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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 砺 奋 进 的 五 年
国 企 改 革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秦华江)作为东部沿
海城市，江苏连云港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但也面临巨大的环保压力。自 2015 年 7 月获
得环保部战略环境评价试点以来，连云港实
施一系列新举措，环保逐步迈入精细管理时
代。

为了减少冬天供暖 PM2 . 5 排放，连云港
东盛四季花城小区集中供暖“煤改电”项目正
在进行中，这是江苏省首个在居民小区实施的
集中供暖热源电能替代项目。项目实施后，小
区用于供暖的两台燃煤锅炉将被 3 台总容量
为 6300 千瓦的蓄热式电锅炉替代。

据连云港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
目将于今年 10 月建成，12 月投运，预计年替
代电量 510 万千瓦时，节约燃煤约 2418 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8866 吨。

“煤改电”只是连云港战略环评规划中“无
煤区”建设的一项。连云港市将强化煤炭消费
管控，倒逼劣质散煤退出，加快推进清洁能源
利用，淘汰现有燃煤设施。至 2018 年 9 月，除
了赣榆区，全市都将建成“无煤区”。

连云港市环保局副局长徐传东介绍，根据
战略环评提出的空气质量及污染减排目标，到
2030 年，连云港市 PM2 . 5 浓度要降低至 35 微
克/立方米以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都要大
幅降低，为了这个目标，必须实施新能源替代
工程。

连云港市是全国首个地级市战略环评试
点市。近年来，连云港市聚焦“一带一路”、江苏
沿海开发、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国家创新
型城市等多个国家战略，作为国家确定的全国

七大石化基地之一，经济发展机遇空前。但
同时，连云港的环境保护压力骤增，环境容
量有限、减排难度大、历史问题多、环境质量
改善强力手段匮乏，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

为编制高起点、高规格、高质量的战略
环评，连云港市环保局聘请在战略环评研究
中有较高权威的清华大学战略环境评价研
究中心作为项目技术团队，与其签订连云港
战略环评合作合同。

双方就连云港市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通过开展战略环评探索区域的绿色转型发
展模式，落实国家相关战略，促进经济社会

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工作任务达
成一致意见：通过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探索城市战略环评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规划及城市总体规划的协调机制，探索地方
环境保护管理与制度的有效措施，探索环境
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为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综合决策提供支撑。

连云港发改委主任韦怀余说：“战略环
评的核心要义就是要给发展做加法，必须先
给环境负担做减法。”

为了做好减法，连云港市首次全面确定
“三线一单”，明确了生态空间红线、环境质

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相关要
求，并应用于空间管控。

具体而言，明确到 2030 年，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占国土陆域面积 24 . 1%，而 2013 年
江苏省政府批准连云港市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为 1672 . 4 平方公里，占国土陆域面积
21 . 96%；将石化基地面积由原规划面积 84
平方公里压缩为 62 . 61 平方公里；炼油总规
模由原规划 5000 万吨级削减至 4000 万吨
级，芳烃由原总规模 500 万吨/年削减至 400
万吨/年；确保实现 2020 年地表水环境功能
区达标率 90%、近岸海域水环境功能区达标
率 78 . 6% 的目标；对连云港化学工业园和灌
云临港产业园，提出更为严格的管控要求，
取消了某新建物流园区钢铁产业和危险品
仓贮等项目……

“除了规划，还需借助信息化，加强环境
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连云港市环保局
局长韩尚富说，为此，他们于 2016 年底启动
了“连云港市环保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项
目建设。

据介绍，该系统以建设项目环评智能审
批平台为主线、生态环境监管平台为协同、
环保大数据资源中心为数据支撑，初步实现
了对全市建设项目从企业申请、受理、审批、
批复、公示、统计分析、地图可视化等全业务
流程的管理，并在审批会商环节提供生态保
护空间管控、环境质量空间管控、人居安全
空间管控、环境准入管控、总量指标管控、负
面清单和优化行业布局等 7 个方面的智能
审批支持，并对接江苏省环保及相关部门的
数据，实现数据联网共享。

“开展战略环评评价，将为连云港空间
布局、城镇、港口和产业发展方式等重大决
策提供战略支撑，从战略决策源头避免环境
影响和生态破坏。”韩尚富说。

江苏连云港战略环评：

环保逐步迈入精细管理时代
砥 砺 奋 进 的 五 年
绿 色 发 展 绿 色 生 活

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记者高健钧)
短短一年多时间，北京朝阳区内萧太后河段
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污泥浊水，如今
碧波荡漾；以前臭不可闻，如今花香扑鼻；以
前周围居民怨声载道，如今市民慕名而来。

