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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化仓库 200 米内建起移民安置点

宁波危化仓储乱象
本报记者 张家振 宁波报道

事情上级都知道。 至于最终是安达
仓库还是居民点搬迁需要区里决

“如果不是天津滨海新区爆炸

定。 ” 算山村委会一位负责人告诉

事故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还
真不知道危化品仓库的威力。 ”浙

《中国经营报》记者，整个算山村都
在 1000 米的距离之内。

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 契 街道算山
村一位村民表示，村头的危化品仓
库已存在了十多年，“万一出事后果

8 月 27 日，记者来到安达危化
品公司， 希望就安全措施及与居民

不堪设想。 ”

点的距离等问题进一步了解情况，
遭到拒绝。

村民所说的危化品仓库为宁波

9 月 8 日， 北仑区安监局通过

安达危化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建
设，总面积超过 2.5 万平方米，是当

当地宣传部门给本报记者发来的书

地建设最早的危化品储存企业，距
离算山村居民点最近不足 200 米。
而让人不解的是，就在危化品仓库
旁边，当地还建起了 13 栋移民安置

面回复称，2012 年 7 月 17 日颁发
的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中对《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
条件和技术要求》（GB18265-2000）
未作明确要求， 是否执行需由安监

楼，用于安置来自绍兴市新昌县的
移民。

总局进行明确，
“
目前按照 《建筑设

“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后，村民多
次到村里反映诉求要求搬迁，这个

仓库与民用建筑、 明火或散发火花
地点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30 米。 ”

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甲类
宁波安达危化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危化品仓库项目至今已运营超过十年，距离算山村居民点最近不足 200 米，并建起了移民安置点。 目前，当地村民再次要求对村庄进行搬迁。 本报记者张家振 / 摄影

危化仓库距离村庄仅 200 米
安达危化品仓库位于算山村北侧，距离居民点最近处不足 200 米，同时，紧邻北仑区饮用水源地千亩岙水库。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 安达危化
品仓库位于算山村北侧， 距离居民
点最近处不足 200 米，同时，紧邻北

四川遂宁：
PPP 项目遭非议
民企被套牢十年

报记者，整个算山村都在 1000 米的
距离之内。
北仑区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也

迁的村庄里，又建起了 13 栋移民安
置楼。记者在现场看到，移民安置楼
最近 距 离 安 达 危 化 品 仓 库 约 200

化学品经营条件、 储存条件应符合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
技术要求》（GB18265-2000） 的规

仑区饮用水源地千亩岙水库。

证实，在之前的调研中，算山村齐毛

米，目前大多还在装修，已有几户住

定，即
“
大中型危险化学品仓库应与

据了解， 宁波安达危化品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是浙江省首家危险品

贝、邱李王、虞袁三个自然村村民要
求搬迁的呼声很强烈， 因为周边仓

进了人， 但都是在周边工厂打工的
租户。

周围公共建筑物、交通干线（公路、
铁路、水路）、工矿企业等距离至少

货柜经营企业，于 2004 年正式投入
运行。 2008 年，经改建堆场和扩建

储码头、化工企业污染、危化品仓库
安全隐患，加上货车、集卡等噪音影

一位来自浙江省绍兴新昌县新
林乡查林村的丁姓移民向记者证

保持 1000 米”。
针对安全距离的质疑， 北仑区

“民 企 之 所 以 对 PPP 项 目

仓库办公楼后，仓库建筑面积 4262
平方米， 办公楼及其他建筑面积

响，居住环境恶劣。
8 月 27 日， 记者来到安达危化

实， 之前并不知道危险品仓库离移
民安置点这么近，“当时选安置点，

安 监 局 回 复 本 报 称 ，2002 年 版 的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不积极， 一方面是因为民营企
业可能不了解政策措施， 另一

