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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刀刀切切””关关停停，，今今冬冬供供暖暖或或存存隐隐忧忧

河河北北地地热热供供暖暖何何去去何何从从？？
■本报记者 仝晓波 实习记者 张金梦

采暖民生切忌“一关了之”

“一刀切”关停
供暖或存隐忧

“我们公司‘无证’地热井都已全部关
停了。 ”近日，河北多家地热开采企业人士
均向记者证实。 而对于记者提出的进一步
采访诉求，不少企业又保持了缄口。

根据近期公开披露数据，截至目前，衡
水、邢台、保定三市累计查封取缔的地热井
就已超过 300 眼。

为按时完成年度关停任务，目前，河北
地热井的关停时间表进入倒计时， 力度空
前。 “尤其今年，河北省整治违法违规地热
井力度很大，省里要求与地方考核挂钩，所
以各地都不敢再拖延了。 ”有接近河北省政
府部门相关人士对记者说。

但多位受访人士不约而同发出警
示：“这种近乎‘一刀切’式的集中关停行
动，如果后续措施不能及时跟进，或者替
代方案欠妥， 必然会对今冬供暖产生消
极影响。 ”

距冬季采暖还有不到 4 个月， 虽然实
质影响在各地还未显现， 但上述接近河北
省政府部门人士对记者说：“我们了解到，
近期已经有地方主管部门开始口头表达担
忧， 认为当地今冬供热有可能会因此而受
到很大影响。 ”

而谈及“各地关停地热井后，后续解决
方案如何同步推进，省级政府层面有何统
筹举措”时，该人士坦言，目前地热井整治
工作省里只是出台指导性政策， 关停方
案、替代方案的选择等这些操作层面的工
作，都是市、县级相应主管部门的主要职
责。 “据我们了解，省政府层面还没有统一

安排。 ”

生态冷暖轻重难分
致多地陷尴尬境地

有受访专家指出，正常情况下，违法地
热井关停后， 居民供热的替代方案理应都
能接续上马。 “替代方案肯定得是清洁取
暖。 各地可因地制宜采取燃气锅炉、 太阳
能+、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工业余热等多
种形式。 ”河北省地源热泵技术检测中心主
任刘自强对记者说。

采访中，多位受访人士均向记者强调，
“为确保民生供暖不受影响，各地应该吸取
2017 年‘一刀切’集中关停燃煤锅炉的经验
教训，宜在‘不破不立’‘先立后破’原则指
导下推进工作。 ”

记者了解到， 目前河北部分市县替代
供暖方案已敲定，相关工作也已正常开展。
如邯郸市选用了空气源热泵机组作为接续
方案， 衡水市采用了工业余热保障居民稳
定取暖。 一些市县与相关企业的接管洽谈
事宜也在正推进中。

然而， 记者调查梳理近两年河北省整
治违法违规地热井行动时发现， 新替代方
案执行过程中， 不乏要求老百姓自行承担
开口费， 甚至要求老百姓自寻热源而遭到
抵制、投诉现象。

“地热供暖成本相对比较低，新的替代
方案势必会增加成本， 加上政府财政支持
有限，供热公司承担不起，老百姓又不愿意
埋单，如此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有受
访专家向记者指出。

记者注意到，从沧州献县、衡水故城
县、辛集市、保定市等地的实践看，将现

有地热井进行市场化整合后，实施回灌，
被认为是保障民生供暖最经济、 代价最
小的解决方案， 也因此而成为备受多地
推崇的方案。

据介绍，2019 年，沧州市献县就批复
了中石化绿源地热能开发有限公司以
“回灌特许经营”方式公开招标进入该县
地热供暖市场， 对辖区地热井进行市场
整合，以接管或者合作方式，开展回灌工
作， 截至目前已实现了回灌的实时在线
监管，接管面积达到 200 万平方米。

“衡水市故城县力度更大，在政府主
导下，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的原则，
由中石化绿源公司取得供热特许经营后，
采用‘间接换热、采灌均衡’的先进工艺对
辖区地热井进行收购和整合，类似做法可
能是破解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回灌困局
的一条出路。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地热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庞忠和
对记者说。

