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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市场的手段深入推进治污减排，正是排污权交易的意义所在。国务院日前印发的《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15年底，试点地区全面完成现有排污单位的排污权初次核定；到2017年，试点地区基本建立排污权的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究竟有何用，目前试点地区进展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更好推进？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

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

河北赤城加快发展清洁能源河北赤城加快发展清洁能源

祖国第三大岛崇明岛最东端有个陈家镇，三面环
水，长江隧桥开通后，曾是全上海远郊交通最不便的陈
家镇一下成了通衢要津。

假如将沿海大通道喻为“一张弓”，长江经济带就
是“一支箭”，“弯弓搭箭”的“箭头”正是陈家镇。

区位优势一下变得极其突出的陈家镇空气清新，
地域辽阔，是一片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开发当前，是
保住大自然的馈赠，让生态不因开发而遭殃，还是生态
为建设让道，有发展没生态？

陈家镇规划的 224 平方公里内，罕见地同时并存
着 2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个是候鸟保护区东滩湿
地，西伯利亚与澳大利亚间来回迁徙的鸟类飞越太平
洋前后必经的驿站，已知鸟类 320 多种，另一个是中华
鲟自然保护区。

陈家镇规划理念最终定格在“田园水乡”，目标是
将陈家镇建成“生态城、知识镇、休闲地”。

规划确定地区空间结构采用组团布局手法，将国
际实验生态社区、国际论坛社区等 10 片组团功能区错
落有致地“镶嵌”在 224 平方公里内。其中，前 4 片功
能区构成中心镇区，后 6 片功能区构成城镇外围度假
旅游区或产业活动区。

走进组团，基础设施应有尽有，享有现代生活一切
便利；走出组团，咫尺森林湖泊湿地，人可以这样亲近
自然。

这源于陈家镇人一个美好的愿望。陈家镇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峻说，城市人希望走进乡村远离
都市喧嚣，农村人希望走进城里过城里人日子，陈家镇
能否“拼贴”出一个农村与城市交融、现代生活和自然
风光并存的新城区？

一年多前，住建部公布了 2013 年度全国绿色建筑
创新奖获奖名单，陈家镇生态办公示范建筑获 7 名一
等奖中的第一名，节能达到 75%以上。

梁峻说，之所以在生态办公示范建筑上投入 1400
万元探索生态技术，是为了在日后的建设中进行推广
应用。例如，采用自然通风系统后，大楼通风效率比一
般建筑高 20%，每年可以少开一个月空调。走廊照明
采用导光管技术后，楼顶上的自然光线透过集光器聚
焦起来，再漫反射到走廊中，大大降低了照明能耗。新
能源系统更是采用了 50 千瓦的风力发电、75 千瓦的
太阳能发电、地源热泵和水源热泵 4种新能源。

陈家镇规划的 10 个组团中有一个 4.56 平方公里
的国际实验生态社区，是国内第一个提出碳减排 30%
的社区，也是崇明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一个
生态居住示范点。目前一个生态低碳建设导则已制
定，无论谁来开发，都要按建设导则达到碳减排要求，
所有的办公楼、学校、商业和住宅都要按建设导则约定
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生态办公示范建筑应用的生态技
术将在这里得到广泛应用。

梁峻说，我们正在推进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和提高
生态承载力几项工作，现在我们完全有信心让生态条
件比开发前更好。

这里已被划为生态大气一类保护区，凡是不符合
这个条件的企业坚决不让入驻，已有的污染点要逐渐
搬迁。现在，东滩湿地完全按自然原则，保留其原有的
自然肌理和水系脉络、原有的生物群落及其生活特性。

这里正在开展对 100 多平方公里自然环境的修
复，把破碎化的绿地连接成大片的生物栖息地，模拟仿
生环境以修复原有的植物群落、保持生物多样性，利用
水生植物恢复水体的自净能力，种植鸟嗜植物重新形
成食物链。

这里的道路雨水排水口上方设计建设了一小块植
物种植池，用沙、锯末和泥土特殊配置成的土壤里种植
了水生植物和耐湿耐旱植物，通过其根系作用对雨水
进行过滤渗透，减少道路初降雨水对地下水和河道带
来污染。

这里的道路下方每隔约 200米还建有一个生物通
道，铺设近半人高的管道，内部覆上泥土和草，让爬行
动物能够通过，缓解道路建设带来绿地破碎化、间隔距
离较大、景观连接度不足等问题，提高整体生态环境。

未来这里最美的是 5 条宽 200 米的生态“绿廊”，
既是景观，也是鸟类、鱼类、爬虫等野生动物在镇区各
组团与外围环岛湿地间迁移、栖息、觅食、繁衍之地，能
减少人类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维护生物
多样性。

人在现场

生态走廊

新常态下，生态文明是新一轮区域竞
争的趋势和方向。湖南省安仁县提出“在
绿水青山中建设金山银山”，把生态文明
作为后发赶超的基础，致力于描绘出“最
美、最亮、最绿、最干净”的山水田园生态
县城。

