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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是第二轮第三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点内容。无独有

偶，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今年一季度能耗强度不

降反升的省区节能主管部门的谈话提醒释放了

同样的信号：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要坚决拿下来。

“两高”项目盲目上马现象不容忽视。仅

从这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的问题来

看，这种现象绝非个例。除山西晋中一些地方

不顾水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盲目上马焦

化项目之外，河南安阳落实国家焦钢比调整要

求不力，新建焦化产能冲动强烈，部分淘汰焦

炉未按时关停；辽宁一些地方“两高”项目管

控不到位，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违规推动“两

高”项目建设；江西九江“十三五”期间高耗

能项目不断扩张，致使“十四五”时期能耗总

量控制形势严峻等。该淘汰的不淘汰，减量替

代、产能置换变成数字游戏的恶疾，到了非用

猛药不可的时候。

从严从紧从实控制“两高”项目，是落实

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行动，也是大势所趋。一方

面，“两高”行业是污染排放大户，其污染物

排放量在全国工业行业中占比巨大，如不严控

“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势必加剧产业、能源

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火电、石化、钢铁等

6个“两高”行业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一半以上，推进上述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对于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愿景至关重要。特别是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已经

提出了明确要求，即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

石化、钢铁、有色、建材等原材料产业布局优

化和结构调整，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盲目发展，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积极发展。由

此，各地一定要认清大势，坚决不能对“两

高”项目抱有侥幸心理，将中央的政策落到

实处。

从严从紧从实控制“两高”项目，更是促进经

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罔顾资源能

源承载能力、大干快上“两高”项目拉动经济的老

路子在今天已经走不通了。跳出思维惯性，摆脱

发展路径依赖，结合自身优势，通过政策激励等

措施，推动人力、技术、资金等要素向低碳方向流

动，向绿色转型要出路、向

绿色创新要动力才是当下

发展的主战场。

不能再让“两高”项目野蛮生长

今年 4 月，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进驻山西。晋中市的介休、平遥、灵石等县

（市） 5个焦化项目被点名曝光，引起了不小的

震动。4 月下旬，记者来到晋中平遥、介休等

地调查采访，一探究竟。

4 月 22 日，在山西省平遥煤化集团 134 万

吨/年焦化项目工地，现场很冷清，只有工地

一侧的大型展板烘托着这个投资超过 30 亿元

的工程。项目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未

批先建，项目已被叫停，眼下他们正在抓紧

推进水资源论证和节能评估等工作，违规取

水、违法排污等问题已在第一时间做了整改。

4 月 24 日，记者跟随中央环保督察人员赶

赴介休市。介休昌盛煤气化公司 180 万吨/年焦

化项目、山西茂胜煤化集团 216 万吨/年焦化产

能置换技改项目此时也已经停工。在现场，督

察人员要求留守方做好裸露场地扬尘防控等

措施。

5个项目为何被点名

山西省晋中市地处“山西之中”，自古就是

富庶之地。历史上有名的榆次何家、太谷陆

家、祁县乔家和水家等山西大富都在晋中。晋

中市下辖的介休市更是全国闻名的焦炭之乡。

有长板也有短板。晋中水资源一直严重匮

乏，人均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分之

一。2020年 12月，介休市、平遥县由于地下水

超载被水利部暂停新增取水许可，再加上地处

汾渭平原，是“蓝天保卫战”中的重点区域，

晋中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一直比较严峻。

这次督察发现，介休、平遥、灵石等县

（市） 不顾水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盲目上

马了一批高耗能、高排放 （简称“两高”） 的

焦化项目。

山西省平遥煤化集团 134 万吨/年焦化项

目、介休市昌盛煤气化公司 180 万吨/年焦化项

目、山西茂胜煤化集团 216 万吨/年焦化产能置

换技改项目、山西聚源煤化 300 万吨/年煤焦化

提标升级综合利用改造项目、山西宏源富康新

能源 210 万吨/年焦化项目在未完成水资源论证

和节能评估、部分项目未获得环评批复的情况

下，从 2019 年初开始陆续违法开工建设。其

中，山西宏源富康新能源 210 万吨/年焦化项目

已于2021年1月部分建成投产。

测算显示，上述 5 个焦化项目全部建成投

产后，将比 2019 年实际新增焦化产能 692 万

吨，每年将新增用水约 1200万吨、新增用煤约

1000 万吨，并会大幅增加主要大气污染物和二

氧化碳排放量，将给当地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调整、大气污染防治、地下水超载区治理、碳