但他同时指出，“在当前严厉政策形
势下，面临如此多的无证问题井，即便让有
实力的央企来接管，要实现合法合规开采，
同样是棘手难题 。 ”

以衡水市为例，此次关停的地热井
分暂时性关停和永久性关停两类。 据相
关人士介绍 ， 永久性关停的是非法开
采 、无证的地热井 ；暂时性关停的地热
井有合法手续，但是由于政策或者企业
自身原因，采矿证到期之后也将永久性
封停。 这无疑为衡水市的地热事业前景
蒙上阴影。

“近期我们正与自然资源、水利部门
积极沟通， 现在看来政策还是很强硬的，
无证井全部都要面临关停。 接下来如何开

展工作，是要整合后重新出发，还是另谋
其他出路，许多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并没有
明确思路，这也让意向接管企业很为难。 ”
另有企业人士对记者说。

一头牵着生态环境， 一头牵着冬季冷
暖，接下来，河北省将如何引导各地做好权
衡，妥善做好后续采暖持续工作？ 对此，本
报记者将持续跟进关注。

不应将关停当“禁令”
地热开采须因地制宜

那么，仅从技术层面看，这些政策上面
临关停“厄运”的地热井是否还可“起死回
生”？ 关闭取缔之后，是否意味着所涉地区
将成地热开发禁区？

“这些地区如果就此终止地热开采，不
只对河北， 对全国地热行业也将是重大打
击。 ”在刘自强看来，事实上，部分符合条件
的地热井还是有补救机会的。

目前，地热供暖在我国还只是新兴行
业， 各类地热开采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不
同企业实力也是千差万别。 与此同时，受
近两年清洁取暖大势推动，新的技术理念
不断涌现，地热资源开发亦越来越走向深
层，水热型地热开采模式之外，“取热不取
水”的无干扰中深层地热开采技术也已有
成功实践。

“在此背景下，河北作为全国地热开采
事业的先锋军， 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技术
路线，一定程度上其实已具备条件。 ”刘自
强说。

“就水热型中深层地热井而言，100%同
层回灌是先决条件， 否则将导致该层地下
水系统补给失衡。 ”华北油田地热开发公司

副经理李健敏对记者说， 地热井能否实现
100%同层回灌， 与其所处热储层的物性条
件不无关系，如果孔渗条件差，地层泥质含
量高，会极大增加回灌难度。

以任丘区域为例 ， 对于 2000 米深
左右的馆陶组地热井而言 ， 因所处热
储岩层以砂泥岩互层为主 ， 非均质性
强 ， 一般在优质储层分布区能够实现
一采一灌 ；而在非优质储层区 ，往往需
要一采两灌或一采多灌 。 但因地层泥
质成份含量较高 ， 往往在初期回灌能
力较高 ，随着时间推进 ，回灌能力将会
大幅衰减。

“地热开采井与回灌井打井成本基本
相当，原本只需花费 200—300 万元打一眼
取热井，要想实现 100%同层回灌可能就需
支付较原先高几倍的成本， 这对企业来讲
显然是不经济的。 所以大多民营企业并无
推进积极性。 ”刘自强对记者说。

“砂岩层馆陶组地热井一对一、100%
同层回灌素来就是世界性难题。 ”庞忠和
说，目前，国家正在组织研发工作，已经
取得阶段性成果。

此外，李健敏指出，“一对一、100%同
层回灌”地热开采更易在某些灰岩地层
实现。 这类灰岩储层存在大量的裂缝、
溶洞，在这些地区自然回灌能力可达到
5000—7000 立方米/天的水平 ， 可真正
实现地热尾水 100%回灌 。 但因灰岩热
储一般岩层坚硬 、埋藏更深 ，相应开采
技术要求更高。 且河北省，仅有部分地
区存在这类热储。

河北省近期集中关闭取缔违法违规地热井之举，在本报近期刊出《河北地热开发怎么了？ 》一文后，进一步引发各方关注。
据河北省地热专家估计，今年该省面临关停的地热井保守量达到 1000 眼，所涉及供暖面积高达 5000—6000 万平方米，其中不

