

12条玻璃生产线的拆除工作全面展开，
月底前已全部拆除完毕。淘汰落后造纸

产能，也成为沙河市确定的治理大气污

染 23项具体任务之一。
记者在爆破拆除现场看到，两根烟

囱高度都在 50米以上，相隔几百米，分
属沙河市阳光玻璃制品厂和健新玻璃

有限公司。两根烟囱在爆破后均按预定

方位缓缓倒下，未对周边建筑物造成破

坏。与此同时，另 3家企业的烟囱因不
适合爆破拆除，也正在进行手工拆除。

“共涉及淘汰落后产能企业 16家，
其中玻璃企业 11家、12条生产线，淘汰
落后产能 1265 万重量箱；造纸企业 4
家、7条生产线，淘汰落后产能 12万吨；
纺织企业 1家，淘汰落后产能 0.85万
吨。”邢台沙河市工信局副局长黄建军

介绍，淘汰造纸等落后产能后，年可减

少煤炭用量 20万吨，消减氮氧化物排
放 1518吨，二氧化硫排放 1133吨。

为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沙河市还采

取驻厂监管的办法，加强对重点大气污

染企业的监督，确保企业治污设施正常

运行。沙河市政府相关部门设立举报电

话，市财政还专门拿出 50万元用于奖
励举报人员。

邢台市环保局副局长徐怀亮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开展大气污染

防治专项行动，使邢台市区到 2017年，
PM2.5浓度比 2012年下降 30%，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总量比 2012 年分别削减 3.54
万吨、4.52 万吨、3.97 万吨和 0.28 万
吨，彻底摘掉邢台重污染城市“黑帽

子”。

企业搬迁
后续工作亟待解决

据记者了解，为改善城市空气质

量，淘汰落后产能，河北邢台已对兴泰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两台发电机组实施

了停产，对邢东热电厂、冀中能源矸石

热电、邢台钢铁、德龙钢铁等多家企业

实行了限产。截至目前，已拆除燃煤锅

炉 205台。同时，邢台质监部门通过在
市区主要路口建立煤质检验站，从源头

严格控制硫分超过 0.8%、灰分超过
16%的劣质煤进入城市、企业，从而大幅
度减少污染物排放。

12月 20日，记者走访了邢台市最大
的焦化企业———旭阳焦化有限公司。这家

成立于 1995年的企业，在 2012年已形
成了年产 60万吨焦炭、2.5万吨煤焦油、
7000吨粗苯和外供 1亿立方米净煤气的
生产能力，年上缴利税 1亿元。走在空旷
的厂区中，已经看不到任何生产的迹象，

只是偶尔有几名身穿工作服的员工走过。

据旭阳焦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

红雷介绍，在 2012年 5月，公司就已经
制定了详细的停产计划并认真落实，

2013年 5月底已完成了停产工作，今年
年底公司将完成老厂区的拆除。对于像

旭阳焦化这样企业的员工安置问题，目

前也成了众多停工停产企业所面临的

大问题。刘红雷告诉记者，目前该公司

的 500多名员工，已有 420余名顺利安
置到旭阳邢台园区的其他公司，现有的

80余名员工负责后续的拆迁工作。
据了解，搬迁旭阳焦化等 47家企

业只是第一步，邢台今后要逐步把所有

的重污染企业都搬出市区。“企业将会

搬迁到各个县的工业园区内。 市领导

下定决心，宁可减少财政收入，也要摘

掉重污染城市的帽子。”

与此同时，邢台还关闭了西部太行山

上的几百家小石灰、小石子企业。要求这

些企业必须改善工艺，特别是粉碎、装卸

必须在封闭空间内。只有达到环保要求，

才能重新投入生产。目前已有 7家小石
灰、小石子企业达到标准，恢复了生产。

邢台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对记

者表示，按照邢台市人民政府制定的

《邢台市淘汰落后产能实施方案》规定，

对未按时完成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企

业，环保部门将吊销排污许可证，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不予批准新增用地，质量

技术监督部门不予办理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办

理生产许可证，已颁发的要依法撤回，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

新增授信支持。对被责令关闭或撤销的

企业，限期办理工商注销登记，或者依

法吊销工商营业执照，电力供应企业依

法对落后产能企业停止供电。对淘汰落

后产能任务较重且完成较好的企业，在

安排技术改造资金、节能减排资金、投

资项目核准备案、土地开发利用、融资

支持等方面将给予倾斜。

邢台市环保局大气科科长王立谦

也对记者表示了担忧，企业转型升级

也好，取缔搬迁也罢，都需要大量的资

金支持。而邢台作为一个拥有 700 多
万人口的大市，上年度财政收入不到

200 亿元，来自政府的财政补贴很有
限。因此，企业转型升级，搬迁停产不

是轻易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邢台摘“污帽”：关停名企背后

12月 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强调，根据《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规

