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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马可安博文的推想，“1 亿吨铀矿
石含有 20 万吨放射性铀，它们经燃煤发
电厂燃烧后会造成严重的环境生态核放
射雾染”。

那么，空气中核辐射值是否异常？
记者登陆国家核安全局官方网站，

查阅“辐射环境”发现，2012 年 9 月至
今，全国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空气吸收
剂量率均处于“正常水平”。

刘森林告诉记者，国家核安全局公
布的数据由环保部门设立的辐射环境监
测点定期观测所得。

至于博文中所称，煤炭燃烧产生的
放射性铀不仅进入了大气，而且电离空
气分子使之吸收周围的水汽，最终形成
终日不散的雾霾。刘森林表示，进入空
气中的一部分离子是带电的，这种可能
性存在，但它们通常会与空气周围的正
负电荷中和，而且由于它们不是自由电

荷，故不能形成电流，否则就会像打雷，
“人们早就被电到了”。

不过，马可安博文坚称其推论“看起
来是唯一合理的解释”，认为“PM2.5爆表
还不足以构成雾霾历经数周不散”。

中国气象局首席天气预报员孙军告
诉记者，事实上，大范围雾现象在我国
存在已久，只是那时百姓没有过于关
注，霾天气是近几年比较突出的问题。
但雾和霾从气象角度来讲是两种不同
的天气现象。雾，是悬浮在贴近地面大
气中的大量微小水滴的可见结合体，主
要特点是能见度较低；霾的主要成分是
一种细颗粒物，微粒直径小于 2.5 微米，
通常吸收水汽后慢慢“长大”，进而造成
能见度降低。

“近年来之所以频频出现大面积、持
续性雾霾，主要还是人类排放导致的污
染物激增所致，也与我国的天气状况有

关。”孙军称。
2013 年底，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

究所等机构研究发现，北京 PM2.5有 6 个
重要来源，分别是土壤尘、燃煤、生物质
燃烧、汽车尾气与垃圾焚烧、工业污染和
二次无机气溶胶。博文提出的“核雾染”
并不在其中。

另据法国和比利时科学家今年 1 月
在《地球物理通讯》上的一篇论文，通过
卫星观测数据指出，我国华北的大气污
染物主要成分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硫、
氨气和硫酸氨气溶胶等。文中也没有提
及放射性物质。

“有可能最终事实证明我把雾霾归
于铀辐射是错的，那没有什么，错了就错
了。”马可安博文作者近日接受媒体采访
时承认，他并没有掌握华北雾霾与核辐
射直接相关的数据，而“核雾染”说法是
他凭物理直觉“灵机一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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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核雾染”纯属危言耸听
本报记者 沈 慧

随着雾霾天气频发，近日一
个新词“核雾染”突然蹿红。“核
雾染”将雾霾与核辐射联系到一
起，让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感到几
分恐慌。

2013年11月 22日，一名自
称为“马可安”的人在社交网站
上发表博文《中国煤炭工业的
崩溃和核雾染灾难》。马可安
说，空气和地面无处不在的放
射性铀粉尘，可以电离大量的
空气分子和粉尘颗粒，形成威
尔逊云室效应，最终形成了华
北雾霾现象。博文还称，这些
放射性铀粉尘，来自内蒙古自治
区大营地区的含铀煤矿，“一年
有20万吨放射性铀以尘埃形式
散射到环境中”。

一石激起千层浪。“核雾染”说
在互联网上持续发酵。

“核雾染”真有其事吗？含铀
煤炭是近年来雾霾大面积、持续爆
发的罪魁祸首吗？围绕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力图揭开

“核雾染”的“庐山真面目”。

在马可安博文看来，华北雾霾，内蒙古
自治区大营铀矿难逃其咎。博文称，该矿

“煤和铀矿石混在一起，难以分开”，“许多
铀的成分渗透到煤之中，随煤产出而运销
至各个煤炭消耗点”。

对此，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专家
委员会委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刘森林认为，观点缺乏实验数据支撑，
不足为信。

“内蒙古中部大营地区发现我国规模
最大铀矿确为事实，但雾霾的发生与铀没
有任何直接关系。”刘森林分析，首先，内蒙
古大营铀矿 2012 年底才发现，尚未开采，
大营铀矿铀对大气污染的说法无从谈起；
其次，近年来雾霾之所以持续时间较长，往
往与静稳天气有关，无论哪种污染物都不
会直接造成“雾霾经久不散”。

不过博文开头指出，“有人发现北方一
些热电厂的周围存在惊人的高辐射区域，
其辐射量超过核电站周围核辐射量的几
百倍”，“追查发现，这些高辐射来自内蒙
古煤矿”。

北方一些电厂高辐射现象，刘森林直
言 不 讳 ：“ 确 实 存 在 过 ，但 主 要 发 生 于
2000 年前。”他说，此前，由于燃煤电厂缺
少脱硫除尘装置，燃煤时煤炭里的天然放
射性核素被富集，在我国北方一些燃煤电
厂煤渣场附近，的确发生过辐射场较当地
本底辐射稍微偏高现象。但这只是比自
然界本身存在的辐射偏高一点，还称不上

