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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掀環保風暴 數據年底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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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去年鉛蓄電池領域的 「環
保之火」 將延燒至更多重金屬排放行業。
環保部部長周生賢22日在由國務院九部門
聯合召開的2012年全國環保專項行動電視
電話會議上，要求各地在今年六月底前上
報所在區域重金屬排放企業名單。《經濟
參考報》記者引述參會官員表示，到今年
底，各環保部門及民間組織均可以根據公
開數據， 「繪製」 一幅中國重金屬污染
「地圖」 。

廣東推進三千綜治項目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環保部、國家發改委、工
信部、監察部、司法部、住建部、工商總局、安監總局
、電監會21日晚間聯合發布通知，要求在2012年深入
開展整治違法排污企業保障群眾健康環保專項行動。

環保部部長周生賢在早間的電視電話會議上表示
，要以最嚴厲的措施整治重點行業重金屬排放企業環
境污染問題。

污染地區環評限批
周生賢要求，各地要在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公

布轄區內所有有色金屬礦採選、冶煉以及皮革鞣製、
電鍍企業的名單及整治進展情況，更新鉛蓄電池企業
整治信息，接受社會監督。

周生賢在會議中強調，特別是在涉鉛、鎘、汞、
鉻及類金屬砷的重點行業及重點地區，嚴格執行 「六
個一律」和 「雙否決」。也就是說，相關違法企業將
面臨停止建設或生產、停產整治、停止非法經營活動
、追究法律責任等重壓；發生重金屬重大污染事故的
地區，將被取消其 「環境保護模範城市」 「生態示範
區」等資格，並且否決該區域的重金屬防治目標考核
，從而對其區域環評限批。

一位參會官員向記者透露，專項行動的工作方案
已通過各部委會簽，要求各地在今年4月分解九部委
的任務目標，將整體部署工作完成，預計 11 月底專
項行動 「收官」。

推動地方自清門戶
上述參會官員稱，相對於 2009 年以來的歷次專

項行動，今年的亮點在於，涉重金屬排放企業的相關
信息，均被要求比照去年鉛蓄電池 「環保風暴」的標
準向全社會公布。該官員稱，到今年底，各地環保部
門、民間環保組織均可以根據已公開數據， 「繪製」
一幅中國重金屬污染的 「地圖」。

在信息公布標準方面，記者從環保部獲悉，全國
31 省（不含港澳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單列）均公
布了 2011 年鉛蓄電池生產、組裝及回收（再生鉛）

企業名單，包括企業名稱、詳細地址、生產狀態（在
建、在產、關閉、停產等）、生產類型、產量、危廢
處置量、廢水廢氣排放是否達標等多項指標。

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副所長馮新斌告訴記

者，由於重金屬污染物對於環境和人體的危害可能要
到很多年後才爆發，因此被一些只重視眼前利益的企
業所忽略。他說，九部委此次舉措，可推動地方進行
自主的整治行動。

【本報訊】今年的環保專項行動的重中之重是整
治重金屬污染。《經濟參考報》走訪業內人士及環保
專家表示，國家此次出重拳整治，將推動重金屬行業
兼併重組。

在國內一家大型有色金屬集團內部人士看來，國
家和地方對重金屬行業的整治將推動行業的兼併重組
，不達標的中小企業將面臨大面積倒閉潮。

上海市環保局局長張全 21 日接受記者採訪時建
議，在重金屬污染的末端治理之外，國家亟待加快涉
重行業和企業的布局調整和結構調整。

搪瓷醫藥業也涉及重金屬
在整治重金屬污染中，他認為以下三方面也可納

入考慮：一是若上述行業和企業集中在人口密集區，
即便單個企業都實現達標排污，久而久之還是可能超

過當地環境承受力並危害人體健康；二是由於新能源
汽車等行業對重金屬存在巨大需求，一些 「小、散、
亂」企業仍會為利潤 「頂風作案」；三是除了有色金
屬礦採選和冶煉等排放大戶外，搪瓷製作工藝中也涉
及鎘、鉛、汞等重金屬，且布局更分散，更易忽視，
更難治理。

另外，對於哪些地區及企業將受到較大衝擊，
《經濟參考報》引述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薛志
鋼表示，就其所在單位的調研得知，湖南長株潭地區
、貴州銅仁、遼寧葫蘆島均是重金屬污染較為密集的
典型地區。

記者在採訪中還了解到，涉鉛、鎘、汞、鉻及類
金屬砷的行業，除了多集中在有色金屬礦產開採和冶
煉外，還涉及到電池、煤炭、醫藥等很多工業領域，
不僅範圍廣且涉及到的企業數量規模驚人。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二十二日電】在今天舉行
的 2011 年廣東省環境質量狀況新聞發布會上，廣東
省環保廳廳長陳光榮表示，受電廠發電量大增及機動
車增長量過快影響，廣東去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
放量不降反升。今年廣東將完成 3000 個大氣污染治
理項目以加大治理。

