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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科学准确的“污染清单”，目
前还面临不少挑战。首要难题就是极其
复杂多变的污染源。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的排放源，
生产方面既有最先进的工艺，也有最落后
的工艺；减排方面，既有最先进的节能减
排技术，也存在偷排的情况。”清华大学环
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说。“大气污染物的主
要排放源包括燃煤、机动车、工业、民用、
扬尘、生物燃料、农业等十几大类人为源，
涉及近2万子类排放源，此外还包括森林
排放、火灾、沙尘等天然源。”张远航说。

北京市机动车污染“贡献率”到底多
大，各方数据众说纷纭。正是“污染清
单”确立之难的鲜明例证。

针对北京 PM2.5 的来源解析结果，中

国环科院、北大、清华、北京市环保监测中
心、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
构，都发表过各自的研究结论，机动车的贡
献一般认为在10%至50%之间，多数认为
在20%至30%之间，差异较大。北京市环
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院长潘涛表示，这主要是
因为PM2.5成分的多变性、采用的方法、研究
者的主观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源解析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
作，源解析结果在重污染条件下，不确

定性更大。因此，要做好污染源解析，
必 须 注 重 污 染 源 排 放 清 单 技 术 的 研
发。近年来，在 863、973、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
下，我国研发了针对区域复杂源的多尺
度嵌套、高时空分辨率的排放清单技
术，初步构建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
际接轨的区域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共
性技术体系，在方法学和精度方面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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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工业、机动车是雾霾的主要来
源，人们对此都已耳熟能详。但这只是一
个笼统的说法。PM2.5的来源并非一成不
变，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内不同污染源的
比例，不尽相同。目前很难拿出源解析精
确的报告，甚至出现了围绕北京市机动车
污染“贡献率”各方数据“打架”的情况。

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柴发合说：
“对污染来源，大家老说，一个城市一个
数，就是一个饼图，把这个问题全解决
了。其实这会误导你。我们既要看到这
个‘饼’是一个长期稳定地情况，但是也要
看到重污染情况下，污染贡献是什么情
况，一般情况是什么情况。我们在不同的
污染情况下，不同的时间，应该采取不同
的治理方式。”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跃思研究
员指着幻灯片上的对比图告诉记者：“不

同区域的污染源比例相差很大，例如京津
冀的燃煤污染比例高达34%，而北京的燃
煤污染比例只有19%；京津冀的机动车污
染比例为16%，而北京则高达25%。”不同
的污染物源解析结果，需要采取不同的治
理措施。对北京而言，控制机动车污染是
当务之急；对河北、天津而言，控制工业和
燃煤污染，则是重中之重。

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是，同一地区
在不同时段的污染物比例也不尽相同。

在 2013 年 1 月 11 日至 1 月 21 日北
京污染物源解析结果中，霾污染时段，北

京的最大污染源是机动车，比例高达
47%。但是在正常天气时，最大污染源
变成了燃煤，比例为 38%。

“通过对污染物源解析，我们建议，
在重度污染的时候，一定要加大对本地
机动车排放和周边燃煤污染的控制力
度。”王跃思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考如何让
重污染天气的应急预案更科学，“霾污染
时段的道路扬尘占比只有 8%，而应急预
案中提出，‘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
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其实作用是很
有限的。”

近年来，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区域
大 气 污 染 源 的 排 放 清 单 。 很 多 人 对
2008 年奥运会时北京澄澈如洗的蓝天
印象深刻。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理想的
减排成果，正是得益于小试牛刀的“污染
清单”。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远航曾经
主持了奥运会期间的北京空气质量改善
项目。他告诉记者：“通过对污染源的分
析，我们发现，北京 80%的二氧化硫来
自山东、河北、天津。山东是决策之前没

有考虑到的。我们研究发现京津冀雾霾
的来源不仅局限在本地，来自山东的污
染比例也在升高。后来将山东纳入，取
得了更加良好的减排效果。”