2141 平方米， 堆场占地面积 11500
平方米， 作为与宁波港集装箱码头

品公司，希望就安全措施及与居民点
的距离等问题进一步了解情况，遭到

觉得算山村交通条件不错， 周边工
厂也多，就选择了这里，不清楚有危

已被废止，2012 年颁布的 《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

配套的危险化学品集装箱场站，中
转、堆存量达 1200 标准箱，库存量

拒绝，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
你需要
了解的情况政府都知道，确实存在不

化品仓库的存在。 ”
新昌县移民缘于宁波市与新昌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中
对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

方面在实际参与过程中遇到一
些问题， 影响了参与的热情和
程度。 ”8 月底，全国工商联副主
席黄荣在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

达 1 万吨。
紧邻安达危化品仓库的算山村
共有住户 667 户，人口 1291 人。“
天
津爆炸事故发生后， 村民多次到村
里反映诉求要求搬迁， 这个事情上

方便之处，谢谢你们的关心。 ”
而新 契 街道一位工作人员则
表示， 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的
新农村建设规划《北仑区新 契 街道
高塘 片 区 新 农 村 建 设 规 划

县合作共建重点工程钦寸水库，是
浙东引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工
程需移民 9349 人，按照股份比例分
摊，宁波市安置 4581 人。
据了解，2002 年 10 月 8 日公

和技术要求》（GB18265-2000）未作
明确要求， 是否执行需由安监总局
进行明确。
北仑区安监局表示，“目前按照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

级都知道。 至于最终是安达仓库搬
迁还是居民点搬迁还需要区里决
定。”算山村委会一位负责人告诉本

（2013-2020）》，算山村有望在 2020
年前实现整体拆迁。
令人不解的是， 在原本计划搬

布的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委
员会令第 36 号）中明确要求，危险

（GB50016-2006） 甲类仓库与民用
建筑、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防火
间距不应小于 30 米。 ”

宁波港危险货物吞吐量占比达 45%
化工企业的密集布局也带动了危化品进出口的急剧攀升。 数据显示，宁波口岸危险货物年均吞吐量近 2 亿吨，约占宁波港货物吞
吐量的 45%，常年进口的危险化学品有 400 余种。
作为长三角重要的临港重化工

台塑关系企业等多个重大石化项目

安置房后拆迁的原则， 上述五个村

项目。

基地， 宁波市目前已初步形成宁波
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镇海液体化
工储罐区、北仑青峙化工区、霞浦台

相继落地。
化工企业的密集布局也带动了

例如， 宁波市永港物流有限公
司危化品堆场仓储项目总用地面积

危化品进出口的急剧攀升。 数据显

的拆迁安置工作在 2016 年后陆续
启动， 距离镇海炼化最近的棉丰村
将被安置在青枫雅苑一期， 具体拆

46774.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7189.6

塑石化专区、白峰镇峙北化工区、大
榭石化产业园等六个化工专门区
域， 主要集中在宁波沿海的镇海区
和北仑区。

示， 宁波口岸危险货物年均吞吐量
近 2 亿吨， 约占宁波港货物吞吐量
的 45%， 常年进口的危险化学品有
400 余种，经营企业 500 余家，仅对

迁补偿方案在拆迁实施前公布。
“选择石化产业，是由镇海的地
理条件和国家产业的宏观布局决定
的，再来争议是否发展石化产业，不

平方米， 分别建设 4 座甲类仓库、1
座丙类仓库及 1 座危化品堆场，提
供危化品的场地租赁业务， 用于危
化品仓储、中转及散装件的拆箱、装

1974 年，以“四大工程”（港口、
炼油厂、发电厂、渔业基地）建设为
契机，宁波开启了重化工之路。也是
在这一年， 在镇海区棉丰村部分土
地上建起了一个小炼油厂——
—浙江
炼油厂， 这便是中国石化镇海炼化
分公司的前身。
以此为开端， 产值超千亿元的
“大化工”格局逐步形成，镇海炼化、
100 万吨 / 年乙烯项目、LG 甬金、

二甲苯（PX）的进口量就占到全国
进口总量的四成以上。
依托镇海炼化、港口等条件，镇
海石化产业集群迅速崛起， 集聚了
上百家化工企业， 化工区规划面积
占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棉丰村、南
洪村、陈家村、后施村、俞范村等也
处在化工污染围困中， 拆迁安置工
作至今尚未启动。
根据镇海区的说法， 按照先建