據陳光榮介紹，去年廣東化學需氧量和氨氮排放
量分別同比下降了 2.48%、1.82%，二氧化硫和氮氧
化物兩項指標則分別上升了1.03%、4.90%。

燃煤機動車增加為 「元兇」
陳光榮表示， 「兩項指標不降反升給環保部門帶

來很大壓力」。
他指出，造成指標上升的原因之一是因去年乾旱

，火力發電量大增21.5%，導致燃煤增加了2390萬噸
，二氧化硫排放因此同比增長3.35%，氮氧化物同比
增加了 7.74%。二是去年機動車新增了 130 萬輛，而
淘汰車的進展又沒有達到預期，所以機動車排放氮氧
化物同比增長了3.32%。

陳光榮說，廣東目前正在制定今年污染減排的實
施方案，包括將完成 3000 個大氣污染綜合治理項目
，而珠三角在役 30 萬千瓦以上燃煤火電機組也將全
部完成降氮脫硝設置改造。另外，廣東將於6月5日
「世界環境日」當天，對外公布珠三角地區剩餘 60

個城市空氣自動監測點的監測數據。

深圳河水質重度污染
同時，廣東還將按照計劃通過加強電廠的脫硫脫

硝、黃標車的淘汰、畜禽養殖業的污染減排以及污水
處理廠管網配套等手段，實現廣東環境治理的目標。

通報還披露了去年廣東境內水域水質情況。去年
廣東部分流經城市江段和水量較小的支流受到污染，
其中龍崗河、坪山河、深圳河、練江和小東江湛江段
共 5 個江段水質屬重度污染；而在全省 17 條主要入
海河流中，深圳河和練江河口水質最差，均劣於V類
，主要污染指標為溶解氧、氨氮、總磷和化學需氧量
，屬於生活型污染。

陳光榮表示，深圳河的主要污染源是因為城區污
染沒有經過 100%處理，但深圳污水處理能力很大。
他說，廣東一直與香港合作聯合治理深圳河，相信通
過截排等措施，水質將發生變化。

將施 「南粵水更清」 治理行動
陳光榮指出，廣東對東江水質保護採取了一系列

措施，去年東江支流的石馬河、淡水河綜合污染指數
分別下降了65%及27.9%。

他表示，廣東還將按照國家的檢測規範和檢測要
求，對東江水質進行全天候的監測，確保東江水質的
安全，確保粵港兩地市民能夠喝上放心水。

另外，廣東省環保廳今年將制定並實施 「南粵水
更清」行動計劃，把治水範圍從珠江流域擴展到全省
主要流域，包括將加快對淡水河、石馬河、深圳河等
重點流域的系統整治，列入今年廣東治水六大重點工
程之一，爭取今年年底前將實現淡水河 「五年基本好
轉」和石馬河 「近期有所突破」的既定目標。

大氣污染指數不降反升

【本報訊】據中新社消息，廣東省環保廳新聞發
言人、副廳長陳光榮 22 日在廣州表示，近期發生在
廣東韶關的兒童血鉛超標事件造成了極壞影響，該廳
已對韶關實行區域限批，即環保部門暫不受理、不審
批韶關市所有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審批。

今年2月份以來，廣東韶關仁化縣董塘鎮陸續查
出159名兒童血鉛超標，一人輕度血鉛中毒，8家企
業因此將被查處，該事件受到了各界的廣泛關注。

陳光榮在當日舉行的發布會上談及韶關血鉛事件
時說，韶關礦產資源豐富，重金屬污染也相對比較重
，當地兒童血鉛超標主要是因兒童呼吸了受污染的空
氣，食入了受污染的食品和水，企業排污和當地鉛的
比例比較高也是成因之一。

陳光榮表示，鑑於韶關市重金屬污染情況比較嚴
重，且血鉛事件造成了民眾身體健康的受損，影響極
壞，廣東省環保廳已在日前對韶關市實行區域限批，
韶關所有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審批，環保部門不
受理不審批，直到韶關市整改有效才能恢復。

陳光榮稱，今年廣東將加強對重金屬的污染防治
，到 2015 年，實現重點控制區的重金屬排放量相對
於2007年減少15%。

廣東省環保廳當日公布的 2012 年 「廣東民生環
保十件實事」顯示，今年廣東將加強土壤污染源頭綜
合治理，實施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行動計劃，全面完
成鉛蓄電池企業污染整治，搬遷或淘汰255家重金屬
污染企業。

重慶大旱51萬人飲水難
【本報訊】據中新社消息，因無有效降雨，近段時間以

來重慶持續乾旱，51 萬人出現臨時飲水困難，重慶官方發
布緊急通知 「抗旱保耕」。

截至3月20日，重慶已有95萬畝農作物受旱，123萬畝
水田缺水，51萬人出現臨時飲水困難。22日凌晨開始，一
股冷空氣裹挾雨水降臨重慶，當地氣象局發布提醒稱，相關
部門應抓住有利降水過程加強蓄水，以緩解乾旱。

