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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问责 踩“点刹”出重拳
——生态环保标本兼治的“淄博实践”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金虎

“跟过堂一样，如坐针毡。”这是淄博市
各区县、镇办主要负责人，对参加每月召开
的生态淄博建设调度会的一致感受。从
2015年6月开始，淄博已连续召开19次由
市委书记主持的生态淄博建设调度会。

记者了解到，每次调度会的第一项议
程是观看上次会议通报的环保问题整改专
题片、本月媒体暗访专题片；然后，按照环
保整改情况对区县进行打分排名；接下来，
由上月改善好的区县作典型发言，而改善
差、推进慢的则作表态发言。“当着众人自
曝家丑、当反面典型，那真叫人脸红心跳、
手心出汗。”曾作为最后一名发言的区委书
记苦着脸告诉记者。

“大家都争先恐后，使出‘洪荒之力’，
激发了我们对环境违法行为敢于担当、敢
于亮剑、真抓实干的劲头，让环保压力真正
传导到了‘最后一公里’。”张店区委书记孙

来斌说。
“生态淄博建设调度会从来都是‘不问

过程、不说成绩、只讲问题、只提改进措
施’。”淄博环保局局长于照春介绍说，在调
度会上，通报的问题分区县、分项目列出清
单，目标明确后，“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把
各项任务落实到每个区域、每条河流、每个
企业、每个点位、每项指标、每个责任人。

“曾有一位环保工作推进慢的县委书记，上
月拍着胸脯许下的承诺没有兑现，结果到
下月调度会上脸涨得通红，从此不敢‘放空
炮’。”于照春回忆道。

治乱必用重典。针对进展不力、未如
期完成任务、环境质量恶化等问题，淄博严
格落实问责制。他们组建了由市纪委、市
委组织部、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市生
态办为成员的“生态淄博建设督查问责联
席会议办公室”，对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对

相关党政主要负责人集中约谈。督查办有
关负责人说，他们已先后约谈了404人，对
21名领导干部实行了问责追究。

为了进一步“压”出地方领导抓环保的
积极性，淄博还设立环保处罚“双罚”工作机
制，即在处罚违法企业的同时，对企业所在
地区县政府进行等额处罚，由市财政部门
通过财政体制结算，统筹用于全市生态环
保工作，仅2016年就罚款1.79亿元。

于照春欣喜地告诉记者，眼下，“党政
同责”为淄博环保带来了三大变化：由“平
推式”治理变为“上压式”施策、由环保单
兵作战变为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由漫灌
式改造变为滴灌式精准治污。“现如今，对
待环保存在的问题，没有人再心存侥幸。
围绕着改善环境真抓实干，已成为淄博各
级干部的共识，实现了环保治理全民总动
员。”于照春说。

如今，行走在生产 PVC 制品的“淄博
蓝帆”厂区，风清气爽，嗅不出任何异味。
以前的“蓝帆”却是另外一副模样：生产线
5 台供热锅炉终日烟尘蔽日，厂房排放的
异味令周围居民怨声载道。淄博环保踩下

“点刹”，让“蓝帆”“任性”的日子走到尽头。
面对 1.1 亿元的环保投入，“蓝帆”董

事长刘文静曾感觉撕心裂肺的痛。整改达
标后，企业喜事不断。除却一年从烟囱中

“捞回”2000万元的化工材料外，同行中不
达标排放的企业在国家环保督查中被陆续
关停，行业内产品一时间严重供不应求。

“蓝帆”去年营收增幅达23%。
环境整治，并非“断腕”一途；企业不达

标，绝非一关了之。淄博市委常委、秘书长
尚龙江告诉记者：“我们既要金山银山，更要
绿水青山。环境整治，如果采取休克式疗
法的‘急刹’车，势必会造成经济的不可持
续。为此，我们在生态建设中着力把握‘经
济持续向好、生态持续改善’的两个原则，采
取‘点刹’，通过精准摸排，找出亟待治理的

污染点，再有的放矢、逐点击破。实践证明，
把企业损失降到最低的‘点刹’效果远远好
于‘急刹’，避免了经济出现滑坡。”

据了解，淄博将环境治理集中在重点
行业、重点区域、重点企业上，重拳治理高
污染、高耗能企业。每年都选择一批重点
环保治理工程，每一个都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责任人，治理情况与干部提拔任用直接
挂钩。2015年，“点刹”了 1237个污染源；
2016年，“点刹”了1412个污染源。

异味扰民是影响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的重要因素。2015 年 8 月份以来，淄博
将化工及相关行业、污水处理厂、燃煤企
业、畜禽养殖及屠宰、公共厕所、餐饮油烟、
加油站油气等十一个方面异味点源列入专
项整治范围，确定了具体整治点源和任务
清单，实行挂图作战，销号管理。

