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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解决提网速、降资费问题——

让百姓上网速度更快价格更优

秒充电车诞生！

16 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这是继“大气十条”之后，向水
污染宣战。

“水十条”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原则，突出重点污
染物、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注重发挥市场
机制的决定性作用、科技的支撑作用和法
规标准的引领作用，加快推进水环境质量
改善。

搭建完整制度体系

运用系统思维解决污
染问题是“水十条”的最大
亮点，实现用制度管水节水

水污染防治任务艰巨，必须依靠深化
改革，通过创新加以推进。从“水十条”的
238 项具体治理措施中可以看到，有 136
项是改进强化的措施，诸如提高污水处理
标准等方面的内容，有90项是改革创新的
措施，诸如对超标企业实施“红黄牌”管理
等，还有 12项是研究探索性的措施，包括
研究建立国家环境监察专员制度等。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吴舜泽说，
“水十条”是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行动
纲领。而水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
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和谋
划。“水十条”提出了控制排污、促进转型、
节约资源等任务，构建水质、水量、水生态
统筹兼顾、多措并举、协调推进的格局。

污染物排放总量作为分子，尽量做减
法，“调结构、调布局”是治本之策，以治水
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减少污染
物排放是治标之法，努力削减工业、城镇生
活、农村农业排污总量。水量作为分母，尽
量做加法，坚持节水即减污，以控制用水总
量、提高用水效率、保障生态用水实现节水
增流，强调闸坝联合调度、生态补水等措
施，合理安排闸坝下泄水量和时段，维持河
湖基本生态用水。

“水十条”的最大亮点是运用系统思
维解决污染问题。包括协同管理地表水与
地下水、淡水与海水、大江大河与小沟小
汊。以山水林田湖为生命共同体，尊重水
的自然循环过程，监管污染物的产生、排

放、进入水体的全过程；系统控源，以取缔
“十小”企业、整治十大行业、治理工业集聚
区、防治城镇生活污染等为重点，全面推动
深化减污工作；提出了加快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加强船舶港口污染控制、依法强制报
废超过使用年限的船舶等针对性的非点源
污染防治措施等。

“用制度管水节水，‘水十条’构建起一
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吴舜泽说。梳理“水
十条”的具体举措，从健全自然资源用途管
制制度、健全水节约集约使用制度、建立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实行资源
有偿使用制度，到实行生态补偿制度、发展
环保市场、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
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等，12个方面的新理
念、新思路、新举措彰显打好水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决心和信心。

可实施可考核可追责

地表与地下、陆上与
海洋污染同治理，市场与
行政、经济与科技手段齐
发力，节水与净水、水质与
水量共考核

过去数十年的粗放发展使我国的水污
染现状令人担忧。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
中，近十分之一丧失水体使用功能；4778个
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较差占43.9%，极差
占15.7%；2014年环保部处理的98起重大
及敏感突发环境事件中，60起涉水污染。

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
涛说，“水十条”量化指标的另一个重要亮

点，是它不再停留在减排量、排放标准等旧
手段上，而直接将河流等水体的改善程度
作为考核标准，包括7大水系的水质标准、
地级市以上城市黑臭水体的数量和发达区
域的水体断面标准等刚性指标，标志着以
环境质量和环境效果为核心的环保时代已
经到来。

按照“水十条”要求，包括取缔“十小”
企业；全面排查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的
小型工业企业；2016年年底前，按照水污
染防治法律法规要求，全部取缔不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的小型造纸、制革、印染、染料、
炼焦、炼硫、炼砷、炼油、电镀、农药等严重
污染水环境的生产项目；专项整治十大重
点行业；制定造纸、焦化、氮肥、有色金属、
印染、农副食品加工、原料药制造、制革、农
药、电镀等行业专项治理方案，实施清洁化
改造；新建、改建、扩建上述行业建设项目
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国
务院与各省区市政府签订水污染防治目标
责任书，切实落实“一岗双责”等。

业内人士分析，在污染严峻的局面
下，就得用“重典”。用最“强悍”的制度和
机制，实现整治水污染的目标。

实施“水十条”，要求地表与地下、陆上
与海洋污染同治理，市场与行政、经济与科
技手段齐发力，节水与净水、水质与水量共
考核。在江苏省环保厅副厅长柏仇勇看
来，“水十条”是落实新环保法，依法治水的
具体措施。各项任务措施可实施、可考核、
可追责，才会真正见到实效。

