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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州 綠 動

化工之鄉痛斷腕 小鎮再有魚蝦捕
當年“太湖藍藻潮”罪魁之一周鐵鎮 十年產業轉型治污見成效
最近，現年 77 歲的江蘇宜興周鐵鎮
居民盧渭泉難抑欣喜。他大清早出門摸螺
螄的老伴帶着大半臉盆螺螄回來，盧渭泉
迎上前去，“嘩啦嘩啦”興奮地用手划拉
着，滿眼珍視，彷彿老伴摸回來的是罕見
珍稀物種。盧渭泉感慨地說：“這說明，
十多年的化工治理，水質真的變好了。”
1989 年至 2003 年的 14 年間，僅 73 平方
公里、坐落在太湖西岸的周鐵鎮，竟有
200 餘家化工企業扎堆其間。這個遠近聞
名的“化工之鄉”也是釀成 2007 年“太
湖水危機事件”的“禍首”之一。周鐵鎮
鎮長江峰表示，十年治污下來，至今年 9
月，全鎮的化工企業將只餘 15 家。江峰
特別強調，“以後要實現無化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宜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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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起 Ⅱ類至Ⅲ類

1990年代 基本劣於Ⅴ類

小化工如“雨後春筍”，
工農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排
放量逐年增加

化工企業排污造成太湖 80%
以上水體富營養化

在太湖畔周鐵鎮長大、從未離開過家鄉
的盧渭泉說，他小時候是以農耕為

主，雖然落後一點，但是生態環境特別
好，河水甚至能直接飲用。那時，貫穿整
個周鐵鎮的橫塘河魚肥蝦美。“我小時
候，用兩個瓦片一撐，下面紮個草蓆，直
接扔河裡。明天拉上來，保證會有刺虎
魚，有時候還有兩條。”憶及與清澈相伴
的童年，盧渭泉的目光流露出綿綿眷戀。

鼓了錢包 污了太湖

1990 年代末 北部水質仍為
Ⅴ類至劣Ⅴ類

2007 年 18 條主要入湖河
流有9條劣Ⅴ類

2016 年 穩定處於Ⅱ類、
Ⅰ類和Ⅳ類

2018 年 高錳酸鹽指數、
氨氮在Ⅱ類左右

大部分水域仍處於富營養化
狀態，化工污染有增無減

無錫太湖 5 月 29 日發生藍
藻大規模暴發，引發無錫
市區供水危機

堅持鐵腕治污、科學治
太，應急防控與長效治理
兩手抓，控源截污與生態
修復齊推進

按照國家總體方案、
按照國家總體方案
、江蘇
省實施污染治理、生態修
省實施污染治理、
復方案的 10 多項重點工程
進一步推進

“發展的時候誰也沒有意識到破壞環
境，就是一股腦地去幹。”當地人的錢包
確實鼓起來了，卻對河道和太湖造成嚴重
的破壞。盧渭泉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
周鐵地區的河水黑如墨汁，屬 IV 類、Ⅴ類
水，“當時我們這一帶河裡的水，不僅不
能飲用，還造成糧食絕收，魚、蝦及螺螄
都絕跡了。人家不敢到周鐵來，一進來就
是一股化工的臭味。”
2007 年，太湖爆發藍藻潮，周鐵的化
工污染被視作“罪魁禍首”之一。事件促
使江蘇於 2008 年首創“河長制”，15 條主
要入湖河流都明確了河長制度，並投資了
1,083 億元人民幣作專項治理。“無錫太湖
水危機事件”之後的 4 年間，周鐵強力關
停 109 家化工廠。在去年與今年再關停 44
家化工企業。江峰說：“目前，36 家已經
關停到位，還有 8 家到 9 月份將全部關停。
全鎮從原來的 200 多家化工企業到今年底
只剩下 15 家。”江峰特別強調，“以後要
實現無化區”。

盧渭泉說，村周圍的河道，經過十年
的治理，大部分已由Ⅴ類水變成 IV 類至Ⅲ
類水，自家門前這條河水質是Ⅲ類至Ⅱ
類，“鳥來覓食，河裡有了魚蝦。有刺虎
魚的河就是Ⅱ類水了。”

政策扶持 轉“機械新城”

“即使關了這麼多化工廠，鎮裡的經
濟並沒有落下去。”江峰說，今年第一季
度周鐵鎮完成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增幅
74.3%，增幅位居宜興市第二位。如此成
功實有賴周鐵鎮 2017 年依託原有的機械製
造基礎，將“機械裝備產業”作為“產業
興鎮”的主導產業，以政策扶持、環境營
造，促使這些企業提檔升級，由低端向
中、高端發展。
2015 年，中國建制鎮綜合實力前 1,000
強發佈，擁有 241 家機械裝備製造企業的
周鐵鎮位居 357 位，這意味着周鐵鎮完成
了從“化工之鄉”到“機械新城”的蛻
變。