事实上，污染物源解析从去年开始
一直在快马加鞭地推进。为解决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的“底数不清、机理不明、技
术不足”，去年“大气十条”发布当月，环
保部就已经启动“清洁空气研究计划”，
提出“加强灰霾、臭氧的形成机理、来源
解析、迁移规律和监测预警等研究，为污

染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去年，由环保部编制的《大气颗粒物

来源解析技术指南（试行）》发布，将用统
一的技术方法指导各地开展大气颗粒物
来源解析工作。未来，源解析工作将实
现常态化，并逐步纳入到环境管理日常
工作中。目前，南开大学主持编制的大
气颗粒物源解析技术方法已在全国 30
多个城市推广应用，包括北京、天津、唐
山、济南等全国主要大中型城市。

环保部门将根据源解析结果采取
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污染控制。
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副司长朱建平表示，
完成源解析至少需要完整的一年监测
时间，环保部已于去年 3 月启动了各地
的源解析进程，监测项目更加全面，整
个分析结果将更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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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巢湖岸边，春意浓浓。早晨 7 点，合肥市包
河区义城街道施口社区二级“线长”薛良华骑车来到
环湖北路查看当天道路的环境状况。薛良华是施口
社区党支部书记，自去年 3 月份担任南淝河三级河
段长后，现在他又多了一个“头衔”——巢湖岸边沿
线二级“线长”，成为该街“三线三边”建设众多二级

“线长”中的一员。
就在薛良华巡查的同时，同在环湖北路的李荣

社区居民洪月凤已经骑着电动车在自己分管的 2.11
平方公里“领地”开始巡视，这是她担任“三线三边”
建设生态文明群众监督员走马上任的第一天。

“你看，那就是我的‘身份证’，一、二级线长的姓
名、责任部门、监督电话都在那块公示牌上，我们除
了定期巡查，只要有人发现乱倒垃圾、毁绿种菜等，
随时拨个电话就能找到责任人。”指着不远处一块蓝
底白字生态守护公示牌，洪月凤笑着说，有了“生态
守护公示牌”这张身份证，我这个生态文明监督员也
就正式上岗了。

今年 50 岁的洪月凤，生活在李荣社区近 30 年，
是邻居口中称赞的热心大姐，见证了这个昔日巢湖
岸边小渔村改革开放 30 年来变化的点点滴滴。如
今，村庄已经变成了巢湖岸边的一个开放性的游园，
昔日的农田也已经成为合肥国家滨湖森林公园的一
部分。尽管即将搬进滨湖新区新的家园，但她对故
土的眷恋丝毫不减，今年义城街道征集生态文明群
众监督员，洪月凤成了第一批成员。“保护环境是我
们每个人的事情，建设美好家园，也是作为一个市民
应该做的。”洪月凤笑着说。

据了解，他们是合肥市首批上任的生态文明群
众监督员和二级“线长”，负责环湖北路沿线垃圾、清
理、保护，每天两次巡查线边也将成为常态。而洪月
凤口中的公示牌，该区已安置在巢湖岸边环湖北路
和包河大道的沿线。

去年 12 月份，该街就启动了对巢湖岸线、环湖
大道两侧及辖区内主要道路沿线环境的集中清理，
打造环巢湖岸线的“绿色项链”。春节以来先后出动
4000 人次，各类机械 50 余台，清理各类垃圾 100 余
车、400 多吨，刷白红砖房等老旧建筑 40 户、4000
余平方米。“集中清理后，如何实现长效管理、发动群
众参与到环境建设中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必须破解
的问题。毕竟只有靓了小家，才能美了大家。”义城
街道办事处主任朱海舟说。

作为合肥市唯一一个濒临巢湖的城区，包河区
一边是全省最现代化的滨湖新区，一边是中国最美
的湖区田园，是合肥市环巢湖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的最前沿。去年以来，该区积极抢抓环巢湖流域生
态治理机遇，着力打造环巢湖区域的“中央花园”。
如何保护好 70 平方公里巢湖水域和近 14.6 公里的
巢湖黄金岸线是重中之重。