如重新思考怎样发展石化工业。”镇
海区委书记薛维海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而北仑区作为浙江省级危化品
重点县，共有危化企业 440 家，其中
危化品生产、储存、使用单位 36 家，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 29 家， 涉及 60
余种常用危化品种和 5 类重点危险
工艺。 为满足危化品周转、 储存需
求， 北仑区建起了多个危化品仓库

箱经营， 设计仓库年储存各类危化
品 13000 吨。
环评资料显示， 宁波青峙化工
码头有限公司桶装危险品仓储项目
位于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峙工业
区内，项目总投资 2100 万元，总用
地面积 10654.5 平方米， 项目建设
桶装甲类危险品仓库一座 （约合
1485 平方米）， 桶装乙类危险品仓
库一座（约合 1485 平方米）。

“退城入园”艰难推进
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将危化品生产和储运企业整体迁入专业化工园区，离居民区较远，也方便安全监管和合理规划。 这是我国目前
正在推进的一项工作，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做法。
本报记者实地调研发现， 从镇
海区氵解 浦镇一路向南一直到北仑
区白峰镇， 超过 50 公里的海岸线
上， 大片的浅海滩涂被开发整理出
来，密布着各类化工企业、物流仓库
和石油罐区。
由于前期缺乏统一规划，“村
包厂”“厂包村”的现象依然存在。
今年 7 月， 宁波市发改委在向市
人大汇报时表示， 宁波临港产业

安全发展规划（2010-2015）》，提出
化工企业“关闭搬迁、进区入园”的
总体思路，对已设立但不符合规划
要求的化工企业实施关闭或搬迁，
新建化工项目统一进入化工专业
园区。
不过，这一工作推进并不顺利。
2014 年 9 月底，宁波市安委会在一
份呈递给宁波市政府的 《宁波市六
区化工行业发展规划》 实施情况评

需求矛盾突出， 导致危险化学品非
法储存屡禁不止的现状， 规划在江
北及鄞州设置油漆仓储场所。 但由
于城市规划和土地制约等因素，仓
储用地无法落地。
报告表示， 北仑青峙化工区未
能实施封闭式管理， 区内十余家企
业各自为政， 也没有安全生产统一
管理协调机构，安全风险大。霞浦台
塑石化专区与 329 国道之间未设置

顿，在规定时限内无法完成整改的，
坚决予以关闭。
据了解，目前北仑区正在推进
化工企业入园工作， 督促混杂在
民居集中区、 城镇中心区的化工
企业逐步迁入化工园区， 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的“低、小、散”化工
企业则按照安监总局要求实施关
闭， 逐步实现化工园区封闭一体
化管理。

调整 压 力 大 ， 要 优 化 镇 海 、 北 仑 、
大榭等现有临港产业聚集区产业
布局， 切实改变生产区和居住区
距离较近、杂乱无章的局面，并在
杭州湾新区等地规划新的临港工
业发展空间。
事实上，早在 2010 年，宁波市
政府就出台《宁波市六区化工行业

估报告中称，《规划》 实施以来还存
在多方面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化
工园区（集聚区）以外小型化工企业
仍不同程度存在， 这类企业安全设
施简陋、管理水平低下，给安全带来
压力。
例如，报告指出，基于中心城区
油漆、小化工储存与市民生产、生活

绿化生态隔离带， 对 329 国道以南
居民区有一定的影响。
上述报告建议， 加快园区外化
工企业搬迁或关闭工作，按照“规范
提升一批、整合入园一批、关停淘汰
一批”的思路，对达不到环保、安全、
消防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
求的企业必须限期治理和停产整

“比较理想的状态是， 将危化
品生产和储运企业整体迁入专业
化工园区，离居民区较远，也方便
安全监管和合理规划。 这是我国
目前正在推进的一项工作， 在国
际上也是通行的做法。 ”北京化工
大学安全管理研究所教授张建文
表示。

