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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矿之患：陕西华县矿区多地涉嫌污染
阳光城“高周转低成本”战略现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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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北京之大，已远远非
“
居大城极不易”所能言说。
北京市政府迁往通州的江湖传言也正在从遥远的传说变成渐近的事实。 问题是，谁来纾解北京之困，又如何才能疏解那些原本不应该属于北京的
首都功能？ 请看本期报道：

施工简单粗暴 地方监管无效

陕西引汉济渭工地
被指污染严重

谁来疏解大北京？
产业、市场、教育、医疗、行政事业单位分领域制定目标

本报记者 赵锋 安康 汉中报道

断续续的几年施工中，环保问题始
终被争论。

被誉为陕西省的“南水北调”
本报记者 李正豪 北京报道

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

目标与分领域目标， 制定好产

把各项疏解任务落到实处。

非
技 4 大中心的城市定位不变。“

业、市场、教育、医疗、行政事业

2014 年 2 月，中央明确了北
京作为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

首都功能” 即在 4 大中心功能之
外北京所承载的城市功能。

单位等疏解方案和目标”， 坚决

大戏正在不断掀起高潮。
2014 年春节之后，以“动批”
“大红门”搬家为标志，北京搬迁

工业发展之渴的地标性工程，在断

商贸市场率先进入公众视野。
2014 年 5 月，以北京凌云建材化

迁成为关注焦点。 近日，“北京党
政机关东迁”的消息则让通州成
了话题核心。
一位参与了 2015 年 6 月 17
日在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召开的
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现场会
的人士在接受 《中国经营报》记
者采访时透露，北京市市长王安
顺在此次会议上指出，“要有序
疏解‘非首都功能’难度不小，这
与政府以往的工作区别很大。 ”
王安顺要求北京各区县、各
部门、各单位“要统筹好疏解总
离开北京的恐怕不仅仅是庞大的物流体系。

本报资料室 / 图

通州刮起“政府东迁风”
在
“
通州区
‘十三五’规划”中，北京市行政职能的迁移也将出现在规划建议中。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居住区规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陕
南秦岭山区实地走访发现，“引汉
济渭”部分工段环保、土地等问题
严重，引起当地群众怨言。 而当地
政府部门虽多次查处纠违，但部分
乱象仍难根除。

环境破坏严重

工有限公司成为首家外迁企业
并落户邯郸为标志，北京产业外

在 疏 解“非 首 都 功 能 ” 工 作
会上，王安顺要求制定行政事业
单位的疏解方案和目标，让近日
在通州刮起的“政府东迁风”更
进一步。

—
“引汉济渭”工程，因穿越秦岭
——
让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打通而备
受瞩目。 这个未来要调水 15 亿立
方米，以解陕西关中地区 4 大城市

的“短板”，很难对中心城区的人
口疏解形成显著的吸引作用，“因
此有必要将更多市直机关东移通
州，以提升通州‘副中心’公共服
务整体水平， 缓解中心城区人口
聚集压力。 ”

区‘
十三五’规划”，他透露，有关单
位正在研究北京党政机关的搬迁
方案，而在
“通州区
‘十三五’规划”
中，北京市行政职能的迁移也将出
现在规划建议中。

市场约 2000 家， 建材城 101 个，
家具城约 39 个， 从业人员高达
200 万 ~300 万人。
四是创业中心功能，北京不仅
是高科技行业，而且也是一些低端

北京市社科院最新研究报告还

产业，比如，装修、快递、保姆、按摩

划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播认为，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是真事， 只是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也认
为，通过行政资源的搬迁，能够带动

详细归纳了应该疏解的 5 大方面
“非首都功能”： 一是医疗中心功

技师等从业人员的创富首选之地。
五是旅游中心功能， 北京

北京市政府不能说而已。 ”北京市
规划学秘书长高毅存表示，“北京

更多资源向城市“
副中心”聚集，这
在国际上也不乏成功先例。 比如，日

能， 北京聚集了全国 793 所三甲医
院当中的 50 所，每天到北京看病的

2014 年 接 待 国 内 旅 游 人 数 高 达
2.57 亿人次。

市搬迁到通州的事，我们早就预料
到了。 ”