划 (2013—2022 年 )》，我国将用 10 年时

间，投入 877.92亿元。

这已经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第二次

投入。 2000年 6月，为改善北京、天津

的大气质量，国家紧急启动京津风沙源

治理工程。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

布的数据，在工程实施的前 10 年，国家

累计安排资金 412亿元，累计完成退耕

还林和造林 9002万亩，草地治理 1.3亿

亩，小流域综合治理 1.18万平方公里，

生态移民 17万多人，工程区森林覆盖率

提高到 15%。

据发展改革委介绍，虽然一期工程

建设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工程区生态

环境仍十分脆弱，局部地区生态继续恶

化的趋势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尽管北

京市沙尘天气的发生有减少趋势，但沙

尘天气每年仍有发生，尤其浮尘天气问

题尚未解决。

治理生态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

不仅需要较长周期，治理的资金、人力、

物力投入也往往让地方政府倍感压力。

京津风沙源治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

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治理，包括林草植被

的保护和建设，重点区域沙化土地治理，

水土资源合理利用，草地资源的合理开发

与利用，易地搬迁以及保障体系建设等。

为保证《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

规划 (2013-2022 年 )》的顺利实施，国务

院常务会议决定引入市场机制。

引入市场机制不是要政府退出灾害

的治理工作，而是用市场机制来运作风沙

灾害的治理。政府可以按照发包的方式，

按照市场价格将区域环境的治理交由环

境公司去处理，而不需要事必躬亲。政府

从直接参与治理的过程中退出来，反而可

以强化对灾害的有效管理，集中有限的人

力和物力，发挥更大的成效，并且这也符

合市场机制下政府职能转换的要求。

京津风沙源治理一期工程以国家投

入为主。5省 75个工程县，除京津地区

外，大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中近

40%是贫困县。很多工程县干部群众反

映，相对于如此大的种树种草难度，国家

补助太低。然而这其中，黄羊滩治沙整体

成效却堪称典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

个精品工程———2万亩中信治沙绿色工

程。该工程 2001年由中信集团公司、宣

化县人民政府和北京绿化基金会三方合

作实施，近 1700 万元投资，中信公司投

入 1300余万元。投入机制创新、力度大，

有力保障了治理成效，目前工程区林草

盖度达 95%，成为京西北名副其实的一道

绿色屏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吸

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

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在生态

保护中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可以解决

生态环境治理资金匮乏的难题，减轻政

府财政负担。

按照市场法则让各个投资主体通过

市场机制在风沙源治理工程中有投入的

同时更能得到效益回报。当地政府和项

目主管部门也要真正让各个投资主体通

过市场机制参与治理工程，这样才能真

正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宜林则林、宜

草则草，着眼长远，提高工程建设质量。

10 年的时间不短，近 9 亿元投资也不

少，关键是落实，落实的关键是引入市场

机制。

此外，对大气的生态建设，可以带动

周边房地产、旅游等行业的发展，会给当

地和投资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能

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市

场化，周围环境美了，政府负担轻了，何

乐而不为？

治理京津风沙源引入市场机制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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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搬迁或升级所需资金成难题

广西凤山县荣获“中国长寿之乡”称号

关天之窗助力中小企业走向非洲

飞利浦 LED专业照明示范园落成

合肥市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数
位居中部六省会第一

城市观

青山云仙

今年以来，菏泽牡丹区农联社紧密围绕小微企业

需求，提供贴心专业服务。创新贷款品种和担保方式，

发放了信用贷款、钢结构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

款、仓单质押贷款、准抵押贷款、知识产权质押等，优化

信贷结构，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投放，解决了农村小微企

业贷款难、担保难问题。截至 11月底，发放小微企业贷
款 213336 万元，占各项贷款总额的 22%，较年初增加
81622万元。增幅 60%以上。为支持菏泽小微企业发展
做出了新贡献。 （姜连义）

菏泽牡丹区农联社：力扶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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