达峰等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为什么又是焦化项目

一时间，晋中焦化产业又一次跃上风口

浪尖。

2016 年开始的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及“回头看”工作均指出，山西省一些地方

没有摆脱对“煤焦电”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

发展路径的依赖，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放任焦

化产能快速扩张。

为此，山西省督察整改方案要求：加强焦

化、煤化工等行业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管理，太

原、晋中两市应按照 《山西省焦化产业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推动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有关要

求，对焦化产业全面评估、科学布局，严格淘

汰落后产能，停止违法焦化项目建设。

晋中是山西的老工业基地，煤炭、焦化、

冶金、电力等传统产业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

2020 年，晋中煤焦冶电四大传统行业工业总产

值占比仍高达72%。

梳理相关数据可以发现，晋中推动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还是下了功夫的。数据显示，晋中

市煤炭产业先进产能已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压

减焦化产能 588 万吨，焦化产业由“以焦为

主”向“以化领焦”转变。“十三五”期间，晋

中淘汰 13 座年产 60 万吨以下煤矿，涉及产能

330 万吨；淘汰 39 家煤炭洗选企业，涉及产能

3410 万吨；淘汰 4 座火电企业，涉及产能 17.2

万千瓦时。

晋中能源局有关负责人坦言，虽然该市对

于高耗能、低产出新建项目和扩大产能项目在

原则上都不再审批、核准和备案，但随着经济

转暖和市场复苏，焦炭、生铁、粗钢等基础原

材料需求加大，一些已经批复的耗煤存量项目

陆续投产，导致煤炭消费总量不降反升。

对晋中来说，摆脱对“煤焦电”等高耗

能、高污染产业发展路径的依赖尚需时日。“两

高”行业是污染物排放大户。相关数据显示，

炼油、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冶炼、煤化工和

火电行业贡献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

三种污染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国工业行业污染物

排放量的 86.5%、44.5%、22.7%。如不对盲目发

展的“两高”项目加以控制，势必进一步加剧

产业、能源结构性问题。

路线图如何顺利落地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贺中伟

说，焦化产业是山西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点

领域。山西焦化产能 1.4亿吨，占全国 20%，其

中有将近一半是炉龄较长、炉况较差、规模较

小的炭化室高度 4.3米焦炉，需要置换成更加现

代化的大焦炉。

按照山西焦化产业发展路线图，将利用环

保及能耗标准倒逼方式与市场化手段，合理平

衡淘汰焦炉产能量与新建焦化项目产能量，确

保建成焦炉产能总体稳中有降，先进焦炉占比

快速提升，污染排放总量大幅度降低。

“焦化产业转型升级，既要解决好产业发

展，又要兼顾民生稳定，我们的原则是加大力度

往前赶。近年来，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在推动完成

焦化行业特别排放限值改造基础上，启动了行业

超低排放改造，并开展了绩效分级差异化管控，

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引领和倒逼作用，已经形成了

一批绿色焦化示范企业。”贺中伟说。

在焦化项目以新带老、有上有下过程中，

有没有管理漏洞？调阅上述焦化项目备案文

件，均有提示“项目备案后，要按规定办理环

保、消防、土地、安全等相关手续，手续齐全

后方准开工建设”的内容，但记者从一些项目

中了解到，诸如水资源论证、节能评估等并没

有被认为是开工建设的前置条件，或者只是被

认为是投产的前置条件。

生态环境部 5 月 31 日印发 《关于加强高耗

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

意见》，直指近几年实践中采取以新带老、上大

压小、污染物排放区域削减等措施落实过程

中，存在落实责任主体不清、监管要求不明确

等问题。

当下强调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生态环境源

头防控有何考量？其背后是部分地方仍存在

“重事前、轻事中事后”现象，未对建设项目设

计、施工、验收、投产或使用中落实各项环境

管理规定情况认真逐一开展监督检查，违法行

为查处不及时、不到位；还有的项目投产多年

后企业未开展竣工环保验收，存在“久拖不

验”情形。

以水定产是“硬杠杠”