本东京为了解决“
城市病”问题，建
“副
设了新宿、涩谷、池袋三个城市

外来人口高达 80 万 ~100 万人，这
“
挂号难、看病难”。
加剧了北京的

北京市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
杨松称， 由于资源的不合理集聚，

北京市的智库机构——
—北京
市社科院近日也明确建议“市直

中心”，其中，将东京市政府迁到了
新宿。 现在看来， 东京市政府的搬

二是教育中心功能，北京集中了
全国 112 所
“
211 大学”中的 26 所。

北京承担了许多
“
非首都功能”，这
些功能与首都功能掺杂在一起，给

机关东移通州”。 北京市社科院管
理研究所所长施昌奎表示， 因为

迁，对于新宿增强人口、产业等资源
要素的吸引能力成效巨大。

三是商品市场交易中心功
能， 北京城市核心区域集中着中

北京带来许多问题，“要疏解和剥
‘
非首都功能’十分困难，成
离这些

城市发展新区仍是北京公共服务

赵弘目前正在主持编写
“通州

型规模以上的小商品交易、 服装

本也十分惊人。 ”

市场和产业仍是重点
当下一段时间疏解“
非首都功能”重点仍将集中在市场和产业两个领域。
智库机构的建议与北京市政
府的打算非常合拍， 北京市社科

的重点工程先行启动；四是要统筹
考虑疏解后的土地利用，更多用于

材市场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石材集
散地，截至 2015 年 6 月中旬，拆除

位式”经营现象；另外，计划清退
5 家工业企业， 还将推动一家锂

院提出的 5 大“非首都功能”，基
本上被北京市政府已经明确要求
制定分领域疏解方案和目标的产
业、市场、教育、医疗、行政事业单
位等领域所覆盖。
王安顺已明确提出“四个统
筹”，一是要统筹好增量控制和存
量疏解， 严格控制增量资源在城
六区聚集； 二是要统筹好疏解总
目标与分领域目标，制定好产业、
市场、教育、医疗、行政事业单位

绿地建设，用于公共服务设施和功
能的完善。
前述多位专家认为，当下一段
时间疏解“非首都功能”重点仍将
集中在市场和产业两个领域。
记者获悉， 朝阳区 2014 年关
停低端市场 17 家，拆除废品回收站
11 处， 清退污染工业企业 28 家；
2015 年的计划是清退有形市场 46
家，关停淘汰工业污染企业 41 家，
拆除再生资源回收场站 22 家；到

面积已超过 85%，计划于 6 月底全
部拆除完毕。北京规模较大的四惠
建材市场也将于 2015 年 10 月底
之前全部清退。
据东城区疏解“非首都”功
能工作方案，2015 年将重点引导
永外城、百荣世贸商城、万朋、红
桥市场等加速转型升级，积极推
动百荣二期、世纪天鼎等市场的
小商品批发功能，以及永外城等
市场仓储及物流配送功能的疏

电池生产企业落户河北固安，推
动诺基亚西门子公司将生产环节
转移亦庄， 完成北京航星机器制
造厂落户河北燕郊， 制定中国中
医科学院相关部门及实验药厂的
疏解方案。
海淀区在 2014 年关停明光寺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金五星学院路
商品交易市场、西苑、四海等 32 家
低端市场的基础上，2015 年也在
加快从不符合首都核心区定位的

等疏解方案和目标； 三是要统筹
好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 选择一
批条件基本成熟、 具有广泛共识

2016 年，将对安全隐患大、负载人
口多的 50 个市场进行清退。
朝阳区十八里店乡西直河石

解外迁。
东 城 区 2015 年 计 划 疏 解 商
户不少于 500 户，将杜绝市场“摊

地段低效产业业务入手，调整存量
地段业态，实施有形市场调整疏解
工作方案。

京津冀多地将受益
通州区南部与天津武清区、河北廊坊市均有交界，位于这里的区域合作、对接将加强，产业转移力度将加大。
对于“北京党政机关迁往通
州”， 国泰君安一位分析人士认
为，这首先有利于通州区房地产、

