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 「城鎮化」是近期房地產市場討論的
熱詞，這個由十八大報告提出的規劃，經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定調為 「歷史任務」之後，再經
政府高層、專家解讀，已經充分發酵，讓剛在
「暖冬」樓市中嘗過甜頭的房企，嗅到了 「三

線城市」這個拓展的新機遇。冬去春來， 「城
鎮化」儼然成為房地產行業的 「又一春」，敏
銳把握政策風向的房企，正在積極尋找新戰
場。

房地產發展的 「又一春」
在十八大報告中，新興城鎮化已經升級為

國家級戰略規劃。報告提出 「必須以改善需求
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
進城鎮化為重點」。市場紛紛熱議，新型城鎮
化將給房地產行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房地產
發展最大 「剛需」有望被喚醒，經歷了2012嚴
厲宏調的房地產商們也將迎來 「又一春」。

隨後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同樣對城鎮
化進行了強調。在部署2013年經濟工作主要任
務時提到， 「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
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要圍繞
提高城鎮化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極
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

CRIC研究中心評論員對記者表示，城鎮化
推進房地產市場發展有多方面原因。 「一方面
是集中爆發的存量需求，另一方面快速推進的
城鎮化引發了同步飆升的增量需求。從2000年
到2010年，中國城市化率從36.22%提高到49.68%
，提高了13.46個百分點，新增城鎮人口約2億餘
人，這部分人口的住房需求是個龐大的數字，
假設人均住房面積為30平方米，那麼2億人口的
住房需求量將達到60億平方米。」

在談及城鎮化進入新階段時，國家發展與
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一言以蔽
之， 「住房需求將增加。」

三線城市唱出 「春天裡」
根據《全國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

2011-2020年）》，未來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
將按照 「以大城市為依託，以中小城市為重點
，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進大中小
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要求，推動城鎮化
發展由速度擴張向質量提升 「轉型」。

記者獲悉，該規劃有望在今年兩會前後對
外頒布。依據城鎮化布局的發展思路和要求，
以及城鎮化布局的特點，有觀點認為，新型城
鎮化戰略有利於房地產市場，尤其是三線城市
的開發。

據統計，目前中國城鎮化率已達51.27%，未
來10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升至60%，目前低於城鎮
化率50%的主流三線城市包括西安、昆明、南通
、重慶、福州、合肥等，城鎮化率低代表城市
的可發展空間更大。

中信證券分析師對記者表示，城鎮化的重
點顯然是城鎮化率低的區域和城市，人口的聚
集和產業轉移是關鍵性因素，未來受益城鎮化
的地區會在三線城市。

眼下，全國各個城市的樓市發展冷熱不均
。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為代表的一線
城市，以杭州、武漢、西安、珠海等為代表的
二線城市，房地產行業在經過十數年的發展之
後，市場趨於成熟平穩，供求達到平衡，增長
潛力有限；以鄂爾多斯等為代表的房地產市場
尚不具備發展潛力的大部分四線城市或遭過度
開發，或缺乏發展潛力，市場供過於求，泡沫
嚴重。

因此，主流三線城市房地產發展受新型城
鎮化政策影響，剛需劇烈釋放，供不應求，市
場結構合理，發展潛力巨大，成為新型城鎮化
時代中國房地產的 「藍海」。

標杆房企搶佔三線城市高地
「進城的人總需要有住的地方，如果按照

年均一點幾個百分比的城鎮化率增長，保守估
計有1000萬人進城，以一家三口人，每家90平方
米住房為例，總共需要3億平方米的住房。」中
國房地產業協會副會長朱中一給記者算了一筆
帳， 「這還是新增的住房需求，如果再加上城
鎮裡原有人口的改善性需求和剛性需求，以及
舊城改造、拆遷的量，每年這個住房需求量是
很大的。」

記者了解到，在城鎮化背景下，各大標杆
房企掀起爭奪 「藍海」的大戰，搶地風潮席捲
三線城市。據悉，從第三季度開始，萬科新增
的土地項目至少有23個，規劃建築面積約為376
萬平方米，而這些新增的項目也大多位於二三
線城市，像徐州、貴陽、莆田等等。招商地產
2012年前三季度共拿地97萬平方米，規劃建築面
積達到270萬平方米，大部分集中在二三線，甚
至四線城市。

