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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野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2010年， 湖南作为全国11个试点省份之
一，启动排污权交易。5年下来，效果如何？9月
24日，湖南省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主任吴小平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9个字形容：“有进展、有
难度、有希望。”

有进展
5年交易1023笔，交易金额突

破1亿元

9月24日上午， 郴州熙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分别向袁永进土焦厂、郴州丰越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购买了2万元化学需氧量指标、4万元
氨氮指标。当天，在湖南省排污权网上交易平
台上，共产生4笔排污权交易。

“排污权市场交易次数逐年成倍增长。”省
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主任吴小平说，截至目前，
全省累计实施1023笔交易， 交易金额为1.05亿
元。其中，今年以来的交易量是前4年的总和。

2010年6月，湖南成为财政部、环保部批准
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试点省份之一。
2011年7月开始，我省对长沙、株洲、湘潭三市
的火电、钢铁、石化、化工、建材、有色、食品、造
纸、医药等9个行业排污单位，排放的化学需氧
量和二氧化硫，正式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
易试点。2014年， 排污权交易范围从长株潭地
区扩至湘江流域8市， 交易指标增至7项。2015
年1月起， 在全省范围内的所有工业企业全面
实施。

围绕排污权交易，湖南省政府出台了专门
的管理办法。相关配套政策不断完善，交易实
施细则、交易资金管理办法、有偿使用收费标
准、交易价格标准、排污权初始分配核定技术
方案等政策和制度陆续出台。

5年里， 全省批复成立10个排污权交易机
构，已对9110家企业核定了初始排污权，涉及

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4项污
染物。在第一批试点的长株潭范围内的1067家
企业中，已有992家企业缴纳有偿使用费，缴费
企业比率达到92%，在全国领先。长株潭地区
之外的其他企业也已经陆续缴纳有偿使用费，
目前已有3640家企业缴纳有偿使用费，累计收
缴1.62亿元。

排污权交易对环境保护的作用逐步显现。
因为新改扩项目需要以市场价格购买排污权，
张家界、郴州等地就有几个项目，自愿放弃或
重新环评，变更工艺减少排放量。

有难度
市场交易不够活跃，存在法律依

据不足、监管手段不多等问题

“市场交易仍不够活跃。”吴小平坦言。
一方面，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新建项目

减少，指标新增量不大；而且随着我省产业结构
不断调整，重污染行业的新上项目确实很少。据
统计， 目前全省所有新上项目的排污权交易金
额在6万元左右，而且80%是低于1万元的项目。

另一方面，针对现有企业，由于对“持权排
污、按权排污”的监管手段和方法不多，无法形
成有效监管，因此“按量排污、超量购买”的规
定并未严格执行到位。中石化巴陵分公司安环
部部长肖跃龙直言，如果没有有效监管，部分
企业发现排污量超过购买量也不会产生什么
严重后果，交易市场当然活跃不起来。同时，这
也会影响守法企业的减排积极性。

“我们购买的排污权指标，是所有权还是
使用权？使用期限有多长？”这也是不少企业关
注的问题。

吴小平表示，排污权交易目前仍是试点阶
段，许多工作缺乏国家层面、法律层面的明确
规定，实施过程中遇到障碍在所难免。这些问
题都将在推进过程中通过不断摸索得以解决。
现在配套的法律政策，比如排污许可证管理条

例等，正在起草和修订之中。

有希望
探索排污权抵押贷款，10家环

保企业积极申请参与试点

“排污权交易作为‘市场机制推进环境治
理和生态保护’的一项重要政策机制，只会越
来越重要。”吴小平表示。

近日国家出台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中，第43条就是关于推行排污权交易制
度，内容包括完善初始排污权核定，强化企业
单位的总量控制，鼓励通过排污权交易获得减
排收益；合理推进跨行政区排污权交易，加强
排污权交易平台建设；制定排污权核定、使用
费收取使用和交易价格等规定。