“高辐射区”，对公众的影响也是低于国家
标准的。

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副总工程
师陈晓秋也表示，铀含量高于本底水平而
尚未达到开采价值的煤炭资源，开采过程
中的工作场所，如果防护措施（如防氡降
尘）不当，辐射水平可能会高于一般工作
场所，不过燃煤电厂绝对不会出现过量的
高辐射。

陈晓秋介绍，到目前为止，“全国煤矿
放射性核素含量数据库”共搜集和整理了
来自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煤矿中的 1014
个煤样和 879 个矸石样的天然放射性核素
含量测量结果。通过对数据库数据的统计
分析，全国煤矿煤样的放射性核素含量，都
不足以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威胁。

至于博文中提到的“内蒙古煤矿年
产量 10 亿吨，若其中 10%掺杂进了铀矿
石，每年就有 1 亿吨铀矿石被糟蹋”这一
说法，刘森林认为是夸大其词。

“在很多国家的矿产资源开发中，都
会掺杂着天然放射性物质，铀只是其中
的一种。”刘森林介绍，几乎所有煤中都
含铀成分，当煤中铀含量达到百万分之
五十以上时称之为煤铀“伴生”。从目前
查到的资料来看，我国“铀煤”的铀含量
基本在百万分之十以下。

陈晓秋告诉记者，铀作为核能的宝
贵资源，国家是有相应的勘探开发计划
严格控制的。凡是作为燃料煤利用的，
其中所含的铀是不具有开采价值的。至

于铀和煤共生或伴生的矿产资源的开
发，如果能作为燃料煤，已表明其铀含量
很低，不具有开采价值。

不过，假如含铀的煤真的进入燃煤
发电厂，那么将会有多少铀“散发到城市
各个角落”？

在刘森林看来，由于铀的沸点比煤
炭燃烧温度高得多，99%以上的铀只能
以颗粒状态残留在煤渣中，此外，2000
年以后由于煤燃烧环节普遍安装脱硫除
尘装置，真正随烟气排放到空气中的铀
微乎其微。

“铀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残留
在煤渣中的铀一般也不会任其暴露在
空气中，通常会专门回收处理。”刘森林

进一步分析。
陈晓秋也表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活动可能导致放射性铀的颗粒物进入到
大气环境，但由于铀的密度高、比重
大，使得铀颗粒物很快就沉积在地面，
而 不 会 成 为 悬 浮 于 空 中 的 细 微 颗 粒

（PM2.5）。
事实上，铀是一种天然放射性核素，

无处不在。“空气、土壤、水及建材里都存
在天然铀。”刘森林说。

陈晓秋强调，自古以来人们就生活
在天然辐射环境之中，不过除了具有开
采价值的铀矿，人们日常生活环境中的
铀含量极低，气溶胶中铀的含量对健康
的辐射影响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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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雾霾发生与铀无关

铀元素难以排入空气

核辐射监测结果正常

研究认为除了自然来源，机动车尾气、工业排

放、建筑和道路扬尘、垃圾焚烧、烟花燃放、烹饪烧

烤和吸烟等人为因素也是PM2.5的重要来源。

目前中国已有 25 个城市开展了 PM2.5 的源解

析工作。2014年6月底前，最早参与研究的京津冀

地区将得到污染源解析的初步结果。到2014年年

底，全国三个重点区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都要完成 PM2.5源解析的初步工作，解析结果将

向公众公布。左图为1月12日，机动车行进在雾霾

笼罩的长沙市区。 新华社 白 禹摄

1 月 15 日晚 22 时，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了

今年第一个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上图为游客行走在雾霾笼

罩下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新华社 王跃岭摄

1 月 19 日，合肥市遭遇重度雾霾天气，实时空气质量指数

（AQI）突破 400，属 2014 年首个严重污染天气。右图为合肥

市市政工人在雾霾笼罩下维修路灯。 新华社 杜 宇摄

原产地品牌是因地缘优势产生、经过时间的积累

而为人熟知的品牌。法国的时装、意大利的跑车、美国

的快餐、中国的瓷器、古巴的雪茄、南非的钻石等，都是

名声斐然、价值深厚的原产地品牌。

中国是世界上原产地品牌最多的国家之一。数千

年的文化积淀，凝结成了众多原产地品牌：景德镇的瓷

器、西湖的龙井、江南的丝绸⋯⋯都曾风靡全球，引领

世界文化潮流。现如今，众多的原产地品牌发展状况

如何？

原产地品牌现状不容乐观。由于众多原因，不少

原产地品牌正在成为人人可用、人人不用负责的“公

地”品牌。譬如，中国瓷到处景德镇，杭州茶都叫龙井，

苏州有上百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天津大街小巷

到处都是十八街麻花总店，“冠生园”被全国十几座

城市不同企业瓜分。尤其是“东北人参”，由于多年

来缺乏对原产地品牌进行有效的品质监管、系统的

品牌宣传，没有建立起强势的品类品牌，“东北人参”

