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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北落后产能基本情况

近年来，根据中央的科学部署，河北积极实

施淘汰落后产能的各项工作，并取得了重大成效。

2013年，河北提前两个月完成国家下达的淘汰任

务，所涉及的15个工业行业全部完成淘汰落后产能

任务，其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11个行业超额

完成任务，一些行业的实际完成量占全国计划数更

是达到四成以上（具体见图1），为全国淘汰落后产

能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河

北淘汰落后产能还存在诸多问题。

 1. 落后产能分布行业广、数量多，淘汰任务重

受累于长期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河北工业生

产虽然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存在大量落后产能。表

现在两方面：一是分布行业广，由于产业同质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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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存在，每一波产业过热发展浪潮中河北都参与

其中，使得落后产能分布的行业比较广泛，国家下

达的淘汰计划中所涉及的行业，河北往往被全部或

大部分锁定；二是数量众多，河北是工业大省，许

多产业的产量在全国位次都比较靠前，当经济增长

方式以数量和规模扩张为主导模式，经济增长方式

以提质增效为主，环保标准成为评价落后产能的主

图1   河北完成淘汰落后产能及占全国计划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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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标准时，曾经的辉煌反而变为沉重的镣铐。未来

五年国家拟压缩的8000万吨钢铁总量中，河北承担

了6000万吨，占了全国拟淘汰总量的3/4；2014～

2015年国家拟淘汰的水泥、平板玻璃总量中，河北

分别占了36%和85%。

2.  落后产能分布区域广呈连片集中状态

受产业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集聚效应影响，

河北许多产业多分布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内。以

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为例，根据国家

下达至河北的淘汰落后产能计划名单可知，钢铁行

业的落后产能多分布在邯郸、唐山几个区市，主要

以丰南、迁安、武安为集聚地；邯郸、石家庄多为

水泥落后产能的藏身之处；而邢台（沙河市）则成

为平板玻璃落后产能的主要聚集区。

二、河北淘汰落后产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 落后产能延缓河北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由于长期低质、同构、低水平的重复发展，

曾经给河北带来过荣耀的巨量产能却因供需矛盾突

出、环境压力加大等因素成为过剩产能，甚至是落

后产能。虽然历经多次淘汰，但多是虎头蛇尾，最

终陷入“越淘越多，淘而不尽”的怪圈，使得河北

丧失了一次又一次产业结构调整的良机。如果再不

采取积极措施大力淘汰落后产能，不仅将继续推迟

河北产业结构的调整，还将影响到下一阶段的经济

工作。

2. 落后产能影响河北经济转型升级

落后产能的大量存在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一是造成产业发展的不可持续，落后产能的存在使