“这里以前的污染情况，你很难想象得
到；现在青山绿水的优美环境，在当时也是
不敢想的。”在朝阳区水务局副局长彭庆彬
的感慨中，可以了解到萧太后河的巨大蜕
变。

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东南五环的萧太
后河马家湾段，一下车，青山绿水立刻映入
眼帘。听着潺潺水声，走过横跨萧太后河的
白石拱桥，便进入绿树成荫、花木掩映的马
家湾湿地公园，不少市民在这里散步休闲，
跑步锻炼。

“我们几个上了年纪的姐妹们结伴，每
天沿着公园步道走好几圈。现在这里水干净
了，树木多了，感觉空气也变得新鲜了。”住
在附近小区 70 岁的秦冬梅说。

朝阳区豆各庄乡副乡长白景元是该河

段乡级河长，他对记者介绍，依托萧太后河
而建的马家湾湿地公园还没有彻底完工，部
分区域已经对民众开放。建成后，这里将成
为水面面积 921 亩，新增绿地 4290 亩的园
林风景区，其中包括 3 . 4 公里长的河面行船
航道，由此基本恢复萧太后河的历史风貌。

仅仅在一年前，萧太后河朝阳段的污染
却严重困扰周边居民。“以前都不想出门，出
来看到的就是液化站、水泥搅拌厂、垃圾回
收站，乱糟糟的，脏河臭气熏天。”2009 年搬
到附近居住的张晓华回忆。

“一段时期内，河流污染极其严重，周边
环境也是脏乱差。因为水太脏了，萧太后河
还被人们戏称为牛奶河，居民意见的确很
大。”彭庆彬说。

萧太后河历史悠久，因开凿于辽代萧太
后摄政时期而得名，是北京最早的漕运河，
也是北京唯一一条以人物命名的河流。到了
现代，萧太后河成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和通
州区的重要排水通道。

据史料记载，昔日萧太后河“河面船只

穿行，河岸行人如织，如同江南水乡”。然而，
随着北京人口急剧增长，周边产业发展结构
不合理，萧太后河在近十多年间出现严重污
染，河岸环境急剧恶化。

从 2016 年 2 月起，北京市朝阳区政府
对全长 12 . 4 公里，流经朝阳区西大望路、南
磨房、十八里店、垡头、豆各庄、黑户庄，最终
进入首都副中心通州境内的萧太后河朝阳
段进行了大规模的治污、疏解、还绿。

彭庆彬说，朝阳区政府制定了“水清、岸
绿、景美、蕴深”的总体目标，同时确立了标
本兼治、分类治理、疏堵结合、联动共治的河
道治理思路。

“首先进行了截污水、补中水，对萧太后
河和 7 条支流两岸排污口追根溯源。最终摸
排出大小排污口 230 个，锁定排污主体单位
109 家，测算出日排污量约为 6 万吨。”彭庆
彬说。

此后，朝阳区相关部门联合排水集团，
铺设 14 . 5 公里污水管线，将污水导入水厂，
成功截污纳管，实现日收纳入河污水 6 万

吨，污水不再入河；河段两岸还铺设了
16 . 3 公里长的中水管线，从水厂引入河
道，日补水达 10 万吨。

秉承“生态治河”的理念，朝阳区采取
综合治水方法，在河道内栽植沉水和挺水
的水生植物，投放多种水生动物和微生
物，让河道具有循环自净功能，改善水质
状况。

“污染在河里，根源在岸上。”彭庆彬
介绍，朝阳区并不仅仅进行河道治污，还
在源头上掐断了污染的根子。

2016 年朝阳区启动河道两岸沿线连
片疏解工作，截至目前，拆除各类大院及
公寓 25 个、清退仓储物流业 28 个、疏解
交易市场等低端产业共计 145 万平方米。
这也为给萧太后河滨水绿色休闲廊道建
设腾出大量空间。

“为使萧太后河实现‘水清、岸绿、景
美、蕴深’，朝阳区在萧太后河沿线布设‘1
廊 4 区 22 景点’，建成后总面积达 5211
亩。”彭庆彬说。

“牛奶河”如何恢复“潺潺碧波”
首都河道治理中的萧太后河蜕变

京津冀看协同

航拍天津南湖（6 月 11 日摄）。

新华社记者岳月伟摄
河北省唐山市南湖景区（ 5 月 23 日

摄）。唐山南湖曾经是开滦煤矿采煤沉降形成
的废弃地，唐山市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都
曾往这里倾倒，导致周边环境恶劣。经过多年
不懈努力，昔日的“工业疮疤”已建成一座水
域面积 11 . 5 平方公里、绿地面积 16 平方公
里的生态公园。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3 年多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按照“责任
共担、信息共享、协商统筹、联防联控”的原
则，共同推进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
2015 年 11 月，京津冀三地环保部门签署合
作协议，建立了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
制，确定了定期会商、联动执法、联合检查、重
点案件联合后督察、信息共享等工作制度，确
保京津冀地区的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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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深圳 9 月 20 日电
(记者王晓丹)百年风雨，百年
蜕变，百年精进。创立于 1872
年的招商局组建了中国近代
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
一家商业股份制银行；而今的
招商局集团已发展成一家总
部位于香港，业务包括交通、
金融、地产等产业的跨国公
司。