“新华医药”每年有近千吨的二氯甲烷
排放空中，在列入环保“点刹”范围后，企业
加装碳吸附装置，在根治异味的同时，年回
收 800 吨二氯甲烷，经济价值在 200 万元

以上，一年即可把环保投入收回。
化工企业密度和数量全国第一的临淄

区，在全市率先打响“城乡异味百日会战”和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依靠先进技术
和严格管理，空气质量跃居淄博前列。“用好
环保倒逼机制，促使企业转换发展动力、转
变发展方式，迈向产业中高端，照样能实现
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的绿色发展。”对此，临
淄区委书记宋振波感触颇深。

先行一步，让临淄的化工企业尝到甜
头。当前随着国家对生态环保的持续发
力，许多污染企业被勒令停产、限产，化工、
炼化产品价格不同程度上涨。齐翔集团月
利润超过 1 个亿，清源集团每天净利润达
到 300 万，齐峰集团主营业务收入增幅达
到 22%，装饰原纸、表层耐磨纸、无纺壁纸
原纸市场占有率稳居世界第一。

“点刹”拉开了淄博全市工业布局的
大调整，曾经遍地开花的化工企业将全部
进驻四个专业园区，以实现各种污染物的
循环利用。

记者在位于淄博张店区昌国东路原
“中北陶瓷”厂区看到，过去每天生产 5 万
平方米建陶的 5 条生产线已经拆除，一座
年产值3亿元的环保产业园正在建设。昔
日因环保不达标屡被处罚的“中北陶瓷”这
次“因祸得福”，由于成为淄博第一家主动
关停的建陶企业，获得了政府近 2000 万
元的奖金，他们借此转型为山东义升环保
设备公司。总经理步宏福坦言，原有企业
环保改造成本巨大让公司面临生存危机。
他算了一笔账：今年，淄博建陶行业全部实
行煤气改天然气，每平方米瓷砖成本升高
3 元，脱硫脱硝除尘投资折旧再加上运行
成本，每平方米瓷砖成本升高1.5元。“再固
守着旧摊子，只能是死路一条。”步宏福说。

建陶产量占全国 15%的淄博被誉为
“江北瓷都”，却难掩高污染、高能耗、低技术
含量、低附加值的尴尬。产业结构层次偏
低、节能环保压力增大等问题日益突出，制
约了淄博建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治污必出铁拳。“改善淄博环境质量、
实现绿色发展，治本之策就是要大力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专业化、
特色化园区建设，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淄
博市委书记周连华说。去年9月，《淄博市
建陶行业精准转调工作方案》正式出台，制
定了提升改造一批、搬迁入园一批、关停淘
汰一批企业名单，从提高环保标准、企业搬
迁入园和严格执法等方面倒逼企业转型。

中心城区张店区根据建陶企业 2015
年税收贡献、品牌影响力、环保超低排放工
艺改造、缴纳社会保险四个方面的综合得
分，科学公正地排出了就地提升改造、搬迁
进园和关停企业名单。对就地提升改造
的，要求压产限能、达标排放、统一改用天
然气、集中制粉、统一处理废弃物、保证实
现年亩均税收 5 万元；对主动提前拆除生
产线的，按照每平方米瓷砖产能给予 1.58
元补贴，仅此一项，张店区就投入2亿元。

因瓷而兴的淄川区谋划建设了淄博
建陶产业创新示范园，采用国内领先的窑
炉节能装备工艺和能耗排放国内最低的
烟气治理设备。“我们新上的环保设备，执
行的是 2020 年的排放标准，环保不再是

企业的绊脚石。”“狮王陶瓷”董事长刘宝
介绍，公司按照意大利标准全面优化产品
结构，近日订货额超过 3000万元。

“我们一手拿着‘狼牙棒’，一手拿着
‘橄榄枝’，对高污染、高耗能、转型无望的
企业，坚决予以关停，淘汰落后、压减低
端；同时，千方百计鼓励企业转型升级，最
大限度地减少污染排放。”淄博市委常委、
秘书长尚龙江说，他们还对全市火电耐火
材料、水泥等九个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
治，对未达到标准的企业一律实施关停。

在铁腕治污的同时，淄博的经济实现
逆势回升。2016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增速高于山东省平均水平，在全省排名较
2014 年上升 8 个位次,扭转了增速连续 5
年下滑趋势；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7.2%、12.5%，在
全省排名较 2014 年分别提高 10 个位次、
13 个位次。生态环境同步改善，“八河联
通、六水共用，清水润城”的生态水系建设
初具规模，马踏湖生态湿地、五阳湖生态
湿地获批国家级湿地公园。

精 准 施 策 经 济 与 生 态 共 提 升

釜 底 抽 薪 倒 逼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党 政 同 责 压 力 传 导 至“ 最 后 一 公 里 ”

