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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城镇化不断推进，环境问题开始逐步由城市转向村镇地区，相关基础设施建

设薄弱、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造成的污染问题已经愈发凸显。目前，农村环境保护形势严峻，生活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相当严重，同时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速度加快。从统计数据来看，2009 年第一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动态更新数据显示，农业源主要污染物 COD、总氮及总磷排放量分别达到 1349、275 及 28

万吨，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48.4%、57.5% 及 65.6%。预计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治理、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将是目前农村污染治理最先开启的三大部分。

近期，环保部印发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和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等四项文件，十八

届三中全会后首批发布的环保政策文件使农村环保产业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农村环境问题开始不断显

现，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农村环境治理刻不容缓。未来农村的生活污水处理、固废处理等的需求和压

力将会凸显，这也给了环保行业公司带来了新的机遇。可以预见，未来农村环保治理将会成为环保行

业新的增长点。

除了需要较大初始投资之外，后续设施管

理及运营维护费用也有待解决。与城镇相比，

农村环境质量的真正改善可能也需要更长时

间。上市公司层面，桑德国际、碧水源基于不

同技术路线在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及饮水安全

领域已经进行了一定布局。以桑德国际为例，

2011 年公司正式进军国内乡镇及农村环境治理

领域，基于 SMART 技术方案先后获得湖南长

沙 18 个乡镇（BOT+BT+O&M，2.75 亿元）、

辽宁抚顺（2.25 亿元）、江苏姜堰 5 个乡镇（BT，

4.8 亿元）、江苏泗阳 14 个乡镇（BOT，2.4

亿元）等污水及连片整治项目，未来公司目标

是占据中国乡镇污水处理市场 15%~20% 的份

额。近年来，碧水源也一直针对农村污水膜反

应器进行研发，其小型及分散式水处理系统已

在北京等地区得以应用。

文 / 环境商会  武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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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京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分组审议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时，一

些常委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建立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评估和修复制度。

近年来，一些无良企业往地下排污事件屡屡见诸报端，含有难降解有毒污染物的工业废水未

经处理就直接排入地下，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早在 2010 年 5 月份《半月谈》就刊发了《地下排污：

致命威胁悄悄逼近》的报道，称沈阳市曾有 60 多家企业采用天然渗坑和渗井排放未处理的污水，

严重污染了地下水；河北省两年间查处的通过渗坑、渗井等方式排污的事件就达数十起。根据山

东省环保厅文件，该厅 2011 年第二季度接群众信访重点查处的案件中，来自潍坊的有 7 起涉及

了污水乱排。

而在中国南方地区，如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多为岩溶地貌，一些污染企业则通过溶洞排放

工业废水，使溶洞地下水受到污染。由于溶洞之间多相互连通，往往会导致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

成片发生。如 2012 年 2 月闹得沸沸扬扬的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便是由于两家企业通过溶洞排

放含镉污染物所造成的。

相比其他偷排行为，地下排污口隐蔽性极强，污染物进入含水层后流动又比较缓慢，若不进

行专门监测很难及时发觉，而发现地下水污染后，确定污染源也不像地表水那么容易。地下偷排，

逃避的是一时的监管，牺牲的却是子孙后代的未来。

目前国家还没有建立统一、完整的地下水环境的监测网，很难全面掌握地下水污染的动态。

各部门的监测还是各自为政，国土部门监测区域性的地下水水质的环境；水利部门监测地下水资

源开发利用状况。环保部门也设置有地下水的监测点，主要集中在水源地上。

我们分析地下水的监管难题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目前我国地下水污染防治的监管责任不明确，地下水管理与保护涉及多个部门。根据

200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三定”方案中规定的各部门职责，国土资源部负责“监测、监督防止地

下水过量开采和污染”；环境保护部负责“拟定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开展

环境执法稽查”；水利部负责“对江河湖库和地下水的水量、水质实施监测”、“指导地下水开

文 / 环境商会  刘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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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和城市规划区地下水资源管理保护工作”。部门之间的权限划分并不清晰，不同的部门之

间又缺乏有效的综合协调机制，人为地将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割裂开来，造成多头管理，

使得地下水污染防治的监管责任无法明确。

其次，环保监察部门不独立，环保监察部门权力有限、执法方式单一。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

职能部门，其人、财、物受制于当地政府，仍然是环境监管的“纸老虎”。

另外，由于我国的地下水属于国有资源，是典型的“公地悲剧”。因此除了发挥各级政府的

主导机制作用，还需要培育各种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力量，如公益诉讼、有奖举报等。

此次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的讨论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新光认为，保护

地下水是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应规定对地下水也实行定期调查、监测、评估和修复制度。王庆