得产业形态低端，产品附加值不高，缺乏市场竞争

力，整个行业日渐式微；二是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

持续，大量落后产能的存在不仅造成了资源能源的

重大浪费，降低经济效益，还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

境污染问题，使得区域经济竞争力下降，无法实现

可持续性发展。

3. 落后产能削弱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河北

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若能充分利用这一机

遇，将有利于河北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重塑经济增

长源泉，抓好生态环境建设。这就要求河北有足够

的产业容量和区域空间来承接京津的产业转移和要

素外溢，而大量落后产能的存在使得河北“无笼换

鸟”。因此，若不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河北

很有可能失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机遇。

三、河北淘汰落后产能的机制设计

河北虽历经多次淘汰落后产能的浪潮，不仅没

能“脱胎换骨”，反而出现落后产能越淘越多的怪

现象，究其原因在于淘汰落后产能的滞后性、被动

性和行政性。如今看来，这种行政的，人为的，零

散的手段无法从根本上实现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

需要设计一种机制，以制度的、系统的手段推动落

后产能的退出。

（一）加速机制

与落后产能相对的是先进产能，是代表先进

生产工艺水平的，环境资源友好，能促进产业健康

发展的产能。淘汰落后意味着鼓励先进，且二者并

行不悖。需要在贷款、税收、土地、市场准入等方

面制定有利于先进产能的政策措施，帮助其发展壮

大，从而获得市场竞争优势，以市场的力量实现

“良币驱逐劣币”的正常机制。

1. 制定有利于先进产能的行业准入标准。先进

产能往往代表着一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要想实

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在源头予以选择，科学

合理的行业准入标准显得十分重要，有利于留下先

进产能，淘汰落后产能。

2. 制定具有倾向性的贷款、税收和土地政策。

首先，在土地使用方面，对于先进产能的土地使用

需求，在符合国土规划前提下简化土地使用审批流

程，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一事一议，加快审批速

度；其次，在银行贷款方面，先进产能在应用新技

术、新工艺、新创新的初期往往投入大，收益低，

资金瓶颈成为快速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在银

行贷款方面对先进产能予以优惠，可探索推广保证

保险型贷款方式，由政府、银行、保险公司、企业

四方共担风险，共享利益；最后，在税收政策方

面，对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代表先进产能且处于发

展初期的企业，可以在一定时期和阶段内实施税收

减免、返税等优惠政策，减轻企业的成长负担。

（二）减速机制

落后产能是实现经济全面转型升级的主要障

碍，但紧急“刹车”极易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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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换档减速，利用减速机制实现落后产能的平稳退

出。

1. 强化环评力度，严把项目审批关。环评是对

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

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

对策和措施，是从源头预防和减轻环境污染的“阀

门”。在以往的项目审批中，环评制度往往成为摆

设，造成落后产能的大量存在。因此，要以《环评

法》为指导，抑制落后产能增长。

2. 建立并完善产能置换制度。在控制总量的

前提下积极探索建立并完善产能置换制度的有效路

径，推动产能置换交易市场化，逐步实现企业内、

企业间、跨区域产能置换，从而加快河北落后产能

淘汰进度。

3. 设立补偿援助基金。一方面对自愿淘汰落后

产能的企业，按评估机构评估的落后生产能力设备

资产净值给予一定比例的资助，具体比例可根据计

划列入层级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对列入省级及以

上计划的资助比例可适当高于列入县级、市级计划

的；另一方面对于愿意从“长线”行业中退出的企

业给予优惠待遇，如企业若封存和淘汰设备，在进

行新投资时，就可以按比例得到优先或优惠贷款，

或采用特别折旧率，或也可采取政府向企业“购

买”旧设备然后将其废弃的方式。

（三）阻力机制

1. 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增加落后产能生产

成本。落后产能之所以大量存在，原因在于资源使

用成本低廉，因此要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将资

源使用过程中的环境代价、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

计入资源定价中，并由价格传导体系最终反映在落

后产能生产成本上，加大落后企业生产成本，迫使

企业或落后产能“出局”。

2. 建立环保贡献倒逼机制。对工业企业的排

污、排放等环保贡献进行核算排序，按对环保的贡

献实行四档有序用电机制，一档企业重点保障，二

档企业一般保障，第三、四档企业采用用电限制倒

逼机制，对企业用能实行红、黄、绿灯制度，促使

企业自觉淘汰落后产能。

（四）禁止机制

1. 强化法律约束力量。一是加大法律法规的产

业调整作用。对于落后产能集中的产业制定配套行

政条例，明确应处理的设备的种类、生产能力的总

和，设备的处理方法及期限，设备处理的同时应进

行的事业转换等措施，离职者如何安置，某些落后

产能集中的中小企业如何引导。应以法律的形式设

立淘汰落后产能产业信用基金，以保证设备处理、

失业人员安置和中小企业转产等所需资金。二是加

强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执行力度。要增强环保部门

执法地位和相对独立性，通过环保警察的成立建立

法院与环保部门的联动机制，降低申请强制执行的

门槛，加强法院的强制执行力。

2. 对重点污染企业实施强制措施。对能耗高、

污染重、安全条件差、技术水平低、生产工艺和设

备落后的小企业，要严格进行关停并转。进一步加

大执法监督和处罚的力度。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企

业，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通过对落后产能停止换发生产许可证、吊销

排污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等方式，推动落后产

能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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