时，未来北京党政机关更加邻近廊
坊的燕郊和大厂，将推动他们率先
与北京一体化发展。

家，2015 年的目标也是 1300 家；
“大红门”2014 年约搬迁 600 多家
商户，2015 年的目标是推动 3000

备、尚未开业。
对于产业转移，虽然 2014 年
以来河北各地都组织了专门的

交通、基建，其次，由于通州区的
定位是现代文化资源聚集、 运河
文化彰显的文化产业基地， 这也
有利于相关的文化产业， 以及教

通州区运河核心区是当下
“
北
京副中心”建设的先行区，据记者
了解，这里已经聚集了保利、绿地、
富华、K2 等九大房企，近期关于相

家商户进驻保定白沟。除了廊坊永
清、保定白沟以外，天津西青区、武
清区的相关市场，以及石家庄商贸
城等，也都在动员
“动批”
“大红门”

招商团队对接北京，但据专家分
析， 北京大的工业项目已经不
多，最有可能的外迁之地将是天
津滨海新区、曹妃甸新区、沧州

育、医疗等；另外，这也将进一步
提升市场对于京津冀一体化提速

关地产项目“封盘提价”的消息不
断见诸报端。

的商户加速迁移。
另据了解， 对于华北最大石

渤海新区，比如，北京和天津将
在滨海新区合建滨海 - 中关村

的预期。
该人士进一步分析，通州区南
部与天津武清区、河北廊坊市均有
交界，位于这里的区域合作、对接
将加强，产业转移力度将加大；同

对于市场搬迁，新的“
动批”已
经确定落户廊坊永清，新的“大红
门”也正在加快对接保定白沟。 据
记者了解，
“
动批”共有约 13000 家
商 户 ，2014 年 已 经 搬 迁 1300 多

材集散地——
—西直河石材市场的
搬迁， 朝阳区在天津和河北廊
坊、 香河找到了 4 个承接地，其
中， 有半数商户已经签约到香
河， 但是那里石材市场还在筹

科技园，北京和唐山将在曹妃甸
共建规划面积 100 平方公里的北
京（曹 妃 甸）现 代 产 业 发 展 试 验
区，而北京现代第四工厂也已经
确定落户沧州。

时值 6 月， 此处蒲河流域的安

工程施工现场附近的子午河峡谷的

康市宁陕县“引汉济渭”几个标段的
正在进行隧道施工。 来往匆忙的运

半山腰上， 通往大坝建设位置的进
场道路正由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

渣石车辆， 正在将渣石运往河道附
近的临时渣场。 车辆所过处，尘土飞
扬。 标示牌显示，这里是引汉济渭北
上必经的秦岭隧道项目。 在隧道的

工程局修建。 记者看到，施工现场白
花花的弃渣， 以及施工而来的山石
毫无规律地堆积在河道旁。 当地群
众表示，去年冬季的枯水期，子午河

南面几十公里， 是引汉济渭工程的
一个重要的水利枢纽。

河道沿线几乎成了一个弃渣场，占
据了宽百余米的河道近半。 大河坝

现场施工人士解释称， 因为在
秦岭峡谷施工场地有限， 临时渣场
只能选择在平坦的河道附近。 施工
方解释， 这也是按照如何将施工给
环境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的要求来

镇共力村民称， 因为该村附近是水
利枢纽工程的主战场， 每天几十台
挖掘机作业，对环境也影响较大。 以
前河里面有鲇鱼、鲤鱼等，现在基本
消失了。

做的。 但当地住户认为，工程石渣有
的堆放在村子附近的河道边， 非常
不利于汛期安全， 也对当地的青山

值得关注的是，“引汉济渭”附
属工程的环境影响更为触目。 于
2011 年 8 月开工的
“引汉济渭”附属

绿水环境带来了污染。
事实上，按照引汉济渭规划，在

工程——
—“西汉高速佛坪连接线”永
久改线工程进行施工建设。 原线路

陕西南部秦岭山区的陕西佛坪县到
周至段，全部采用输水隧洞，并且项
目尽可能要避开环境影响敏感区
域。 不过，即使是隧道施工，弃渣问
题仍是一个环境难题。 因为隧道出
渣量巨大， 而施工现场为两山夹一

因地处三河口水利枢纽淹没区，“改
线工程”在原线路不变的基础上，将
路往山上抬高了 70 米。 不过，“改线
工程”未批先建，对当地山体环境带
来污染。 据了解，全长 16 公里的这
条道路， 实际是按“限价设计”约