相对于未批先建问题，中央环保督察对水

的重视程度非常高。

通过现场抽查，督察人员发现，介休市井

安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介休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内新泰钢铁、茂盛煤化、昌盛煤气化等重点

企业供水任务，每年允许取水量为 169 万吨，

2020 年 却 取 水 618 万 吨 ， 超 出 许 可 取 水 量

2.7 倍；介休市昌盛煤气化公司 2018年 2月投产

的 130 万吨/年焦化项目未获得取水许可，2020

年违规取水 190 余万吨。介休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内大许村等村庄受周边企业违规取水影响，

每天只能定时供水两三个小时。

在连片开发的厂区工地边上，记者随机走

访了介休市沙堡村的几户村民。督察人员拧开

院落中的水龙头，一边尝一边询问供水情况。

村民回答说，几天前水里有一股污泥味，这两

天已经没有了。

据了解，此前这个村子的饮用水检测出问

题，为保证饮水安全，刚刚更换了新的水源。

镇 上 的 工 作 人 员 表 示 ， 现 在 能 保 障 12 小 时

供水。

去年底，介休因浅层地下水超采、山丘区

地下水过度开采等情况被判定为地下水超载。

水利部门要求当地应结合实际，综合采取节约

用水、严格水资源监管、水源置换、产业结构

调整等措施，加快推进超载综合治理。

和介休一样，平遥被水利部暂停新增取水

许可，然而违规取水问题依然突出。平遥煤化

集团现有60万吨/年焦化项目批复取水量为14.3

万吨/年，而企业 2020 年违规从周边村庄抽取

地下水 30余万吨，导致厂区周边西安社村、七

洞村村民吃水困难。

在当地水资源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平遥煤

化集团未经水资源论证，违法扩建 134 万吨/年

焦化项目及配套设施，2021 年底投产后将每年

新增耗水量约 260 万吨，会进一步加剧当地水

资源紧张形势。

此外，灵石县水利局不顾中部引黄供灵石

县引水工程尚未建设的事实，即发函同意山西

聚源煤化 300 万吨/年煤焦化提标升级综合利用

改造项目用水，由中部引黄工程供灵石县南关

工业区水量分配解决，实际短期内根本无法

实现。

中央环保督察点名曝光犹如当头棒喝，当

地终于警醒：以水定产是刚性要求。

“触动很大”，晋中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张永

爱说，以后要上新项目，各级政府和部门首先

要考虑的是有没有用水指标，水资源够不够。

水资源论证将成为项目上马与否的决定性条件。

这几年晋中在强化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

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累计压减地下水开采

3400 万立方米。2020 年三季度该市浅层地下水

超采区水位显示已经有所回升。“晋中从上世纪

八十年代就开始大规模开采地下水，可以说地

下水超采是积累性问题，改变这种状况需采取

总量控制、水源置换等综合手段。”张永爱说，

今后以水定产必须严格执行。

对于此次曝光的 5 个焦化项目，督察组严

厉指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不顾水资

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对未经法定程序审批

即盲目上马的多个高耗水、高耗能、高污染焦

化项目监管不力，甚至默许纵容，导致当地大

气污染防治形势严峻，水资源供给现状不容乐

观，不作为、乱作为问题突出。

经点名曝光后，相关地方能否举一反三，

严控“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加大推进重点行

业去产能力度，人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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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化项目为何又被点名山西焦化项目为何又被点名
——严控“两高”焦化项目盲目发展情况调查

在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中，山西5个焦化项目

被点名。为什么又是焦化项目？

山西焦化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路线

图如何顺利落地？其中，又有哪些

问题亟待解决和突破？面对绿色

低碳发展要求，如何遏制高耗能、

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记者带着

一连串的问题前往晋中平遥和介

休进行了调查采访。

晋中介休市昌盛煤气化公司晋中介休市昌盛煤气化公司180180万吨万吨//年焦化项目未批先建年焦化项目未批先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山西平遥峰岩焦化公司年产山西平遥峰岩焦化公司年产4545万吨焦化项目拆除施工现场万吨焦化项目拆除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曹红艳曹红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