“革新，才有未来。”招商
局集团主要负责人这样说。招
商局集团以市场化为核心深
化改革，通过“活”的体制机制
模式，整合内外资源，与社会
资本和各利益相关方实现融
合发展、互利共赢。2016 年的
招商局集团，拥有总资产 6 . 81
万亿元，营收同比增长 78%。

“活机制”才有未来

“失败了，与公司共同承担责任；成功了，也会按比例
分享收益。”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王宏说。

近年，招商局集团为破除传统体制机制障碍、激发企
业发展活力，不断坚持进一步市场化探索，“跟投机制”就
是集中体现。

今年 6 月 1 日，招商局集团所属招商蛇口开始实施项
目跟投机制。跟投项目主要为城市公司操盘开发，通过市
场化方式获取的销售型项目，通过旧改、收购等方式获取
的项目，如参与跟投，须以一事一议的方式由公司办公会
严格审批。

“对项目成败具有关键影响的核心管理人员须强制跟
投，鼓励其他员工自愿跟投，公司也会反向跟投。”王宏认
为，让员工利益与项目之间有更为市场化的联系是企业成
长的重要路径。

今年 7 月 11 日，招商蛇口首个跟投项目——— 佛山三
水建设路项目，提前两天完成跟投认缴工作，标志着跟投
工作从方案阶段进入实施阶段。

截至目前，招商局集团已有 4 个项目完成认购认缴，
总跟投人次达 237 人次，跟投总金额约 1300 万元，跟投比
率为 51%。

“充分调动公司上下的积极性，让更多员工用‘事业合
伙人’的心态经营项目，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招商局集
团董事长李建红说。

跟投机制仅是充分市场化的一个方面，招商局集团还
在法人治理结构、选人用人机制、资源配置模式、创新转
型、国际网络布局等方面持续探索市场化实践。

“市场化，才有未来。”李建红说。

推进混改 实现资本合力

在注重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招商局集团也注重与其
他社会资本之间的合作。

“招商局坚持‘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大力推
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国有资产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各方
资本实现互利共赢。”招商局集团战略发展部部长熊贤良
说。

2015 年，招商蛇口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非上市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市公司同时配套融资引入员工持股
计划的首例。

“员工与外部战略投资者按同股同价增资入股，既优
化了企业股权结构，又夯实了企业发展基础。”熊贤良表
示。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招商局也充分利用外资。据介
绍，集团在境外投资的大部分港口项目为混合所有制股权
结构，按市场化方式扎根本地开展运营。

在探索新兴产业方面，招商局通过合伙制基金这一混
合所有制模式，以发挥国有资本的带动力和影响力。

目前，招商局集团拥有控股上市公司 11 家，参股上市
公司 36 家。截至 2016 年底，集团 95% 以上的资产已分布
在上市公司，而所属上市公司的利润约占集团的 94%。

加快海外布局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港口不能只是装装卸卸，航运不能只是进进出出。”
李建红说。

位于东非的吉布提，扼守红海入口，是“一带一路”的
重要节点。2013 年，招商局集团投资吉布提港，之后复制
深圳蛇口“前港-中区-后城”的综合开发模式，在吉布提新
建现代化港口，投资建设自贸区，并将老港区打造为新的
商业中心。

近年来，招商局集团加快海外布局，在“走出去”过程
中，依托港口、物流两大基业，带动产业园、海工、金融等业
务“雁行出海”，将企业与当地需求有机结合，与当地共同
做大“蛋糕”。

“招商局集团以航运和港口起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
天然执行者。”李建红说。

招商局集团加速推动中欧物流大通道建设，2016 年
开通中欧及中亚班列 14 条线路、400 个班列。集团已在全
球 19 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了 49 个港口。如投资科伦坡集装
箱码头，改变了斯里兰卡不能停靠大型集装箱船舶的历
史。

截至 2016 年底，招商局集团境外企业总资产达到
4544 亿元、销售收入 487 亿元、实现利润 50 多亿元，境外
实体企业 184 家，分布于 43 个国家和地区。

面对未来，李建红表示：“立足香港、精耕深圳、深耕广
东、重返上海、开拓雄安、布局海外……努力将招商局集团
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百
年
招
商
局
的
改
革
实
践


以
﹃
活
﹄促
﹃
合
﹄谋
未
来


	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