据介绍，近年来，湖南首创了“排污权证”
制度，对已经缴纳有偿使用费的企业发放了排
污权证。排污权证促使排污单位的排污权指标
固定下来，赋予其产权，不再随意变化，企业也
就更珍惜。湖南还首创了“以收代补”、“以购代
补”的污染治理资金下达模式，将收取的排污
权有偿使用费用于污染治理。比如这次政府部
门在适当的范围内收储企业富余指标并给予
资金支持，既让企业减排有收益，又有利于量
化治污效果。吴小平透露，今后，下达给排污单
位的污染治理资金， 也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下
达，有效地与减排量多少、与环境治理改善所
作出的贡献大小挂钩。

在此基础上，环保部门正在积极推进排污
权抵押贷款，今年将联合省财政厅、中国人民
银行湖南省分行出台相关文件。探索社会资金
参与排污权交易的PPP机制，鼓励环保企业出
资，为排污单位实施污染治理或运营其现有治
污设施；允许环保企业获得该项目腾出的排污
权指标的处置或转让资格，通过排污交易回笼
部分或全部治理资金。据悉，目前已有10家环
保企业积极申请参与试点。

湖南日报9月24日讯（记者 曹娴）今天，湖
南省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与中国石化催化剂
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等10家企业签订排污权
收储合同，对这10家企业减排“省下”的排污权
指标进行回购、回收，共计2240余万元。

“有这样的好事？”来自衡东的2家陶瓷生
产企业负责人表示，直到昨天晚上，还有点不
敢相信。衡东中兴陶瓷公司通过投资3000余万
元进行煤改气，二氧化硫减排183.04吨，氮氧
化物减排16吨。今天的签约仪式上，省环保厅
安排14.72万元回收该企业部分排污指标。

排污权是排污单位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
权利。2010年， 我省作为试点省份之一启动排
污权交易。按规定，现有排污单位按环保部门
核定的排污权量，通过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费
获得排污权；新改扩建设项目按环境影响评价
核定的排污总量，通过市场交易购买获得排污
权。今年1月起，排污权市场交易在我省全面铺
开，对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铅、镉、砷等7类污染物，实行排污权有偿使用
和交易。

省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主任吴小平介绍，

今天签约的10个收储项目中，有的是企业之前
已购买排污权指标， 通过减排有了剩余的指
标，于是环保部门根据省物价部门制定的交易
指导价格，对富余指标进行回购。有的企业以
前排污量较大， 虽然并未购买排污权指标，但
通过加大治污力度， 将污染排放减了下来，环
保部门在回收部分排污权指标的同时，按照一
定补贴标准对企业予以奖励，鼓励和支持企业
的减排行为。

据介绍，今年还将再回购、回收10多家企
业的排污权指标。

孙振华

火锅， 无疑是最具重庆地方特色的美
食。 如何让这一特色产业能多掏些游客腰
包的钞票，重庆人着实下了点功夫。

最近笔者游了趟重庆。 匆忙观光游，报
了个“一日游”团。上午几个景点下来，已近午
时， 导游开始煽情地推介重庆美食———火
锅。在“吹捧”了一番重庆火锅后，导游“提醒”
游客：重庆最好吃的火锅并不是游客熟悉的
那几个品牌，而是“周君记”；“周君记”不在重
庆热闹的街巷，而在位置相对偏僻的开发区。
并称中午就在“周君记”美餐一顿。