恆大雖然今年拿地動靜不大，但其已經進
入全國除台灣省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區的120多
個城市，成為中國進入城市數量最多、規模最
大的龍頭房企。其中大部分位於三線城市，受
益於新型城鎮化政策導向明顯。

文：張光建

新型城鎮化建設新型城鎮化建設
三線城市唱主角三線城市唱主角

長治市長終向公眾道歉
瞞報事故五天 毒水禍害三省 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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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天脊化工 「12．31」 苯胺泄漏
事故發生迄今已七日。7日上午，山西省長
治市市長張保表示，由於當地政府對污染事
故嚴重性認識不足，導致事故發生5日後才
上報，他就此向公眾道歉。本報記者於7日
下午來到潞城的天脊化工集團工廠所在地，
沿濁漳河前往周圍的村子進行採訪，儘管
此前長治市以及天脊集團聲稱已將污染情況
通知了當地村民，但接受採訪的村民多數表
示，他們並未接到通知。
【本報記者楊奇霖、楊傑英潞城七日電】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消息：上海市浦東
新區官方微博 「浦東發布」7日凌晨發布消息，6日晚在
上海農產品中心批發市場發生的火災造成5人死亡，12
人受傷，傷者已送醫院救治。

「浦東發布」稱，6日20時30分許，滬南路2000號
上海農產品中心批發市場發生火災。浦東新區立即組織
現場搶險，火勢得以控制。消防官兵正在現場逐戶搜救
。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要求全力救治傷員。目前
5人確認死亡，12名傷者已送醫院救治。

據了解，上海農產品中心批發市場是上海最大的綜
合型農副產品批發市場，位於滬南路、中環線的交叉口
。市場設有肉類交易區、蔬菜交易區以及水產、南北乾
貨交易區等。

目前，火災中受傷的人員分別被送往長海醫院和瑞
金醫院進行救治，除部分輕傷者已出院外，其餘傷者均
入院治療。這兩家醫院均以治療燒傷聞名。

記者從長海醫院獲悉，8名傷者自6日晚9時起至7日
凌晨時分陸續被送至該院，其中一人因輕微皮膚擦傷，
經醫生清創包紮後出院。另外7人中，兩名傷者被送入
普通病房；其餘5人則被送進監護室，他們的傷情相對
較重。瑞金醫院方面披露，該院收治了9名傷者，除3人
輕傷出院外，6人被收入住院治療。

一家五口燒成重傷
另據本報記者夏微報道：本次送醫的重傷者中，包

括被長海醫院收治的謝榮花一家五口。7日下午，記者
來到長海醫院重症監護室詢問傷者情況，據了解，謝榮
花一家來自安徽，在上海經營水產生意多年。這次火災
中，謝榮花和她8歲的兒子、9歲的女兒、以及公公婆婆
5人均被燒成重傷。謝女士親屬說： 「6日晚10點多，我

們接到消息說是一家子都被燒成重傷了，就連夜坐火車
過來，今天（7日）早上8點多火車到站就打了車直奔醫
院。我們來了也不好進去，只能等醫生傳話，下午3點
的時候大屏幕播了裡面的狀況，太慘了！」

滬農產批發市場火災17死傷

2012年12月31日7時40分，位於山西省長治市潞城
境內的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苯胺罐區一條
送軟管破損，污染物流入濁漳河，並順流而下進入平順
縣境內，最終流向河北邯鄲、河南安陽等地。1月7日上
午，山西官方首次對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團苯胺泄漏事故
作出明確回應。

企業上報泄漏僅1.5噸
長治市市長張保稱，苯胺泄漏事故發生後，當地政

府未按上報要求、程序及時上報山西省政府，主要是因
為事故發生後，企業上報苯胺外泄量只有1到1.5噸，數
量較小，當地政府判斷事故只是一般性安全生產事故；
此外，當地政府和相關主管部門也沒有想到事故能延伸
成環保、環境污染大事故。

張保表示，上述情況反映出當地政府對環保污染認
識不夠，警惕不高，對污染物進入濁漳河造成的污染認
識不足，對此表示道歉。此外，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團黨
委書記王俊彥也於7日對發生苯胺泄漏事故向公眾道歉
，並在發言過程中幾度哽咽。王俊彥表示，從事故發生
後，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團採取多種措施進行處理，但對
事故嚴重性認識不足，警惕性不高，企業認為能把污染
控制在進入濁漳河之前，但後來發現有外泄現象，遂加
快堵截，因此影響到及時上報。

