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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门屡屡处罚难见实效

钼矿之患：陕西华县矿区多地涉嫌污染
本报记者 赵锋 渭南报道

楼市观察

冰火两重天

近期，《中国经营报》记者实地
调查发现，当地矿区以金堆城钼业

陕西省渭南市华县是国内著
名的钼都和石材集散地， 然而正
是由于钼矿石的开采和石材开
发， 也给秦岭山区带来了严峻的
环境问题。

各线城市楼市分化明显

和华达矿业为代表的多个采矿企
业， 也给所在地带来疑似污染问
题。 甚至有矿业企业的
“三无”排污

2014 年下半年以来，楼市经历了四轮
“救市”政策：退出限购、

池公然修在公路边，令当地居民苦
不堪言。
6 月 16 日下午金堆城镇金堆城公司脱硫厂附近。

钼都“酸水”

本报记者赵锋 / 摄影

930 新政、降息降准、330 新政。 在楼市刺激政策之下，各线城市市
场表现呈现分化：
一线城市率先回暖，今年 1~5 月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平均同
比增速达到 36.9%，尤其是深圳回暖明显，出现量价齐升的现象。

在上述露天矿山开采现场一条公路上，矿粉和积水搅和在一起，让过往车辆都沾上了一层污染物。

二线城市商品住宅面积同比增速低于一线城市，不同城市之
间分化明显。

从西岳华山附近的华阴市罗敷

输车轰鸣不已，尘雾也四处飘散。当

镇沿着 202 省道穿越秦岭前行约

记者来到一处露天矿附近的山头

在上述露天矿山开采现场一条

到， 抛洒的矿渣已经造成埋在路边

30 余公里，便在 202 省道能看到一
个醒目的大牌子提示路人， 即将进
入号称中国钼业之都的金堆城镇。

上，更为震撼的是，这里的尾矿堆积
如山， 几辆铲车正将尾矿平铺于一
个巨大的山谷中。

公路上，矿粉和积水搅和在一起，让
过往车辆都沾上了一层污染物。 当
地人士称， 这种污染物是带有很强

的供热管道严重腐蚀。 当地村民对
此表示， 从转运站出来的大车拉的
尾矿中含有大量的硫酸类物质，其

三四线城市商品住宅面积同比增速低于一线城市，不同城市
之间分化明显；平均销售价格增速甚至出现负增长。

后者是亚洲最大的钼矿采选、 冶炼
和加工、科研、贸易基地。

事实上， 金堆城镇处在两山之
间的峡谷地带， 金堆城钼业公司的

腐蚀性的毒泥。
“抛洒在公路边的一些带有硫

被抛洒在地面上会导致黄土变红而
难以再种植庄稼蔬菜。

各线城市 2015 年 1~5 月份成交量和均价

在金堆城镇公路两边， 被车辆
甩出或抛洒的钼矿尾矿渣比比皆

采矿厂、选矿厂、脱硫厂、物流中心
等子单位也都拥挤在这条宽不足

化物的矿渣， 一遇到雨水就变成腐
蚀性很强的
‘酸水’。 ”村民表示，这

华阴市罗敷镇明星村就深受此
害。“
那些车所拉的矿渣经常被抛洒

城市

是。 来到金堆城镇金钼股份矿冶分
公司露天矿时， 之间一个数平方公

500 米的峡谷中。 一条呈“深绿色”
并带有刺鼻气味的小河将工矿厂区

些“酸水”不但会将土地腐蚀变色，
而且即使是路边的管道也时常被腐

在我家门前的公路上。 ”一位村民告
诉记者，与污染相比，这些载重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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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经常超速超载，飞尘漫天。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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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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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见方的巨大矿坑中， 采矿车及运

和居民区分隔成两部分， 尾矿库则

散落在山头之上。

蚀坏。

记者在转运站附近的公路边看

尾矿之患
上述栗西沟尾矿库早期并无环评文件，废水渗漏对当地环境污染严重。

成交量

均价

单位：万平方米

单位：元 / 平方米

366.88

22794

重庆

665.92

6582

值得关注的是， 金堆城公司在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开展水土保持

—改扩建尾矿库项目。然而，这
法——

杭州(含萧山余杭)