早在去年，该区就在合肥市率先实行 “河长
制”，在治水方面迈出扎实的第一步，解决了入湖河
流监管的问题。今年，安徽省全力推进“三线三边”
环境整治，用 1 年时间基本消除铁路、公路、江河沿
线及城市、省际、景区周边垃圾污染。在“三线三边”
整治过程中，该区创新思路，在全市率先实行“线长
制”，担负起巢湖沿线、道路两侧环境的监管任务，实
现了在治水治污上的无缝覆盖。未来这种“线长制”
还将在该区全面推广。

“我们实行三级‘河长制’、二级‘线长制’，建立
起责任到人的环境监管体系，同时让群众来监督他
们，成为守护环境的‘眼睛’，真正做到环境好不好，
群众说了算。”该区环保局局长刘辉表示。

治理雾霾是场持久战。治理起来，不

仅需要更大的决心和行动，更需要科学决

策。只有摸清PM2.5的污染源头，厘清各类

污染源对大气污染的贡献，治理起来才能

对症下药。

今年，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

划单列市要启动源解析研究工作。北京、

天津和石家庄要在6月底前提交初步成

果；其他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要在年底前提交源解析阶段性研究成果。

PM2.5的源解析，以前在很多城市和科

研院所都做过，但现在是第一次全国大规

模地、规范地做源解析，意义非比寻常。

今年，我国将大规模、规范化启动全国污染物“源解析”，北京、石家庄、天津将在

6月前提交报告——

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污染物构成是不同的

北京奥运会时蓝天如洗，正是得益于准确的“污染清单”

当前的大气污染防治确实有点尴尬，在没

准确摸清污染源的情况下，治理工作不得不先

行展开。诚然，大气污染的形势日趋严峻，人

们对蓝天白云的渴求日趋强烈，治理雾霾等不

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病急乱投医，胡子眉

毛一把抓。只有精准捕捉到空气污染的“病

因”，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大气十条”提出，经过五年努力，使全国

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

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

显好转。这个任务相当艰巨。我国要在五年

内立竿见影，除了要有更大的决心和更果断的

行动，更应注重科学决策。做好污染物源解

析，正是科学决策的题中之义。

找出 PM2.5的“真凶”，中国环科院、北大、清

华、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等多家研究机构，都发表过各自的研究结

论。但是这些数据还不够全面准确，甚至出现

了自相矛盾的情况。要做好污染物源解析，严

谨是基础。中国的大气污染情况极为复杂多

变，做好污染物源解析殊为不易，监测指标、点

位、时间、技术等每个细节都来不得丝毫马虎。

不过，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解析污染源并

不是单纯的学术课题，而是要助力科学决策，

成果能够直接服务于大气环境管理和污染治

理。实用性，应该是污染物源解析的第一诉

求。过于细致地纠结于某个污染源头占排放

总量的百分之几，其实意义不大。当务之急

是摸清大气污染的形成机理、来源解析、迁移

规律等，以便环保部门根据源解析结果，采取

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控制污染。

环境好不好

群众说了算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李多庆

人在现场

本报讯 记者沈慧从环保部获悉，第十届环境
与发展论坛、第六届中国（国际）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成果展览会暨2014年中国国际生态环境技术与装备
博览会将于 9 月 16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办，届时将围
绕“深化改革，推进环境治理”这一主题展开研讨。

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
长谢玉红指出，除主题峰会外，本届论坛还将围绕三
大环保行动计划、环保法律法规、国际合作与交流等
方面开设 5 个分论坛，对大气、水环境、土壤治理，环
保领域法律法规的完善及配套执行机制建设，可持
续生产与消费的国际经验等议题展开讨论。

据悉，“环境与发展论坛”是环保部发起的研究
环保前沿理论、为国家环保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环
保领域高端论坛，已成功举办九届。

第十届环境与发展论坛9月举行

目前，我国已有观鸟组织40余个。这些观鸟人身

穿迷彩服、肩扛“长枪短炮”奔波在鸟类保护的一线，抵

制捕鸟、吃鸟等伤害鸟类及其他野生动物的行为，呼吁

保护鸟类与自然环境，反对侵占湿地、砍伐森林、开垦

草原、河流建坝，促成建立自然保护区等，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尊重和支持。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的排放源，而且受到技术等多方因素影响