成了廉价的公用品牌。与之对应的韩国正官庄人

参，却采取了严格的品牌管理措施，从上世纪 90 年代

聘请李连杰做形象代言人开始，不断提升品牌形象。

如今韩国正官庄人参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是吉林红

参的十倍。人们看到，不少地方，“品牌公地”正在沦为

“品牌墓地”。

实际上，在市场形成初期，地方经济可能会短期得

益于“公地”品牌畸形的繁荣而有所发展。但是从长远

来看，这种发展方式无异于饮鸩止渴。要想实现原产

地品牌长远有效的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应

该注意化资源优势为品牌优势，努力将地方从自然、地

缘、物产等硬性资源及技术、人脉、管理等软性资源的

优势，转化为一切有利品牌发展的比较优势，借助原产

地品牌的力量，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

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原产地品牌要实

现产业化，应该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打造知名品牌，充

分发挥龙头企业的标杆和带头示范作用。一方面，可

根据行业标准规范管理，对达到标准的企业，政府给予

优惠政策，积极扶持；一方面，应鼓励企业塑造品牌，推

动龙头企业的品牌在原产地品牌基础上，更上一层

楼。例如，山西省汾阳市被誉为中国核桃之乡，是中国

四大核桃产地之一，“汾州核桃”在 2008 年被国家质检

总局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近年来，当地政

府开始有策略地支持品牌核桃生产企业的发展。汾阳

市政府在 2013 年主办了第七届世界核桃大会，当地企

业中汾凯悦生产的汾州金核桃乳，在大会上荣获金

奖。作为汾阳深化农业产业升级的新兴龙头企业，中

汾凯悦汾州金核桃近年来致力于建设中国最大的有机

核桃产业基地，着力将汾阳的核桃原产地优势打造成

品牌优势。2014 年 1 月，中汾凯悦汾州金核桃举办“中

国核桃产业升级盛典”，深入探讨核桃产业全面升级与

促进原产地品牌进一步发展。“汾州金核桃”正成为即

将崛起的一个原产地品牌。

新西兰奇异果原产地品牌的发展也是一个案例。

新西兰政府为了树立当地出产的新西兰奇异果品牌，

首先建立起新西兰奇异果国际行销公司这一奇异果出

口的唯一法定渠道，接着支持 ZESPRI（佳沛）作为奇

异果出口的唯一品牌，并于 1997 年通过相关法令规

定，任何当地果农以自己的品牌出口奇异果将被视为

违法。通过这些努力，新西兰奇异果最终从原产地品

牌成长为世界性品牌。

需要科学的品牌运作管理体系。从长远看，科学

的品牌运作体系和完善的制度管理对原产地品牌成长

至关重要。首先要注意塑造原产地品牌愿景。应该有

明确的发展战略，要明确发展愿景、经营使命和企业价

值观。塑造原产地品牌愿景，不能单靠市场本身的力

量，需要由有关部门进行系统科学的规划，树立近期目

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

其次，要注意建设原产地品牌保护体系。原产地

品牌为该地区所有成员集体所有，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搭便车”的企业趋之若鹜，建立原产地品牌保护体系

势在必行。因而应该注意组建原产地品牌的相关协

会，统一管理，形成合力；应该对符合地理标志注册申

请的原产地品牌，积极申请，努力寻求法律保护；应该

制定产品规范标准、企业准入制，统一原产地品牌专用

防伪标识；还应该有效惩戒侵犯原产地品牌的行为，充

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区域政府联动执法的作用，保护

消费者合法利益，促进保护企业健康发展。

现实中监管制度不健全、品牌保护管理体系混乱、

生产企业各自为政热衷价格战、不愿做“百年老店”宁

愿“捞一票就走”，都将戕害原产地品牌的价值。景德

镇瓷器和西湖龙井茶的光环褪色皆缘于此。前几年，

媒体报道苏州阳澄湖当地一共有两家阳澄湖大闸蟹协

会，两家协会互不隶属，各自为旗下的企业服务。各自

为政不说，时不时还来个“蟹斗”，一些养殖户为了能扩

大销售，就同时加入两个蟹业协会，这不仅增加了养殖

户的生产成本，也导致本来就很不规范的阳澄湖大闸

蟹市场更加混乱。养殖户由此受到的伤害最大。这对

“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品牌来说，实非长久的发展之计。

原产地品牌是难得的自主品牌，有利于地方政府

打造城市品牌，树立区域品牌形象；有利于当地企业借

助原产地品牌的光环效应，促进销售；甚至有利于提升

一个国家品牌形象。我

国不少原产地品牌要想

依托地方资源，完成从

地方性品牌到全国性甚

至世界性品牌的突破，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为中央电视
台品牌顾问、知名品牌
战略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