397.63

15797

当地的尾矿库和排土场， 也被村民
多次投诉环境问题。比如，该公司目
前唯一使用的栗西沟尾矿库， 在进
行加高施工时， 尾矿库坝下污水曾

制标准》进行规范建设和管理。 对
服务年限到期、具备条件的尾矿库
及排土场逐步进行复土、 种草、闭
库，根治排土场尘土飞扬、泥石流

评价和地质灾害评估，对应采取针

南京

310.66

14851

对性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降低次生生态环境破
坏事件的风险。

项改造迄今仍未完工，且污染不断。
华县环保局监察大队则给本报
回复称， 目前该公司委托陕西建安
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开展施

武汉

7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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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329.30

9471

苏州

334.33

11908

直接被排。该公司排土场，也时常有

隐患等生态问题。日常排土作业分

记者了解到， 上述栗西沟尾矿

工期监理工作。 加高设计、 移民搬

大连

81.39

11273

矿渣污染。
对于上述问题，金堆城公司回

台阶堆放， 分台阶修筑排水沟，建
设石砌水泥骨架护坡，沿下游设置

库早期并无环评文件， 废水渗漏对
当地环境污染严重。 2006 年根据生

迁、征地、库后分散放矿、坝下渗水
回收、副坝建设等工程内容已完成，

厦门

100.22

19868

复称，尾矿库及排土场，安排有专
职人员负责日常监督管理。新建及

拦渣坝。 废石采用汽车运输，运输
道路利用洒水车循环洒水进行降

产需要，金堆城报批了
“栗西沟尾矿
库延长服务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

仅剩余排洪系统改造工程， 预计
2015 年年底前完工，随后开展项目

现有尾矿库与排土场均按照《一般

尘处理。 此外，新建排土场项目均

书”， 并提出了解决废水渗漏的办

环保验收工作。

治污之难
当地政府部门人士表示，有部门曾多次整顿治理过小采石场，但是有的小场常常是和监管部门打游击。
记者在华县少华山附近 310 国
道旁还看到，一处数百平方米的排
污池，公然修建在距离当地村庄约

生产。 对该企业既不补办手续又擅
自开始生产的违法行为，大队已立
案并上报县局查处。

都给当地带来了较大的环境治理
问题。
对于钼矿污染以及治理，专业

年，渭南市环保局对金钼股份矿冶
分公司排污等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
案查处，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罚

300 米的地方。 经过华县环保监察
大队调查，此排污池为华县华达矿

另外，华山附近不少开山挖石
的石材厂隐匿在山间。 在多处采石

人士介绍，钼矿开采对环境污染极
大。 其在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废水、

款 10 万元，限期整改。
陕西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

业新建一条洗沙生产线生产过程
排放废水的沉淀池。 该洗沙生产
线，并未办理环评手续，属非法生

区域，开山炸石的开采石材石料的
小场也正在对这里的青山进行着
破坏。 当地政府部门人士表示，有

废气，废渣、废水中含有重金属离子
等污染物，含有致癌物，废气主要有
硫化氢，二氧化硫，等等有害物。 这

人士表示，金堆城公司是渭南市经
济支柱企业之一，也是省属大型国

产。 当地环保局称，该企业的违法
行为曾被反映，环保监察大队已对
此问题于 2014 年 8 月 22 日现场检
查时下发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
定书，要求其立即停止生产，补办

部门曾多次整顿治理过小采石场，
但是有的小场常常是和监管部门
打游击。
事实上， 在陕西华县石材是
当地除钼矿外的另一项支柱产

些气体浓度极高，废渣的堆放会导
致污染的不可逆，在雨水的冲刷下
就会污染河流，在晴天会释放大量
有毒有害气体。
对于上述金堆城污染问题，渭

事故，当地环保部门对其小的污染
会保持“容忍”；另一方面，县、市环
保部门对省属大型国企没有多大约
束力，执法也往往难以奏效。 而这
也正是上述村民投诉和地方环保处