环境与经济社会效益多赢

实施“水十条”可拉动
GDP 增长约 5.7 万亿元，累
计增加非农就业约390万人

“‘水十条’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空
间布局、推进循环发展、提高用水效率、完
善经济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等措施，将有力
促进国民经济的绿色转型，推动绿色产业
发展。”吴舜泽说。

据环保部预测，实施“水十条”可拉动
GDP增长约 5.7万亿元，累计增加非农就
业约390万人，使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增
加 2.3%，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的多赢。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总工程师邹
结富认为，市场大了，标准高了，环保产业
本身也面临调整提升。一方面，大的市场
需求，将催生市场供给，环保企业将面临挑
战与分化，那些战略思路过硬，有技术、有
管理、有资本与有人才实力的企业，将占得
先机，进一步做优、做强、做大；另一方面，
随着环保标准的提高与执法的严格，企业
的排放要求成为硬约束，有利于环保产业
发展走向正常化、标准化与高端化的轨道，
切实改变过去无标准情况下的恶性竞争。

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水十条”通
过加大治污投资力度，大幅提升污染治理
科技、环保装备研制和产业化水平等措施，
将带动环保产业新增产值约 1.9 万亿元，
其中直接购买环保产业产品和服务约1.4
万亿元，随着投融资、建设管理等模式创
新，将持续提升相关环保产业发展水平，创
造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4 月 16 日，18 米超级电容储能式 BRT 快速公交车在中

国南车宁波基地下线。电车无须架设空中供电网，只需在

公交站点设置充电桩，利用乘客上下车 30 秒内即可将电充

满并维持运行 5公里以上。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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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改善 7 大流域水质 15 年消除城市黑臭水

水污染防治立下“军令状”
本报记者 曹红艳

本报北京 4 月 16 日讯 记者亢舒报道：今年以来，部
分外国企业决定考虑关闭中国工厂，对此有人认为，外资撤
离将成“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 16 日举行
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关键是要看事
实，他列举了 3 组数据：第一组数据，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今
年 1 月底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2014 年中国吸
收外资 1280 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最大的外资流入国。第
二组数据，根据上海美国商会《2015 年中国商业调查》，有
73%和 75%的受访企业 2014 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或者收
入增长，有 67%的受访企业计划 2015 年扩大在华投资。第
三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 11.3%，
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这些数据充分反映出我国投资环境的综合优势依然
突出，也说明我国吸收外资的综合竞争力依然比较强。”沈
丹阳说。

沈丹阳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吸收外资的综合竞争力，除
了体现在外商普遍看好我国潜力巨大且稳定增长的国内市
场外，也与我国法律制度体系日臻健全、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不断完善、产业配套能力迅速提高有很大关系。

沈丹阳说，从今年第一季度最新数据来看，外商投资新
设企业数和实际外资金额分别增长 22.4%和 11.3%，终止
企业数下降了 17.6%，减资企业数也比去年下降了 35.7%，
其中制造业领域分别下降 11.8%和 37%。这个数据说明外
商对华投资是有出有进的，但总体上是进大于出，并没有出
现所谓的“外资撤离潮”。

“数据摆在那里，为什么还会出现‘外企撤离潮’或是
‘外资撤离潮’的说法？”沈丹阳分析认为，这与外商投资的
投向结构变化有关系。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从 2001年
的 24%，到 2014 年提高到 55.4%，而制造业利用新增外资
的规模和比重在持续下降，原有的一些制造业外资企业在
这种情况下对中国区业务进行了调整。

“制造业外资的下降和原有制造业外资的正常调整，我
们认为是正常的，实际数据并不能支撑‘外资撤离潮’的说
法。”沈丹阳说。

一季度全国利用外资增11.3%，商务部表示——

实际数据不支撑“外资撤离潮”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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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16 日讯 记者黄鑫报道：李克强总理日
前在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敦促提网速降网费。对此，
工信部 4 月 15 日晚回应说，已布置相关企业研究落实，并
将加大今年宽带专项行动中“加快 4G 建设”、“大幅提升网
速”等重点工作的推进力度，使老百姓上网速度更快，价格
更优惠。