本报记者 雷士武 遂宁报道

时指出，这与 PPP（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 项目推进还有一个
不断完善的过程有关。
近两年， 国家及地方层面持
续不断地推进 PPP 模式的发展，
对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
的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各
地政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仍存
在一定问题， 导致民间资本参与
的热情和程度不太尽如人意。
作为早期的“PPP 模式”，四

川省遂宁市河东新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或许可以从一定维度提供一
个可供借鉴的典型样本。
13 年前，遂宁市河东新区管
委会（以下简称“河东管委会”）
引入民营企业联合修建“东平大
道”项目，然而，短暂的“蜜月期”
之后，因审计决算拖延、合同条
文理解分歧以及政策变化等因
素导致双方矛盾重重，经多轮协
商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至今
仍在僵持中。
PPP 模 式 不 仅 关 乎 地 方 招
商引资环境， 更关乎地方政府
的诚信。“如何避免招商陷阱，
给投资者信心， 可能是 PPP 模
式能否得以全面推行的关键。 ”
多位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
访的企业表达了对地方政府招
商环境的担忧。

遂宁 PPP 模式引争议
“2002 年的时候， 河东新区

发生严重分歧，双方的“谈判之

还是一片荒滩、农田，当时为支持
家乡建设， 受当地政府邀请回乡

路”越走越远。
有熟知内情的人士表示，利

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 修建新区
第一条主干道；如今，这里已经是

息计算方式之争概因协议约定
的不明晰，此种情况在河东管委

高楼林立，地价也翻了好几倍，但
我们公司的投资回报却迟迟未予
兑现。”绵阳市汇川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
汇川科技”）董事
长杜碧海对记者表示， 汇川科技
对新区发展所做的贡献， 当地政
府也在多个场合予以了肯定。
2002 年 11 月， 河东管委会

会与汇川科技的合作协议中还
有多处。
据记者了解， 当初双方签订
的《协议》约定，东平大道投资估
算 4000 万元，投资办法分为“三
个三分之一”，第一阶段明确约定
投资款汇入河东新区， 第二阶段
由河东新区管委会投资， 第三阶

与汇川科技签订了 《关于联合投
资修建河东新区东平大道的协
议》。 2003 年 3 月，遂宁市河东开
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河东开发”） 与绵阳汇川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汇川建
设”） 签订了该项目的施工合同，
2005 年 1 月 24 日， 东平大道顺
利竣工。
2005 年 4 月 25 日工程决算
送 审 ， 但 直 到 2008 年 2 月 28

段由汇川科技投资。
对于第三阶段的投资， 由于
未明确约定必须汇入河东管委会
账户， 河东管委会认为属于工程
款，不能以投资款而获得回报。但
汇川科技坚持认为定着物已经完
成， 并且实际上已分批汇至施工
方，在此期间，河东新区并未提出
异议，时隔多年以后，河东管委会
却抛出“工程款”之说，这显然是
不尊重事实的举动， 以此来拒绝

日，遂宁市审计局才出具了审计
报告。 杜碧海称：“在此期间，我
们公司多次通过口头、书面等方
式， 催促河东开发进行结算审
计， 本该按约定 30 日完成的审
计工作，但河东开发却拖延了近
三年。 审计的拖延，意味着我们
公司无法按照约定及时收回投

履行投资回报。
就此，双方发生争议，后河
东管委会向上级政府汇报，得到
的答复是汇川科技提供转账凭
证，可视为第三阶段投资款获得
利息及投资回报。
“为何要提供转账凭证？ ”杜
碧海反问道，“汇川科技已经实际

资款及回报。 ”
不过，河东开发提供给记者
的函件资料中未对上述事实予

投资， 又不欠施工方汇川建设的
工程款， 河东管委会先将投资款
认定为工程款， 之后又要求提供

以解释。 三年的审计拖延，只是
双方争议的开始。 直接引起的后

转账凭证， 这完全是不顾协议约
定以及事实情况，故意设置障碍，

果则是利息的增加，之后双方又
因利息的计算方式以及汇川科
技所主张的“银行罚息补偿金”

有意混淆法律关系， 毫无契约精
神可言。 ”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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