安仁县地处湖南南大门郴州市最北
端，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水平偏低。但原
生态保存完好，农业传统优势十分明显，
山水之灵秀与文化之厚重相得益彰。

党的“十八大”后，安仁县委、县政府
根据“五位一体”的发展总布局，确立了

“生态立县”的基本战略，明确了“建设全
国独具魅力的山水田园生态城市”的目
标，初步形成了以“现代庄园经济”为基
础、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抓手、以三大产业
融合为目标的转型发展思路。

在山绿水清天蓝的安仁，目前有生态
庄园 23 处。作为省级连片推进农村土地
整治示范县，安仁把土地开发整理作为一
项保护耕地、惠民利民的德政工程，一项
确保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民生工程，一
项改善生态环境、造福子孙的幸福工程来

抓。目前，在牌楼、安平、平背、灵官、永乐
江等乡镇实施了 10 多个土地整理项目，
初步实现了土地集中连片、田块平整、规
则有序，水利设施配套，旱能灌、涝能排，
田间道路畅通、农民增收、村容改善。

人与白鹭和谐相处的“稻田公园”正
是土地整理的主战场。这个全国首家集
农业示范、农耕体验、科普教育、旅游观
光、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农业湿地公园，集
中连片建设了 12 个现代生态农庄，成为
湖南最大的现代生态农庄集群。稻田公
园自今年 3 月开园以来，吸引游客 100 多
万，带来综合旅游价值达 7亿余元。

同时，安仁县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省级园林城市为抓手，依托丰富的自然生
态资源和悠远深厚的神农文化底蕴，开发
建设“神农八大景区”，促进生态休闲旅游
发展，并以熊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发为平
台，促进森林旅游发展。

目前，安仁 17 个乡镇形成了华王乡油
茶林、洋际乡药材林等“一乡一品”绿化精品
工程。在永乐江镇北郊村肖古山组，百余棵
参天古樟葱葱茏茏，23 棵树龄超过了 500

年。目前，安仁共发展荒山造林大户129户，
拥有林地 142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70%以
上，活立木材蓄积量达350多万立方米，荣
获全国油茶生产示范县、国家木材战略储备
生产基地县、省林下经济发展重点县等。

走进安仁一个又一个生态庄园，只见
一望无边的林海变成了白鹭栖息的家园，
夕阳西下、晩霞吐艳，白鹭从稻田、山塘、
水库等飞聚到树林里栖息，宛若一幅幅秀
美的山水画。

湖南省安仁县致力于在绿水青山中建设金山银山——

生 态 庄 园 好 风 光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王仁庆

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的一个显著特

点，就是传统的产业结构和传统的经济增

长点进入深度调整，新的产业业态和新的

增长点加快孕育。

安仁，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如何

跳出“农业”做好农业这篇大文章？培育新

的增长点，形成新常态下新的生产力，是他

们的探索和创新。县委书记谢春告诉记

者：“如果说安仁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时

期错过了发展先机，那么，今天的安仁，已

经立于生态文明发展的浪尖潮头。以生态

文明倒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这就是安仁

在新常态下实现后发赶超的途径和模式。”

“稻田公园”是他们的一大创新！这

项创新，是对“美丽乡愁”的深刻铭记，是

对物阜民丰的热切期盼，也是安仁人民加

快实现“小康梦”、“两型梦”、“崛起梦”的

生动实践。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安

仁人民是稻田公园建设的参与者、见证

者，也应该是稻田公园建设的直接受益

者。“稻花香里说丰年”。这，就是稻田公园

的终极价值。

新常态下要有新思路
□ 刘 麟

记者：请问《意见》的出台对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有何意义？

王金南：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
度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特别是环境市
场制度的一项重大创新，由排污权有偿
分配和排污权交易两级市场构成。所谓
排污权，指一个排污单位在特定时期经
相关部门核定、允许的排放污染物的数
量、浓度、位置的许可。排污单位享有的
是这些排污指标的使用权。

对一些特定的行业企业而言，获取
排污权是其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前
提，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
的 投 入 。 一 旦 排 污 权 核 定 并 有 偿 取
得，排污单位就会十分珍惜这种环境
资源，在市场的驱动下实现环境容量
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建立排污权有
偿使用和交易制度的初衷，《意见》的
出台将对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环境管
理转型、环境资源市场配置、总量减排
精细化管理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记者：对于此前 11 个地区开展的排

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试点，您怎么评价？

王金南：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
了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试点的探索，但
进入试点探索深化期是在 2007年以后，
环保部与财政部先后批复了浙江、江苏、
天津、河北、内蒙古等11个国家排污权有
偿使用与交易试点。应该说，经过近7年
来的试点，这 11 个试点地区取得了积极
成效，为我国下一步深入推进排污权有偿
使用与交易积累了一些经验。