山西省環保廳總工程師劉大山表示，隨後會及時向
社會各界公布最新調查進展。

「灰蒙蒙不是一兩天了」
7日下午，記者乘車來到此次事故發生地潞城。在

潞城市，離天脊化工集團還有兩三公里處，記者看到一
個龐大的工廠建築群，幾個大煙仍在冒煙。沿途在
通往天脊集團的路口，有專用的 「天脊集團貨車通行道
」，有多輛貨車排在路邊等待進入。一位貨車司機告訴
記者，這附近 「灰蒙蒙的環境狀況不是一兩天了」，他
們都已經習慣了。

記者嘗試進入廠區採訪，但門口的保安沒有放行。
工廠附近的村民告訴記者，通行道屬於天脊潞安集團的
工廠，因涉及化工材料，平日裡進出門口的管理非常
嚴格。

記者從天脊集團門口出發，沿濁漳河，行經微子
鎮、黃牛蹄鄉直到辛安泉鎮進行採訪。沿途經過濁漳河
大部分河面已結冰，沿河皆為農田。

此前發布的新聞通報中顯示，天脊化工已經在濁漳
河沿岸設立警示牌，並告知周邊村民禁止引用河水和食
用河裡魚蝦。

但記者行經村子中的多數村民告訴記者，他們聽說
了苯胺泄漏事件，但並未接到相關的通知。他們很擔心
井水和家畜飲用水會受到影響。

在辛安泉鎮石樑村濁漳河特大橋頭，一位抱孩子
的村民正在等公交車，他告訴記者，他已了解苯胺泄露
事故，他表示，雖然現在是冬季，大部分河水都已結冰
，但對苯胺是否已泄漏至此仍感到擔心。

【本報記者楊奇霖太原七日電】記者從有關方面獲
悉，7日下午4時16分，山西省陽煤集團寺家莊煤礦發生
瓦斯爆炸事故，造成4人死亡，3人失蹤。至到記者發稿
時，7人已全部遇難。

記者致電事發煤礦宣傳部了解具體情況，該部門工
作人員稱部長已經下井，他不了解詳細情況。山西省應

急辦值班室工作人員以不負責信息通報為由掛斷了記者
電話。

據了解，發生事故的區域正在做井下工程，區域內
共有17人作業，其餘10人安全撤離。

寺家莊煤礦年設計生產能力500萬噸，位於晉中市
昔陽縣境內。

【本報訊】據新華社七日消息：山西潞安天脊化工
「12．31」苯胺泄漏事故後的第七天凌晨，山西省環保

廳總工程師劉大山在新聞通氣會上宣布：根據濁漳河上
四個斷面最新水質監測數據，天脊化工 「12．31」苯胺
泄漏事故處理已取得成效。

截至1月6日，濁漳河山西流域兩個斷面水質採樣中
，苯胺含量已低於標準限值，且未檢測出揮發酚。在濁
漳河河北流域兩個斷面採樣中，苯胺含量下降至1.5毫
克／升，為標準限值的1.5倍，揮發酚含量下降至約0.01
毫克／升，超過標準限值2倍。

濁漳河是山西上黨地區最大的河流，流域內不僅有
辛安泉飲用水水源二級保護區，還有一些水上漂流的旅
遊項目。

已經流入漳河的約8.7噸苯胺，通過在排污渠、濁
漳河沿線設置數道漏物攔截壩、沿線投放活性炭、鋪撒
石灰粉等方式進行 「圍追堵截」。記者發現，在排污渠
入河口處，數百袋活性炭壘成了一條10餘米長的 「碳壩
」，截斷了污染物流入濁漳河的通道。

在排污渠距河口約100米處，還有一座新打的高約1
米的土壩。據村民反映這座土壩是1月6日凌晨修的，王
玉平解釋說，這座土壩是用來防止上游結冰的污染物融
化後流入濁漳河，類似的土壩還有數座。