手续。 但该企业一直未补办环评手
续， 并于 2014 年 11 月又擅自开始

业。 和钼产业一样，都是以原材料
开采加工而形成产业。 两项产业

南市环保局也曾做过处罚。 但处罚
之后， 污染继续。 资料显示，2013

罚过后，环保治理未见实质性效果
的主要原因。

企；一方面只要不出大的环保污染

西安

482.88

6767

长沙

473.64

5876

宁波

190.05

12295

青岛

390.52

9472

福州

89.92

14807

合肥

417.74

7822

惠州

106.85

6270

锦州

45.48

4676

九江

125.30

4644

湛江

34.60

6830

莆田

63.04

7848

舟山

38.78

11587

东营

65.10

5737

芜湖

96.32

5344

大同

50.20

5486

南平

10.23

5325

黄石

39.53

5527

徐州

329.71

5478

蚌埠

92.86

5327

泰州

69.10

6601

数据来源：中指数据，同策咨询研究部

第二座城系产品青岛中欧国际城落地

方兴地产城市运营商战略初现
本报记者 孙维晨 北京报道

之于众。 按照方兴地产的逻辑，这
个总占地面积约 2500 亩的地块将
被打造成融合生态、智慧、多元、国
际、文化的城市运营级项目，实现
其从资源推动型到产业引领型的
升级转型。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说：
“
目前

方兴地产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品，以后的业务占比将越来越大。 ”

距离第一个城市运营类产品梅
溪湖项目 1200 公里外的山东青岛正
在孕育方兴地产的第二座
“
战略性武
器”。 方兴地产内部将这种产品比作
容纳各类战术武器的航空母舰，其不
仅容纳了自身的各种项目，也融合了
其他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产品。

方兴地产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项目的一期部分主要为住宅产品，
预计将于今年 8 月份先期推出。 别
墅类产品则将在明年推出。 而与商
业相关的综合体、 酒店等产品则处
于开发的中后期。
按照方兴地产的逻辑， 之所

入到
“大青岛”的发展蓝图之中。 有
分析认为，在“三城联动”城市发展
总战略的指导下， 胶州湾北岸的未
来，几乎就代表着青岛的未来。
在这种战略产生之前， 高新区
所在的红岛在辖区内的地位几乎
“微不足道”。

公开资料显示， 青岛高新区管
委与方兴地产计划在红岛高新区祥
茂河以东、河东路以南、火炬大道以
北、墨水河以西片区合作，以打造在
山东的首个“
国际新城”项目。 这个
名为“中欧国际城”的项目总占地约
2500 亩， 建筑面积 400 万平方米，
将打造成为集普通住宅、 别墅、公

以要住宅项目先行是为了快速导
入人口以拉动配套产品和商业产
品的开发。
而之所以选择青岛为第二个地
域目标， 方兴地产亦有自己的战略
考虑。
公开资料显示，2014 年， 青岛
高新区成为 114 个国家高新区中的

红岛区域内人口不足 10 万并
无特色支柱产业，其经济发展疲弱。
尽管青岛市内住宅产品均价过万，
但是红岛成交均价每平方米却不到
6000 元。 这种价格差距被视为青岛
环胶州湾中心城区的价格“洼地”。
不过， 价值洼地也意味着升值的空
间。有分析认为，高新区的价值恰恰

寓、商业、酒店、写字楼以及相关配
套产业的综合运营项目。
据媒体报道， 该项目的住宅总

12 个示范区之一，综合排位升至全
国第九， 国内外优秀的孵化器和创
业团队纷纷在这里生根， 成为引领

在于它的后发优势。 而红岛高新区
的一系列动作， 证明了其巨大的潜
力和发展机会。

建筑面积约 240 万平方米， 其中包
含 48.2 万平方米的人才公寓配套。

青岛经济
“升级”的引擎。 这无疑使
得高新区在成为青岛下一个中心上

公开资料显示， 作为北岸核心
区， 红岛高新区范围内已经规划了

其商业项目建筑面积为 54 万平方

具备先天优势。

M8、M9、R2、R4、R6 及 R8 线 6 条

在总结完第一个“国际新城”
产品开发经验后，方兴地产(00817.
HK)迫不及待地将第二个产城系作
品安插在了青岛高新区。 6 月初，方
兴地产将青岛中欧国际城项目公

国际新城的系列项目在业务总量中
占比并不太多，但是这种产品是一
个集大成者。 这里面涵盖写字楼、
酒店、商业项目，还有住宅项目。 今
后方兴地产还将继续开发该系列产

第二座产城系产品落地

米， 产业项目面积约为 105 万平方
米。 同时方兴地产还计划拥有购物
中心、 酒店等用地约 24.5 万平方
米， 这些商业项目落成后将成为持
有型物业。

早在 2012 年，青岛当地的高级
别政府会议针对青岛发展就提出
“
全域统筹、三城联动、轴带展开、生
态间隔、组团发展”的战略观点。 这
是政策第一次真正将胶州湾北岸纳