依托资源开发兴起的山东淄

博市曾创造多个制造业第一，山

东省的第一台冰箱、电视机，第一

辆拖拉机、双层客车均诞生在这

里。然而，重化工业结构让淄博

背负着沉重的环保压力，也使得

这里大量的“中华牌”“齐鲁牌”

“淄博牌”人才纷纷外流。

结构性污染是淄博环保治

理的顽疾。从 2015年开始，淄

博瞄准症结、找准死穴、精准施

策、标本兼治，生态建设和转型

升级双轮驱动，全力打赢蓝天碧

水保卫战和工业强市攻坚战。

阅 读 提 示

在淄博采访，有三句话让

记者印象深刻。

第一句话是淄博市环保局

局长于照春说的。他在查处环

境违法企业时，这些老板通常

看他的眼神是恶狠狠的，于照

春说：“我宁可在污染企业的老

板前做恶人，也绝不能在 460

万淄博人民面前留下骂名，这

是职责所在。”

第二句话是“蓝帆”董事长

刘文静说的。在环保改造前，

她举棋不定，改造后却惊喜连

连，刘文静感慨道：“抓环保，就

是抓发展，抓机遇。”

第三句话是张店区傅家镇

黄家村三名老人说的。他们主

动给市领导送来一面“蓝天白

云，绿水青山”的锦旗，老人们动

情地说：“我们在臭烘烘的漫泗

河边住了半辈子，终于在有生之

年看到河里的鱼回来了。”

像淄博这样的老工业城市，

生态建设历史欠账较多，这里既

有结构性因素，也有布局性因

素，更有监管性因素。淄博的成

功之处在于，他们针对不同问

题，逐一把脉会诊，找准症结、瞄

准靶向、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在该治标的地方，淄博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

严惩上下足功夫。沉疴用猛药，治乱需重典。他们坚持

问题导向，紧紧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具体环境问题不放，

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狠”劲，突

破难点、带动全局。在这过程当中，如果得过且过，有一

丁点的心慈手软，生态建设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花拳绣腿、

表面文章。同时，他们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淄博的体会

是环保标准一定要高，如果标准定低了，措施肯定硬不起

来、力度肯定大不起来。

在该治本的地方，淄博用环保之掌倒逼产业转型升

级。在这其中，企业势必有破有立，有痛苦抉择的纠结，有

壮士断腕的悲壮，也有凤凰涅槃的欣喜。有个别企业可能

会不理解，有阵痛，但“长痛不如短痛”，只有顺势而为，主动

改革，咬紧牙关忍住阵痛才能站稳脚跟，赢得最后的胜利。

淄博科学施策，踩“点刹”而不是踩“急刹”，避免了经济大起

大落。他们还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用改革思维破解难题，把

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有机结合起来，有效调动和激发各方

面积极性，合力开创生态文明建设、转型升级新局面。

生态建设如同滚石上山，不进则退，紧一紧就有可能爬

坡过坎、势如破竹；松一松就会前功尽弃、一泻千里。生态

建设还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越往后，推进难度越大、

硬骨头越多、拦路虎越多，容不得丝毫犹豫和懈怠，等不得、

慢不得、拖不得。生态建设更是考验地方领导的定力和韧

劲的“炼丹炉”，体现责任与担当的“跑马场”。毕竟，还是那

句老话说得好：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咱老百姓。

宁做

﹃
恶人

﹄
不留骂名

王金虎

淄博连续召开由市委书记

主持的生态淄博建设调度会，

按照环保整改情况对区县进行

打分排名，改善好的区县作典

型发言，改善差、推进慢的则作

表态发言。为了进一步“压”出

地方领导抓环保的积极性，淄

博还设立环保处罚“双罚”工作

机制，在处罚违法企业的同时，

等额处罚所在地区县政府

在生态建设中把握“经济

持续向好、生态持续改善”两

个原则，采取“点刹”，通过精

准摸排，找出亟待治理的污染

点，再有的放矢、逐点击破。

淄博将环境治理集中在重点

行业、重点区域、重点企业上，

每年都选择一批重点环保治

理工程，每一个都明确时间

表、路线图、责任人，治理情况

与干部提拔任用直接挂钩

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绿色发

展，淄博的治本之策就是大力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

能，推进专业化、特色化园区建

设，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淄博

市出台方案，制定了提升改造一

批、搬迁入园一批、关停淘汰一

批企业名单，从提高环保标准、

企业搬迁入园和严格执法等方

面倒逼企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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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红莲湖景色宜人。 焦裕利摄

绿色掩映中的淄博体育馆。 丁乃河摄

鸟瞰温泉之城高青县。 张维堂摄

淄博城市风光。 于 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