喜委员建议国家建立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评估和修复制度。

地下水污染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不得不从根本上治理、遏制的时候了。除了国家立法之外，

公众和媒体也应行动起来，去调查取证、曝光那些不法企业。希望全社会的关注，能够推动整体

环境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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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控签约台湾力麒 组联盟双互投资

11 月，台湾营建商力麒建设与北京控股集团旗下的京泰发展、北控水务签订合作意向书，双

方未来将相互投资，其中首个合资的污水处理项目中，北控集团投资金额超过新台币 10 亿元，

也是北控集团目前在台投资金额最大的单一项目。力麒建设是台湾知名营建公司，近年跨足污水

处理、旅馆饭店、公共工程等事业领域。力麒将会筹设一家控股公司，并让北控入股，初估入股

比例至少 3成。双方未来将在水务、饭店、营建上展开合作。

碧水源设立合资公司 整合山东水务市场

碧水源 11 月 28 日发布公告，公司与青岛水务集团签订协议，共同组建青岛水务碧水源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3 亿元，双方现金出资，其中碧水源出资 1.47 亿元，持股

49%。青岛水务集团承诺，其所有采用 MBR 工艺的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由青岛水务碧水源承接，

立即启动李村河污水厂扩建工程（8 万吨 / 日，预计 2014 年 12 月完工）作为首期示范工程，及

其他系统内相关涉水项目。青岛水务集团由青岛国资委持有，是 2012 年末市政府决定成立的，

目前资产主要来自划拨的 9 所污水处理厂，定位在统一青岛城市供排水、污水处理的投融资和建

设管理，并拓展再生水利用等业务。此次碧水源出资1.47亿元，金额在参股公司中仅次于云南水投。

三川股份成功购得鹰潭供水公司 22% 股权

三川股份公司于 11 月 20 日参与鹰潭市供水有限公司 22% 股权的公开转让并取得受让人确

认书，确定受让价格为挂牌起始价 4395 万元。加之三川股份去年 4 月 9 日以受让价格 2706.5 万

元购得鹰潭供水有限公司 24% 股权的公开转让（拍卖），本次公司成功受让鹰潭市供水有限公司

22% 的股权后，将共计持有鹰潭供水 46% 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鹰潭市供水有限公司主要经

营范围包括，鹰潭市规划区内原水、自来水的生产、供应销售及城市供、排水管网建设和经营，

日供水能力 10 万立方米。截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鹰潭供水资产总计 24945.07 万元，净资产

总计 12346.1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444.18 万元，净利润 1538.5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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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安水务中标上海青浦区城镇污水厂项目

巴安水务 11 月 26 日发布公告，公司中标“上海青浦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应急干化工程特

许经营招标”项目。上海青浦区水务局将与巴安水务签署《特许经营协议》，授予特许经营期为

30 年的特许经营权。包括青浦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干化工程（含冷却水取水泵房和冷却水提

升泵房）相关的土建工程、安装工程、机械、电气和仪表控制等设备、管理设备设施以及配套完

成污泥处理厂所需的辅助工程。该项目位于青浦工业园区内，具体内容为设计、投资、建设、运

营并最终移交一座规模为 200 吨 / 日的污泥厂给青浦区水务局或青浦区政府指定的机构，投资

额 5000 万元人民币左右。

桑德国际中标陕西一污水处理项目

11 月，桑德国际子公司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中标陕西省旬阳县污水处理工程厂区设备

采购、安装调试项目，估算投资金额约 3000 万元。项目一期工程处理规模 1.5 万吨 / 日，设计

总规模 3 万吨 / 日。目前桑德国际在推进中小城镇污水处理项目。其中，江苏泰州姜堰区 5 个乡

镇污水处理工程、江苏泗阳 14 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辽宁铁岭市吕图 3 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

陕西西安五台镇污水处理工程均已建成投运，上述项目总处理规模为 4.2 万立方米 / 日。同时，

公司位于湖北鄂州、陕西西安及贵州的三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正在建设过程中，总处理规模预计

将达到 8.2 万立方米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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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股份投资济宁污水处理厂 TOT 项目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19 日晚发布公告称，将以 TOT 方式投资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污水处

理厂项目，项目经营权转让价款为 8000 万元，特许经营期 30 年。首创股份拟成立控股子公司微

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该项目。微山首创在特许经营期内享有运营、维护和管理微山县污

水厂项目设施，从事污水处理业务并收取相应费用的独占性权利。微山首创注册资本为 3200 万

元人民币，其中首创股份出资 1920 万元人民币，持有其 60% 股权，微山县水务公司出资 1280 万

元人民币，持有其 40% 股权。本次首创股份投资的污水处理厂 TOT 项目规模为 4万吨 /日，出水

标准为 GB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自项目开始商业运营日起，第一年基本水量为2.8 万吨 /日，