重慶22日通過官方媒體發布《重慶關於做好當前抗旱
保春耕工作的緊急通知》。通知稱，今年以來，重慶市部分
地方降雨持續偏少，給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帶來一定影響。
目前，旱情仍在進一步發展，當地各區縣黨委、政府和重慶
市政府有關部門、有關單位務必把抗旱保春耕工作作為重要
工作來抓，早應對、早防範，全力減輕旱災損失，確保農業
豐收，確保農民增收。

通知稱，該市各地各有關部門，要把保障民眾生活飲用
水、保障春耕春播用水擺在突出位置，多策並舉，全面做好
抗旱工作。對此，通知要求重慶各級各部門加強水資源的科
學調度，抓好抗旱保春播及田間作物管理工作，適時開展人
工增雨作業，並加強森林防火工作。

重金屬業面臨洗牌

血鉛事件影響極壞

韶關建設項目環評限批

【本報訊】據中評社消息，最近有南京市民反映，位於
南京東井村的南昌大廈項目長期停工，影響周邊環境和城市
形象。還有居民質疑，南昌大廈的建設單位是南昌市政府駐
南京辦事處，一個辦事處也就八九個人，居然要蓋23層高
樓，未免太過浪費。

20 日下午，記者來到南昌大廈建設工地，但工地大門
緊鎖。透過門縫可以看到，工地內空無一人，工地中央是一
幢在建的高樓。

家住附近的黃師傅說，這個工地兩年多前開始施工，但
去年上半年停工了，現在工地整天關着門，附近居民都懷疑
這棟樓是不是成了爛尾樓。

工地圍牆上的工程公示牌顯示，工地項目名稱是南昌大
廈，建設單位是南昌市政府駐南京辦事處，項目建築面積
20738.5平方米，造價3805萬元。項目竣工日期是2011年9
月8日。原定的竣工日期已過，而工地遲遲沒有復工。

記者於21日聯繫了南昌大廈項目部一名姓楊的施工負
責人，他說，南昌大廈是去年3月底停工的，主要原因是資
金問題，不過目前資金問題差不多解決了， 「下個月項目應
該能繼續進行了」。

辦事處：為企業搭平台
這一說法也得到南昌市人民政府駐南京辦事處曹主任的

確認。但他說，目前資金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再過10多天
工地就可以復工了，南昌大廈將按現有計劃，今年內竣工。

但當記者追問，整個項目到底要花多少錢，需要追加多
少投資時，卻並沒有得到正面回答。

據了解，南昌市政府駐南京辦事處只有八九個工作人員
，對此有市民質疑，不足10人的辦事處竟然要蓋23層高樓
，未免太過奢侈浪費。

曹主任對此解釋說，南昌大廈建成後，辦事處只佔其中
幾間辦公室。按照設想，該大廈將為南昌市政府及在寧企業
單位搭建一個平台，將有不少江西籍企業入駐。另外大廈內
還將設展示大廳，主要展示南昌當地的產品，介紹相關項目
，吸引南京、江蘇企事業單位開展合作。

專家：打政策 「擦邊球」
南昌市駐南京辦事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負責人對記者

表示，由於財力所限，不少江西的中小型企業很難在南京找
到滿意的辦公地點。所以，辦事處準備利用南昌大廈這個平
台，打造類似於總部經濟的地點，方便江西在寧企業交流、
合作。至於租金問題，他表示，政府投資也要講收益，但並
不是主要目的。

對此，南京工業大學天誠不動產研究所副所長吳翔華認
為，南昌大廈實際上是在打政策的 「擦邊球」。辦事處當初
申請用地是劃撥用地，繳納的費用遠少於招拍掛拿地的價格
，按規定該項目只能用於辦事處辦公。辦事處稱項目建成後
，會吸引企業入駐，這實際是一種對外營業用於商業開發的
做法，顯然這是違規的。

不足10人蓋23層樓
南昌駐寧辦事處被批浪費

▲在土地緊張的浙江，從英國留學歸來的葉凱峰想到通
過立體種植的方式培植蔬菜。據他介紹， 「這樣種菜優
勢是節水、節能、節約勞動力和空間」 。圖為葉凱峰在
展示種植在栽培板上綠色無污染有機蔬菜 新華社

春分過後，西湖花紅柳綠，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圖為
遊客在杭州西湖白堤遊玩。 新華社

▲今年一月發生的龍江鎘污染事件再次激發公眾對重金屬污染的關注 資料圖片

▲韶關血鉛事件中的家長上月帶着被查出血鉛超
標的孩子站在村頭 資料圖片

西湖春意濃西湖春意濃▲ ▲陳光榮表示，去年機動車新
增了130萬輛，是造成大氣污染
指數上升的原因之一 黃寶儀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