水的峡谷地貌， 施工废料如何安置
确实是一个问题。 比如，上述蒲河段
施工将弃渣临时堆放在河道附近，
就隐患重重。
在上述水利隧道的西南面几十

3.19 亿元来修建的。 正是因为限价
设计，让原本的隧道、桥梁因花钱多
被“
省”掉了。 如此，道路就改为绕着
山体修， 而环山修建对山体破坏巨
大。 据悉，“
改线工程”的施工引起生

公里，即汉中市佛坪县的大河坝镇，
引汉济渭的三河口水利枢纽正选在
该镇的三河口附近。 这里的环境影
响要比前述隧道弃渣更为严重。 佛
坪县大河坝镇共力村村民陈先生介
绍说，大河坝镇地处子午河上游，椒

态破坏问题后， 曾被环保部巡视检
查后发现并调查。 2012 年，环保部
介入调查，2013 年“引汉济渭”因未
批先建， 被国家环保部叫停。 直到
2014 年，“引汉济渭”才获得发改委
批复和环评批复。

溪河、 蒲河、 汶水河在这里三水合
一，汇入汉江。
村民张先生则称，从去年开始，

当地知情人士称，“引汉济渭”
附属的三陈路复建工程， 三陈路复
建工程在 2013 年开工前，设计方案

三河口这个地方就开始修建水库。
施工带来的环境破坏， 让他和当地

评审时，为压缩投资，一些桥梁、隧
道设计也被砍掉了， 对环境破坏较

村民都有意见。
据了解， 计划耗资超过 350 亿
元的三河口水利枢纽是“引汉济渭”
工程计划中最关键项目。 2014 年 2
月 14 日， 三河口水利枢纽建设启
动。 三河口水利枢纽工程是整个调

大。 资料显示，三陈路复建工程的水
土保持工程、 环保投资概算合计
735 万元，设置有 5 个渣场。 目前施
工中没有渣场， 水土保持方案和环
保措施，实施不符合建设规范。
佛坪县一位官员表示，“引汉济

水工程的调节中枢， 也是先期供水
的起点。
6 月 18 日，在三河口水利枢纽

渭” 工程附属项目， 涉及违规问题
多，但下面履行水保执法检查很难，
因为这是省里的项目。

征地多有瑕疵
另一方面， 上述附属工程还涉
嫌违规征地， 并引发村民与施工方
的冲突。

补偿款。
对于土地征用违规问题， 佛坪
县国土局一位人士表示， 由于该工

据《长江商报》报道，2014 年 5
月， 因施工中毁坏了陈先生的 2.7
亩林地，“改线工程”A 标项目的建
设方与陈先生达成赔偿协议， 并写

程土地行政审批程序没完成， 没有
用地主体，无法按法律程序供地。但
建设和施工单位自己私下和村民商
量征地，显然是不合法的。 据悉，从

下了 1.5 万元的林地毁坏补偿金欠
条。但当陈持欠条索偿，建设方负责
人高某将欠条撕毁扔进垃圾桶，继
而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后陈先生夫
妇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 8 天。
当地政府的一位人士表示，“改

2009 年以来，佛坪县水利、国土、林
业等部门对三河口水利枢纽先期工
程中的违法占用林地等行为， 开出
的整改通知书、 停工处罚单都不下
20 次， 但是由于是省级重点工程，
当地部门也在执法中无可奈何。

线工程”项目的工程管理混乱，建设

就此记者从相关有关部门查询

方为追逐利润，忽视环保措施，对临
时占地不进行复垦， 也不支付给村
民补偿费， 给当地留下了非常尖锐
的社会矛盾。
另外，“改线工程” 项目建设
方——
—核工业西北工程建设总公司
项目部， 在没有征地协议书的情况
下，居然私下把村民 20 亩林地予以
征用。就此，佛坪县国土局否认参与
征地，不过，陈先生的银行账户上莫
名其妙存进去了 10 多万元的林地

到，陕西省国土厅因“引汉济渭”工
程未批先用、 违法占用洋县、 佛坪
县、宁强县 1313 亩集体土地，曾对
陕西引汉济渭工程协调领导小组办
公室给予罚款 437 万元的行政处
罚。 但处罚过后，为了赶工程进度，
部分问题依然存在。 陕西省引汉济
渭工程建设公司有关人士称，“引汉
济渭” 工程确实曾因为环评问题遭
到过处罚， 不过现在的施工应该严
格按照有关批复规范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