首先，充分认识到排污权有偿使用
与交易可成为深入推进总量减排的重要
手段，特别是江苏、浙江等地的企业对排
污权有偿使用的接受程度明显要高于其
他地区，甚至开始探索利用排污权抵押
贷款。

其次，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没有
照搬照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做法，在
排污权的核定、有偿使用及交易价格设
计、实施时限、初始分配方式、有偿取得
和出让方式、规范交易行为与政策实施
范围，以及交易管理和实施保障方面，基
本有了较好的认识。

第三，明晰了推行排污交易面临的
主要“瓶颈”，包括交易平台、与有关政策
的协调等。排污权抵押贷款、排污权租
赁等新型管理方式为排污权交易市场注
入了新鲜活力。

存在四大问题

记者：尽管地方已试点多年，但排污

权交易仍存在较多问题，比如有偿使用的

价格等，对此您怎么看？

王金南：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是一
项环境市场制度创新，目前各试点地区难
免存在一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
方面：

一、配套政策和顶层设计不足，地方
试点五花八门、规范性不足。当初，财政
部和环保部联合批复地方试点时，并没有
给出明确的试点内容和试点目标，顶层上
没有给予很好的指导。从 2007 年江苏的
第一个试点到现在，批复试点的部门始终
没有出台政策给予指导。这正是此次《意
见》出台的目的。

二、有偿使用定价方法和依据不够清
晰，特别是排污权有偿使用的年限和价格
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各地政府发放的排
污权有效期五花八门，从 5 年、10 年到 20
年、无限期不等；从试点情况看，有偿使用
价格折算为年度进行比较，每年每吨二氧
化硫征收标准从180元到2240元不等，化
学需氧量征收标准从 210 元到 4000 元不
等，相差较大，有的甚至达10倍以上。

三、地方政府比较重视一级市场，也
就是有偿分配市场的发展，对二级市场的
发育缺乏政策指导，企业“惜售”问题比较
突出，一些地方已经成交的案例，很多也
还是在政府“拉郎配”情况下进行的。截
至 2013 年底，全国试点省市区有偿使用

和交易总额达 39 亿元，其中有偿使用金
额 20亿元，市场规模仍较小。

四、排污权核定与目前的总量控制制
度缺乏有机协调，大部分试点地区，总量
控制指标没有有效地分配到重点污染源；
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两个市场中，
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还有待清晰，
特别是政府在这个市场中既充当“裁判
员”又是“运动员”。

针对上述问题，《意见》作出了规定。
比如，排污权出让标准由试点地区根据当
地污染治理成本、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经
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排污权交易
应在自愿、公平、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和
优化环境资源配置的原则下进行，交易价
格由交易双方自行确定等。不过，如何有
效解决“惜售”等问题，目前《意见》没有提
出针对性措施，这是我国排污权交易下一
步深入探索需要解决的重点。

改革从何突破

记者：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在国外

的进展状况如何？

王金南：美国排污权交易的发展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世纪 70 年代
到 90 年 代 ，排 污 权 交 易 在 部 分地区进
行，涉及多种污染物。第二阶段以 1990
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并实施的
酸雨计划为标志，实施至今，主要集中在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污染物，在全国范围内
的电力行业实施，而且有可靠的法律依据
和详细的实施方案，是迄今为止最广泛的
排污权交易实践。美国对实行交易制度前
排污单位获得的排污权实行无偿分配；对
新排污单位，要求必须通过市场向其他单

位购买或向政府竞买。实行排污权交易以
来，市场非常活跃，高峰期二氧化硫交易量
约250万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分别下降
64%和 70%。每年形成生态和健康收益
1420亿美元，二氧化硫年度减排成本为23
亿至35亿美元，氮氧化物年度减排成本为
12亿美元。收益和成本比率大于40:1。

实践证明，国际上在利用排污权交易
机制降低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记者：下一步，我国的排污权有偿使

用和交易试点工作应该怎样推进？

王金南：总结发达国家推行排污权交
易的经验和做法，我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

成功的关键，对我国推行排污权交易工作
具有重要启示。

一是，健全的法律法规是排污权交易
实施的重要保障，无论是美国的酸雨计
划，还是欧盟的碳排放交易，都得益于良
好的法律基础。二是，政府要建立起透
明、严格的监督执法体系，营造公平、公
正的排污权交易市场环境，保障排污权交
易市场机制发挥最大作用和确保总量控
制目标的落实。三是，污染排放数据准确
计量是排污权交易的基石，排污交易政策
的实施必须配套精确、连续、完整的监测
设备作为支撑，加强数据监测和审核。四
是，严厉的惩罚是保障排污权交易顺利实
施的基础。在美国排污权交易体系中，处
罚机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违法企业
提出了严格的处罚措施，确保处罚力度远
远大于企业违法的经济收益。

河北赤城县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风力发

电项目。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 22 亿元，总装机容量达

到 15 万千瓦。预计到 2015 年，全县风力发电总装机容

量达到 100万千瓦。图为赤城冰山梁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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