在濁漳河山西流域內，環保部門設置了5個水質監
測點位，每兩個小時取樣一次，化驗分析苯胺含量、化
學需氧量等數據，實時上報。

河南建壩攔截污水流入水庫
此外，記者還從河南省安陽市政府獲悉，該市正在

洹河上緊急修建過濾壩，利用活性炭對污染物進行吸附
，以攔截山西泄露苯胺流入下游小南海水庫，降低污染
程度。

7日的最新通報顯示，紅旗渠源頭、青年洞、紅旗
渠分水嶺三個斷面水質超標情況均不同程度有所好轉。
截至7日8時，揮發酚超標倍數由原來的40多倍下降到13
倍，總體呈下降趨勢。

7日上午，山西長
治市市長張保首次向
公眾明確回應苯胺泄

漏事故並致歉，同時就引發外界強烈質疑的
「5日」情況作了說明。張保為 「未及時上

報」事故情況向公眾 「表示深深的歉意」。
2012年12月31日7時40分，山西省潞安

天脊煤化工集團苯胺灌區因輸送軟管破裂發
生苯胺泄漏，但到2013年1月5日才向省級通
報並對外界披露。當日，受這一事件影響，
濁漳河下游城市河北邯鄲大面積停水。

這一本應幾小時內上報到省政府的事故
信息，卻 「遲到」了整整五天。繼中鐵瞞報
隧道爆炸事故之後，成為又一根引爆輿論焦
點的導火索。

從5日起，這一涉嫌 「遲報」的事件引
起了網民的強烈關注。有網友認為事前監管
不力，造成特大水污染事故，事後隱瞞掩蓋
，推卸責任，強烈要求對事故責任者和推卸
責任者追責。

面對媒體和公眾的質疑，張保在發布會
上表示，事件反映出對環保事故的認識不夠
，警惕性不高，特別是對苯胺進入濁漳河後
污染的危害性估計不足，對此 「表示深深的
歉意」。

專家：政府在新舊觀念邊界
對於這一延遲 「五天」公開的信息，南

京大學網絡傳播研究所所長杜駿飛在接受記
者採訪時說： 「12.31」苯胺泄漏事故披露
晚了5天，是違反信息公開條例的行為。雖
然是遲到5天公開而不是隱瞞已有進步，但5

天時間已經對社會和公眾造成了利益侵害。
2003年非典事件，促成《信息公開條例》的實施，

但國家已有相關法律法規，為何類似事件仍屢禁不止？
杜駿飛表示，這是由於地方政府還在新舊觀念邊界徘徊
不前，法制不夠嚴謹，官員素養還不夠高，輿論監督還
不夠嚴密，這三條哪怕有一條落到實處，這種5天之後
才通報重大污染事故的情況就不會發生。 （新華社）

【本報記者高賀強、實習記者王璐瑩哈爾濱七日
電】7日上午，哈爾濱一大型家居裝飾商場突發大火，
火勢兇猛，近500名消防隊員經過10個多小時緊張撲救
，大火已被完全撲滅，目前暫無人員傷亡，火災起因
在進一步調查中。

據了解，起火建築國潤家飾城共5層，建築總面積
21900平方米，過火部位為建築一層，過火面積9400平
方米，主要經營床品、布藝。

記者在現場看到，滾滾濃煙從商場各層窗口噴薄
而出，五層樓的商場外牆體大部分被大火燒焦、熏黑
，數十名消防隊員冒滾滾濃煙在樓體內部，樓體外
牆架起的雲梯上緊張撲救。在距離起火商場50米外已經

拉起警戒線，數百名路人在駐足圍觀，大多面露緊張
焦慮神色。

記者走訪起火商場附近看守建築材料的楊女士，
據她描述， 「大約是9點40左右，我正在工棚小屋裡吃
飯，聽到外面有人喊，火了，火了，我從小屋裡
衝出後看到，對面的國潤家飾城的東側一層，濃煙滾
滾，火光四射，人們一邊喊一邊往外跑。」大約過
了20多分鐘後參與救援滅火的數十輛消防車就陸續趕到
火災現場投入撲救。據目擊者稱， 「火災起火點是由
家飾城東側開始逐漸蔓延至全樓的，聽說火災可能是
由麥當勞旁一家正在裝修的商舖中的電焊工施工操作
不當而引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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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胺事故處理已見成效

哈爾濱商場付諸一炬

山西煤礦瓦斯事故7人遇難

▲在山西長治市潞城市辛安村，一個孩子從發生苯
胺泄漏的排污渠上走過，排污渠已被石灰粉掩埋

新華社

▲上海一農產品市場發生火災已造成5死12傷，圖
為消防官兵正在火災現場滅火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