恐難直面子孫 企業家棄污染產業
1991 年，陸曉明在家鄉周鐵鎮創辦了
天源化工，生產食品添加劑三醋酸甘油
酯，主要用於捲煙過濾嘴。陸曉明說，產
品銷售一直穩定，“2016 年銷售額接近一
億元（人民幣，下同），而且客戶群穩
定，還與外資大牌企業長期合作。”即便
如此，回想起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被眾多
化工企業污染的周鐵鎮，陸曉明依然猶有
餘悸。他說：“當時，漕橋河這麼大一條
河，到夏天都像是臭水溝，臭味熏得人頭
暈，連捉到的魚也是臭的。”陸曉明不禁
自問，環境再這樣折騰下去，對得起後輩
嗎？

數度搬遷 環保意識增強

巨大的利潤也促使陸曉明數度嘗試企
業搬遷。他曾經將廠區搬到南京溧水縣，
但“做了 5、6 年後，那邊說是南京的後花
園，也開始環境整治，只好停掉”。
2012 年，陸曉明赴江西彭澤縣考察建
廠，“縣裡在長江邊上闢出一個工業區，
下面就是大堤。我已經買了 120 畝地，是

縣裡的重點工程，由常務副縣長專門負責
我們。”導致陸曉明最終放棄建廠的卻是
當地官員炫耀的“招商賣點”──“我們
這邊環境容量大，我們這裡的長江最寬，
污水排進去沒問題。”
陸曉明說，正是這個表態令他心驚。
“周鐵‘太湖零點行動’一步一步走過
來，我都知道，你能這樣搞嗎？搞個一、
兩年可以，時間長肯定不行。再說下游有
這麼多人吃水，你這不是開玩笑嘛！”陸
曉明的環保意識在化工廠多次的搬遷經歷
中已不知不覺地增強。他退還了土地，寧
願賠付違約金 100 多萬元，“就算是贊助
吧”。

轉行再戰 投資激光切割

2015 年，開始籌備轉型的陸曉明成立
了天源焊割科技有限公司，投資激光切割
領域。“與原先的化工根本不搭界。”陸
曉明笑着說，“銅合金、鉿絲、精度”等
全新的專業詞彙成為他腦子裡的關鍵詞。
2017 年上半年，陸曉明建造了兩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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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下半年正式有產品投放市場。2017 年
6 月，陸曉明正式關停了天源化工，“損
失幾千萬元，僅設備就損失一千多萬元，
去年賣了十幾噸廢鐵。”1962 年出生的陸
曉明今年已 56 歲，隔行如隔山，他承認投
入全新的領域“很累人”，產品是直接與
美國同行在世界前沿競爭，得倒逼自己從
零學習。

■周鐵鎮的小河畔隨處可見村民垂
釣。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

小村斥資二百萬生活污水納管理

1978 年，周鐵鄉鎮企業發展從化工起
步，鎮政府多次在鄉、村、組層層發動，
召開現場會推廣、交流辦化工廠的經驗，
快速審批，以“滾雪球”之勢強勢推進。
此後 10 年，便是周鐵化工發展的鼎盛時
期，一條不到 500 米的街道上，分佈着五
六家小化工廠。200 餘家化工企業“星羅
棋佈”，成為鎮裡的支柱產業。盧渭泉
說，自己的家當時被 8 家化工廠重重包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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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鐵鎮東湖村老書記陳年
豐去年底剛退休。“村口原本
有兩家化工廠，在 2007 年太湖
危機之後就關停了。”他將不
遠處化工廠廢棄的舊址指給香
港文匯報記者看。“我們村地
處太湖入口，一公里不到就是
太湖，流經村裡的陳西濱直接
入太湖，以往村民們的生活污
水直接倒進陳西濱入太湖。”
東 湖 村 86 戶 家 庭 有 280 多
人。2016 年，村委會投入資金
200 餘萬元人民幣，對全村農戶
的生活污水進行納管處理。
“沒有整之前，村民不想
搞，嫌太麻煩了，施工要從家裡
面到外面，出行不方便。”陳年
豐說，“我們就每家每戶去做工
作。先從自己家裡開挖、接通
後，請他們去看。”
東湖村書記周逸鋒說：“村
民的工作很難做，前後艱難推進
了一年多。不過，工程完工之
後，大家都很開心。全村所有的
生活污水全部進入主管網，匯入
城市污水治理。”
據江峰介紹，周鐵鎮已經完
成 32 個 自 然 村 污 水 納 管 ， 目
前，正在實施主要入湖河道兩側
等 28 個 自 然 村 的 污 水 納 管 工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