汽车驶入厂区，操场、行车道已停满旅
游巴士，粗略数了一下 ，有30多辆 。一拨拨
游客，跟着“小旗子”在厂内鱼贯穿行。

第一站参观火锅底料原料，辣椒、山胡
椒、生姜、枸杞等，琳琅满目。

紧接着， 是以图片和实物展出的不同
样式的火锅， 以及街巷码头吃火锅的热闹
场面。

然后参观现代化的生产车间。 透过一
尘不染的玻璃墙， 可看到火锅底料从原料
加工到产品包装全流程。

第四站来到一个约300来平方米的超
市，火锅底料、汤料、熟食等摆满了货架，有
麻辣的、清淡的；有火锅底料、面条调料、回

锅肉调料；有普通包装、压缩包装……更绝
的是，在每种调料货架前 ，厂家支起炉灶 ，
让游客试尝现场制作的美味。

美食品尝过后， 游客迫不及待地开始
大包小包购物。收银机前排起了长队，一旁
的导游乐得合不拢嘴。

走出超市 ，早已是饥肠辘辘 。别急 ，旁
边就是65元一位的火锅自助餐。 可容纳几
百人的自助餐厅，笑语喧哗 ，热气腾腾 。一
拨游客吧嗒吧嗒着嘴巴离桌， 另一拨游客
马上“填空”。忙得脚不点地的服务员介绍，
每天中餐、晚餐都要这么闹哄哄几个小时。

按理说， 火锅要吸引大批游客消费并
不容易。但“周君记”别出心裁，联手旅游部
门，用产业链形式 ，“拉来 ”了大批客人 ，赚
得盆盈钵满。 而笔者在餐厅与车里几乎没
有听到游客对“周君记”游的埋怨。

“吃、住 、行 、游 、购 、娱 ”为旅游6要素 。
“购”这一环节利润相对丰厚。而旅游购物，
往往是一种冲动性消费， 在摒弃坑瞒拐骗
的前提下，如何让游客乐意掏腰包，的确大
有文章可做。

其实，我省有不少旅游商品，都可以效
仿“周君记”，与旅游部门合作，进行体验式
营销。如湘绣 ，便可与旅行团联手 ，让游客
在感受湘绣文化、体验湘绣工艺、购买湘绣
产品中，来一趟愉快的“湘绣之旅”。

湖南日报9月24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 ）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今天发
布消息称，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 今年
国庆长假期间， 从10月1日零时至10月7日
24时， 全省高速公路将对七座以及以下小
型客车实施免费通行的政策。 中秋假期
（9月26日至27日） 不免费。

小车免费通行期间， 高速公路以车
辆通过收费站出口车道的时间为准， 收

费站免费车道对小车不发卡抬杆放行。
联网收费高速公路收费站于免费通行开
始和截止前3小时对小车发放纸质通行
卡。 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时间截止后，
恢复收费。

由于中秋假期不在四个法定重大节假
日 （春节、 清明节、 劳动节、 国庆节） 之
列， 因此， 9月26日和27日， 全省高速公
路仍需按正常模式收费。

湖南日报9月24日讯 （记者
冒蕞）海绵城市建设技术、绿色交
通技术、 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
……9月23日召开的全省清洁低
碳技术推广工作会暨两型认证颁
证会上， 公布了我省将大力推广
扶持的10类清洁低碳技术。

会议公布，“十三五”期间，我
省将围绕促进绿色发展、 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三个方面，着力推广

发展污水处理、土壤修复、大气污
染防治、 生态养殖、 海绵城市建
设、资源循环利用、垃圾资源化处
理、 节能与新能源发电、 绿色交
通、绿色建筑10类清洁低碳技术。

2012年底，我省出台《长株潭
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推广清洁低碳技术的实施方
案》，提出“十二五”期间，在长株
潭试验区范围内重点推广新能源
发电、城市矿产再利用、重金属污
染治理等十大清洁低碳技术，有
力推动了发展向清洁低碳方向转
型。

“这次公布的10类技术，是在
2012年推广的十大技术的基础上
着眼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 可谓
是‘升级版’。”省两型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 当前推广应用的具体实
施法案正在加紧研究出台， 明年
起将全面付诸实施。

让环境“无价”变“有价”

企业“省下”排污指标，政府“买”回来
10个排污权收储项目签约，共计2240余万元

“周君记”，火锅好吃又可“游”

10月1日零时至7日24时

小车免费通行高速公路
中秋假期不免费

十大清洁低碳技术有了“升级版”

9月24日，城步苗族自治县五团镇白水头村，村民庭院里的花卉绽放，漂亮极了。今年，
该县有近1000户农民建起了花园式农家院落，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道道美丽风景。

严钦龙 摄

排污权交易———

———旅游归来话旅游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