傅寅是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自动监
测室的主任。现在，他正忙着做 PM2.5的源
解析。傅寅把自己的空气质量监测工作比
喻为“三大战役”，做好监测与预报是第一
场，现在的污染源解析是第二场，将来还要
打好源头治理的第三场硬仗。

早在 2012 年初，傅寅所在的南京环保
局就高调向社会公开 PM2.5 的监测数据。
傅寅和他的团队从 2013 年开始在南京市
的 13 个监测点，依据最新版《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的 6 项参数监测空气质量，并通过
南京环保局官网实时发布监测结果。每小
时监测数据都会自动更新。同时发布的还
有各监测点的实时照片，为老百姓提供监
测数据和感官认知之间的对比。

精准地监测与预报，是傅寅的第一场

战役。
“为什么 PM2.5受关注？因为它更贴近

老百姓的感官和直觉。”傅寅解释说，光线
的反射和折射使我们能看见物体，PM2.5的
存在让这些光部分被吸收和散射，物体轮
廓变得模糊，城市就成了“近视眼”，这是气
象预报里所说的“雾霾天气”，也是监测人
员口中的“细颗粒物污染”。

在傅寅看来，霾污染的不断加剧有一
个从量变到质量的过程，这种污染将大面
积、长时间地存在也是客观事实。当天气
条件不好时，污染物就难以扩散，生成逆温
天气，导致污染物扩散难上加难。为了更
好地监测和预警，南京市环保局和当地气
象台开展了合作，研究气象条件对于细颗
粒物扩散的影响、联合发布空气质量预警。

拨开云雾求成因，是他的第二场战役。
今年2月，傅寅来到北京，和全国各地的

监测人员一起，开始了PM2.5的源解析工作。
“大气污染从原来的一次污染，已经走

向工业排放、煤烟、扬尘、尾气等发生光化学
作用后形成的二次污染。因此源解析将是
一项十分复杂且周期较长的过程，不仅要分
析一次污染，还要分析二次污染。”傅寅说。
这意味着，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被纳入这一
解析的过程：开车出行、燃放烟花爆竹、燃油
的油品质量、秸秆的综合利用等等。

“而且，每个城市的细颗粒物都有其特
殊成因。譬如，北京机动车排放的影响大
一些，南京煤烟和扬尘的共同作用会多一
些。”傅寅说，对细颗粒物污染的认知目前
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但不管怎样，只有拨

开云雾才能见到明朗天空。
现在，傅寅的监测和研究会形成分析

提供给政府职能部门，为类似的情况下怎
样才能减轻污染程度提供参考。

从源头上治霾，已成为他的第三场战
役。“打个比方，企业直接排放一氧化氮不会
造成霾，更不会影响能见度，但是在光化学
反应后产生的硝酸盐，就会形成细颗粒物污
染。”傅寅说，正因如此才必须严控源头，这
也正是节能减排、结构调整的意义所在。

“一个城市的努力，也许对治霾起不到作
用，但每个城市都那么做，至少可以不加剧污
染；一个人吃烤串、燃放烟花爆竹，可能不会觉
得怎么样，但如果大家都那么做，污染肯定会
加重。”傅寅说，治霾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
全员重视、区域合力，就会有一个好的前景。

傅寅：每个城市的PM2.5成因都不同
本报记者 陈莹莹

绿 色

人 物

日前，“减煤换煤，清洁空气”行动在北京市

延庆县举办。图为市民在北京盛昌绿能洁净型

煤厂无烟煤成型机前参观。本报记者 赵晶摄

不同区域的 PM2.5污染源构成比例不同
治理应各有侧重

*对北京而言，最大污染源是机动车。重污染时

应加强控制本地机动车和周边燃煤排放。

*对京津冀区域而言，最大污染源是燃煤。应重

点控制燃煤和工业排放，加大燃烧过程的脱硫、脱硝

和除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