“流量资费下降是大趋势，我国上网资费已经有明显下
降。”赛迪顾问通信产业研究中心总经理耿岩认为，虚拟运
营商的加入就是为了加大竞争活力，从而倒逼基础运营商
改革，采取更多优惠措施。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
研究所副总工何霞也认为，我国 4G 手机上网套餐、流量资
费已显著下调。与国际相比，我国 4G 手机上网入门资费
较低，但套餐所含流量较少。

对比国内三家基础运营商流量资费，记者发现单独 1G
的流量包，中国移动收费 50 元，中国联通是 80 元，中国电
信则要 120 元。如果选购通信套餐，流量费折算下来更便
宜。而发达国家地区的 1G流量资费平均为 60元。

当然，消费者希望流量资费能够更低，“考虑到我国的
人均收入水平，中国的手机流量资费还是有些贵，在英国，
10 英镑（不到人民币 100 元）的临时电话卡包含 1G 的流量
和数百分钟的国内通话时长。”刚回国的外企白领尹栋逊告
诉记者。而在一家杂志社供职的杨君则希望公共 WiFi 多
一些。

这种希望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实现，耿岩分析说，技
术的进步意味着同等带宽将接纳更多用户，从而带来平均
网络带宽成本的下降。用户使用的移动流量越来越高，流
量需求的市场越来越大，也会摊薄平均成本。同时，同样价
钱享受到的网速也在不断提升。2015 年工信部提出目标，
使用 8Mbps 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宽带用户占比达到 55%，截
至今年 2月，这一比重已达 44.4%。

国务院 16 日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向水污染宣战。水利部水资源司
副司长陈明表示，该计划凸显了流域管
理、水陆统筹、系统治理、协力治污和突
出执法监督等“全链条”治水的特点。

陈明认为，“水十条”具有以下突出
特点：

一是体现了流域管理要求，符合水
污染治理的规律。计划要求对江河湖海
实施分流域、分区域、分阶段科学治理，
体现了水的流域特性。水利部门要发挥
环境保护区域督查派出机构和流域水资
源保护机构作用，健全跨部门、区域、流
域、海域的水环境保护议事协调机制。

二是强化水陆统筹管理。以前重视
陆域减排，现在把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管
理与污染防治统筹考虑。在重点强调全
面控制污染源管理的同时，更加注重水资
源的节约和保护，提出要实行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严控地下水超采，控制用水

总量，加强工业、城镇和农业节水工作，加
强江河湖库水量调度管理，系统推进水污
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

三是建立系统治理的格局。突出措
施的系统性、综合性，多措并举，建立从
源头到末端全覆盖的水污染防治措施体
系，实现全覆盖无死角的治理。

四是形成协力治污的局面。强调充
分发挥各部门以及社会各方面的作用，
明确责任，强化监管，共同推进水污染防
治工作，调动政府、企业、社会等方方面
面的力量形成水污染治理的合力。

陈明告诉记者，按照“水十条”的要
求，水利部将重点围绕水资源的节约保
护，提升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要奠定水污染治理
的科学基础。对水功能区实行严格监
管，从严核定水功能区承纳污水的能力，
提出分阶段限制排污的意见，推进建立
以水功能区纳污能力倒逼陆域污染入河
排放的机制和考核体系。

要抓住几个关键节点。一是要抓好
饮用水源地水污染治理，经过水源地水

质达标地建设，使全国主要水源地水质
基本达标。二是抓好省界缓冲区水污染
治理，特别是抓好 7大流域省界断面水污
染治理。对于新增排污口要严格把关。

做好水污染防治“加减法”。所谓减
法，就是要实行节水优先原则，严格执行
水资源管理制度，做好工业用水、农业用
水、生活用水的总量控制。这样就会减
少 污 水 排 放 ，从 而 减 少 水 污 染 治 理 成
本。所谓加法，就是要优化水资源配置，
科学调度江河湖库水资源，维持河湖基
本生态用水需求，重点保障枯水期生态
基流。加大水利工程建设力度，发挥好
控制性水利工程在改善水质中的作用。
科学确定生态流量，提高水资源、水环境
承载能力。

要提高两个能力，一是提高 7大流域
水资源监督保护能力，充分发挥主要河
段、重要水功能区、饮用水源地在水污染
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流域水资源保护机
构的作用。二是提高水资源功能区监测
能力，实行监测全覆盖，形成协同治理水
污染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