轨道交通线路。 奥体中心、 教育中
心、医疗中心、滨海湿地、CBD 中央
商务区、 会展中心等项目相继选址
落户。而更大的发展契机在于，坐落
于此的青岛新机场已经破土动工。

城系产品揭示战略升级
来自国家发改委 6 月 24 日
的最新数据显示，1 到 5 月份，商
品房销售面积降幅收窄， 其中住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方兴地产现
在的产品主要有住宅、 商业综合
体、写字楼、酒店等业态。 其中，商

为这个区域做贡献。 谁能引入好
的学校、好的产业，我们就把地卖
给谁。 比如有的开发商刚性需求

宅销售面积呈现同比止跌行情，
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也同比增
长，增幅约 3.9%。 另外，连续 14 个
月累计负增长的商品房销售额，
在 1~5 月数据中也首次出现了正
增长，涨幅 3.1%。

业有金茂广场、 金茂汇以及社区
商业等类别，写字楼为金茂大厦，
而酒店方面则拥有金茂酒店这一
品牌。 在住宅项目中有六个产品
系列。 我们现在做的城系产品是
上面这些产品的集大成者。 ”

产品做得好， 那么就结合方兴的
要求，我们把地块卖给他。 ”
公开数据显示， 方兴地产与
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在 2011
年签约后投资 600 亿元成为梅溪
湖国际新城一级土地开发商，由

其中，自 2012 年 4 月以来持
续长达 3 年之久的商品房库存上
升态势首次出现转变。5 月末商品
房待售面积 65666 万平方米，比 4
月末减少 15 万平方米，这是自本
轮房地产市场低迷以来， 商品房
待售面积首现减少。
报告认为， 在中央和地方政
策作用刺激下， 楼市处于持续回
暖过程中， 销售回暖带动市场整
体活跃度回升， 楼市整体活跃度
回升。
房地产市场回暖与库存减
少的背后是各家房企不断加速
周转去化的结果。 观察家们认

上述负责人说， 直到梅溪湖
国际新城项目后我们才把这一产
品称之为“系”。 因为它所包括的
产品业态太多。“通过总结梅溪湖
项目多年开发的经验， 我们可以
把青岛中欧国际城项目看做城系
产品的升级。 但是现在这个产品
系所占业务比重并不太多， 毕竟
是第二个项目。 ”他认为，城系项
目未来的能量将非常大。
不过， 这样海量级的项目开
发周期也不能与单个项目相提并
论。 按照方兴地产的“三年成形、
五年成市、八年到十年成城”的战
略规划， 中欧国际城的整个开发

单纯的土地竞拍开发企业跃身区
域规划运营主体。
这个位于湘江新区中心地带
的庞大项目， 总占地面积达
28411.9 亩。 方兴地产经过资源整
理与招商， 已引进中海、 中国铁
建、万科、佳兆业、中冶长天、卓越
等 20 余家企业进驻。 其土地出让
收入达 220 亿元。
上述负责人透露， 目前针对
运营中的招商环节， 方兴正在组
建招商团队。“未来将实行总部与
区域联动， 比如在梅溪湖项目的
运营中， 我们储备了全国大量的
开发商资源。 同时母公司中化集

为，尽管房地产市场指标有所好
转，但是在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
的宏观环境下，房企要想更好地
生存发展，当务之急是进行产品
升级和转型。
而自从长沙梅西湖项目以
来，方兴地产源于“城市运营”的
战略与转型已基本显现。
方兴地产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周期约为三至十年。
上述负责人认为， 方兴地产
要在“城市运营”领域取得先机，
其核心竞争力是多元化发展理
念。“之所以叫运营商，在我们看
来就是不能吃独食。 比如我们在
梅溪湖项目的经验总结中发现，
这么大的面积不可能一个公司来
做， 要发挥每个参与者的力量来

团旗下有五大行业， 这些资源都
可进行整合打通。 而且许多央企
也对我们的项目很有兴趣。 ”
今年年初， 方兴地产还在南
京江宁地区取得一幅棚户区改造
项目地块的一级开发权。 方兴地
产预计将其打造成总建筑面积
385 万平方米的第三个国际新城
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