乏供暖面积达到数百万平方米的区域。
河北地热资源丰富，地热开发极具前景。 那么，关停之后，所涉地区是否将告别地热供暖，对于正致力打造国家级地热开发示范省

的河北而言，接下来将如何部署工作？更加紧迫的是，地热开发涉及采暖民生,今冬各地后续采暖将如何接续，能否实现无缝衔接？虽距
采暖季还有不到 4 个月，近日已有多位受访人士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表达了担忧。

■■仝晓波

近期， 河北省多地集中关闭取缔违法
违规地热井行动进展如火如荼。 根据相关
政策文件指示，今年 10 月 31 日前，不能实
现合法开采的地热井均将被依法查处。 这
是该省为贯彻落实 2018 年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关于违法违规地热开采问题的整
改方案而推出的强力举措，力度空前。

事实上，河北省此轮地热井整治行动始
于 2019 年初。最初各地出于种种利益考虑，
整改的意识和动力不足， 导致行动相对迟
缓。 但随着整改“交卷”时限步步逼近，特别
是今年以来，为确保在限定期限内完成既定
任务目标，河北省决定将整改完成情况与地
方政绩考核挂钩， 各地随即密集启动整改，
尤其在近期，公开报道屡见“报端”。

然而有一点不容忽视， 河北省关闭取
缔地热井行动，出发点为生态环境治理，成
效却直接关乎民生。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面

临关停的上千眼地热井， 支撑了数千万平
方米供热面积内几十万户老百姓的温暖过
冬。 如若工作稍有闪失，后果将很严重。

这方面已有前车之鉴。 2017 年，包括河
北省在内的北方多地，就曾因“一刀切”集中
关停、强拆燃煤锅炉，催生了冬季采暖热源
紧缺、 局地能源资源价格飙升等一系列问
题，一度导致大量老百姓严冬挨冻。

眼下这一轮近乎临时突击式的一刀
切、大规模集中关停地热井，与 2017 年做
法“如出一辙”。 可以预见，其间，任何一个
环节处理失当、衔接不畅，3 年前的惨痛经
历还会有重现的可能。

藉此，河北理应总结、汲取过去经验教
训，避免重蹈覆辙。 具体到本轮整治行动，
河北省需要格外重视的是， 如何科学合理
推进工作，做好新旧方案的有序衔接，进而
实现预期成效。

再有 3 个多月，新的采暖季就要到了。
现实情况却是，因缺乏顶层设计指导，许多
地方对于究竟采用何种替代方案仍无定
论。 而对于那些已经敲定了替代方案的地
方， 目前看来工作推进也主要是基于市场
化方式。

而市场是逐利的，把原本应由政府主
导完成的民生任务，全部丢给市场和老百
姓去消化， 政策制定者的担子是轻了，却
是典型的懒政之举 ，很有可能 “把好事办
坏”———去年以来， 河北省因粗暴关停地
热井而导致老百姓无法正常取暖的新闻
已屡见不鲜。

例如，2019 年 11 月，沧州献县某小区，
因为地热井被突然封停， 小区发布公告要

求业主自寻热源， 造成近 200 户业主无供
暖保障；同月，沧州东光县某小区业主也因
地热井被关停， 且新规划的热源又无法开
口， 将问题投诉至河北新闻网的 “阳光理
政”平台……

不难看出，简单粗暴“一关了之”，极有
可能会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产生新的、
更大的问题———“堵上地热水直排漏洞的
同时， 却撕开了一个侵害老百生温暖过冬
权益的口子”。

与此同时，地热本无过。 河北地热资源
丰富， 本应对当地清洁能源转型与生态环
境保护做出重要贡献。 但这样一个极具潜
力的朝阳清洁能源产业， 由于长期以来政

府部门管理不善，现如今却陷入了“出师未
捷身先死”的尴尬境地。

河北省在推进地热井整治工作的过程
中， 应重视在省级层面进一步凝聚发展共
识，通过加强管理体系建设，堵住长期存在
的管理漏洞，并通盘考虑，做好让各地“因
地制宜”开发地热的统筹规划，同时要引导
各地以最小化的代价， 高质量做好新旧供
暖体系的衔接过渡工作， 进而推动地热产
业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清洁与取暖并重是地热开发的应有之
义。 出现问题即“一关了之”，轻则伤害的是
一个产业， 重则将有可能使政策制定者和
执行者失去公信、失去民心，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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