第二年为 3.2 万吨 /日，第三年为 3.6 万吨 /日，第四年起至特许经营期满为 4 万吨 /日。

北控水务获 2.4 亿美元银行贷款

北控水务近日宣布，与亚洲开发银行签署贷款协议。亚开行将向公司提供2.4亿美元长期贷款，

用于支援高标准的污水处理厂以达到再生水水质要求，可用于工业冷却和城市环境等再生用途。

此外，亚开行将提供 50 万美元技术援助，用于提高污水处理厂能源效率。

盛运股份收购桐城市垃圾发电公司 75% 股权

盛运股份 18 日晚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出资 3,300.00 万元收购合肥华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的安徽省桐城市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75%股权。桐城垃圾发电公司，原为盛运股份的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开晓胜先生实际控制的安徽开胜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2013 年 6 月 18 日，开盛

新能源将其持有的桐城垃圾发电 75% 股权转让给合肥华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鉴于桐城垃圾发电

公司曾为 盛运股份 实际控制人开晓胜先生控制的公司，本次股权收购交易被认定为关联交易。

桐城市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与咨询。盛运股

份表示，公司此次收购桐城垃圾发电 75% 股权，主要是从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主业方面的考虑，

将进一步壮大和促进公司在垃圾焚烧发电市场的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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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新能源将在霸州投建垃圾发电项目

日前，中电新能源与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政府在霸州签订《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合作意向书》。

意向书约定：霸州市人民政府支持中电新能源参与投资建设霸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焚烧

发电项目先期规划日处理生活垃圾 600 吨，预计总投资约 4亿元人民币。

国电龙源环保拟出让垃圾发电子公司

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通化国电龙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挂牌转

让，挂牌价格为 3000 万元，较评估值高出 400 万元。通化国电龙源成立不到 3 年，是一家小型

国有企业，主要从事垃圾发电及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管理等，同时经营电力和能源项目开发、

投资、建设。对于接盘方条件，意向受让方注册资金不低于 1 亿元，2012 年度净资产不低于 1.5

亿元，且须具备有资质的认证机构认证的 ISO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桑德环境布局环卫市场

日前，桑德环境发布公告，公司与三峡水务共同出资成立“宜昌桑德环卫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 1,000 万元，双方分别持有 80%、20% 股权；此外，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拟以现金方式

收购浙江意意环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00% 股权。桑德本次成立桑德环卫和收购浙江意意，主要

是将固废产业链向上游固废收集、清运等环卫领域延伸，环卫业务有望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

国电清新 1300 万中标山东齐星长山热电烟气脱硝工程

近日，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公司中标山东齐星长山热电有限公司烟气脱硝EPC项目。该项目规

模为2台130t/h煤粉炉，中标金额为1300万元人民币，计划工期为6个月完成脱硝系统的整体试运行、

竣工验收工作。该工程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脱硝装置，采用蜂窝式或板式催化剂，在设计煤

种及校核煤种、锅炉BMCR工况、处理100%烟气量条件下，按脱硝效率大于85%设计、供货、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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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消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明确的 68 件立法项目中，11 项涉及生态文

明建设。其中，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正式列入本次立法规划。”

“11 月 29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维良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明年

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正在制定中，价格改革会成为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11 月 28 日消息，水利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长江委农村水利管理规划》，明确长江流

域农村水利管理体系机制和目标任务。”

“11 月 27 如消息，国资委等相关部门正在就下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工作进行

规划和部署。其中，国资委牵头制定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目前正在进行完善

和调整，有望明年初出台。”

“11月 26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该条例共 6章 44 条，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1 月 22 日消息，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周生贤作情况周生贤表示，将进一步下

放行政审批权限，同时加强对后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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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消息，，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决定》辅导读本《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一文中指出，要实行“独立而统一”的环境监管，健全“统一监管、分工负责”和“国家监察、

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监管体系。”

“11 月 21 日消息，中央财政提前下达 2014 年全国中小河流治理专项资金 210 亿元，其

中 180 亿元用于 2013—2015 年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建设，30 亿元用于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

合整治和水系连通试点项目建设。”

“11 月 21 日，北京市发改委公布“服务业清洁生产审核三年推广计划”。未来三年，

本市将在医疗机构、学校与科研院所、住宿和餐饮业、环境及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十大重点领

域推进清洁生产。”

“11月20日消息，环境保护部日前印发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

行）》,进一步保障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11 月 18 日，环保部印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等四项文件，农

村环保产业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11月 18日消息，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关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加

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一项中，要求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推动生态补偿制度，推行

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