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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以来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目

标，财政部门加大扶持力度，淘汰落后产能

取得重大进展，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碳排

放强度趋于下降。但必须看到，当前我国

的生态环境形势仍非常严峻，财政支持的

政策仍不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因

此，非常有必要建立和完善财政支持生态

环境投入的新机制。

首先，要加大财政支持生态环保的投

入倾斜力度。一是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并

重，切实加大财政投入。要紧紧围绕生态

环境功能区建设及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等战

略重点，在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中，切实增

加其生态环境的投入比例。同时，还要通

过深化财政支出改革，压缩行政支出及一

般经济建设支出，从而为增加生态环保投

入创造条件。二是整合现有专项资金，以

形成合力。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避免“撒

胡椒面”，需要整合不同的专项资金，形成

统一的、具有一定资金规模的节能减排发

展 专 项 资 金 。 三 是 建 立 专 门 的 预 算 科

目。通过政府预算安排支出是筹集生态

环保资金的重要手段，为了保证上述投入

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预算科目的设置

必不可少。目前的科目设置已有了“环境

保护”大类，但涵盖内容仍偏窄，建议以

“款”的级次确定“节能”、“污染物减排”、

“二氧化碳减排”等款项，以便准确及时地

全面掌握和统筹国家在相关领域的资金投

入。四是建立中央和地方多级共同投入的

机制。

其次，要优化财政支持生态环保的投

入结构。一是支持节能减排科技的研发、

示范和推广。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投资存在

一定的风险性，直接影响企业和个人对节

能技术研究开发，提供必要的、适当的政策

优惠与扶持，更好地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

改进。二是支持节能和环保服务产业的培

育和发展。应给予环保服务业与节能服务

业同等的待遇，在政策支持上视同为节能

服务产业。“合同环境服务”即是针对环境

综合服务业而设计的模式，通过合同甲方

和乙方的契约关系，由乙方为甲方提供标

准明确、产出清晰、环境直接能够改善的一

种服务，政府同样应通过相关政策予以扶

持。三是针对环保投资历史欠账严重和治

理污染压力不断增加的现实情况，需要更

进一步明确政府在污染防治方面的投资重

点和方向，加大环境保护重点领域的投入

力度，包括废气、污水、重金属等危险废物

的污染防治，重点污染物的污染减排，农村

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项目。

再次，要创新财政投入手段。根据各

类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结合生态环境

发展不同领域，综合运用财政预算投入、设

立基金、补贴、奖励、贴息、担保等多种形

式，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投入的效益。财

政投入手段的创新包括以下几个重点：一

是在补贴环节上，从以往主要补助生产环

节，转向在补助生产环节的同时扩大对消

费环节的补助，如目前对某些节能产品、电

动车的补贴直接给了消费者，使消费者、生

产者和国家同时受益；二是在财政投入使

用方式上，更多地采用财政贴息这类间接

优惠方式，以调动银行贷款和其他社会资

金投入绿色经济发展领域，从而更好地发

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引导调控作用；

三是大力扶持担保行业的发展，包括财政

注资成立担保公司，同时吸引社会资本进

入担保市场；财政还要设立担保风险补偿

基金，在风险发生时通过评估酌情给予补

偿资金。

此外，要探索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一是鼓励支持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保建设

事业。二是明确企业环保投资的主体地

位，通过出台相应优惠政策，积极发挥财政

的引导作用，吸引企业投融资于环保产业；

通过税收制度设计，使治污成本内化为企

业成本，引导企业增加对生态环保的投

入。三是建议借鉴 OECD 国家的成熟经

验，设立生态环保投资基金，对发展前景良

好的环保项目进行投资，弥补资金供求缺

口，实现环保基金的良性发展。四是积极

推 进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模 式（PPP 模

式），一方面通过减免税费等方式，将可盈

利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保护产品推向

企业，另一方面，在国际范围内开展环境保

护领域和新能源领域的资金、技术合作。

五是引导金融行业加大对生态环保领域

的投资。强化对循环经济的资金支持，可

采用创建政策性投资开发公司、组建循环

经济产业投资基金、发行绿色金融债券、

生态环境补偿基金彩票等创新方式。

建立财政对生态环境投入新机制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苏 明

近日，世界范围内极端天气接踵而至，舆论对此
引发种种猜测，“史上最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的说
法甚嚣尘上。然而，5月 29日，中国气象局对此明确
回应称：虽然极端天气确实与厄尔尼诺不断发酵有
关 ，但 是 本 次 厄 尔 尼 诺 事 件 比 历 史 上 最 强 的
1997-1998 年的厄尔尼诺强度弱，今年不会出现史
上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自去年 5 月开始的厄尔尼诺事件现在仍在持续
发展。国家气候中心实时监测表明：5 月以来，伴随
着赤道西风的增强和暖水的东传，赤道中东太平洋
表层（即洋面以下）暖水不断增强，次表层暖水强度
也在不断增强，使得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增温更加显
著，厄尔尼诺空间分布形态出现从中部型向东部型

（典型）的转变。
与此同时，ENSO 监测指标（尼诺综合指数）为

1.3℃，是厄尔尼诺形成以来最高值。从表层海温的
空间分布看，暖海温中心主要位于赤道东太平洋，局
部海温已偏高超过 3.0℃。

虽然不是“史上最强”，但此次厄尔尼诺对我
国气候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5 月以来，我国南方
出现 5 次暴雨过程，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5
成以上，部分地区偏多 1-2 倍。5 月下旬以来，多
地日最高气温突破 35℃。北京 5月下旬平均气温较
常年同期偏高 3.2℃，为近 14年来同期最高。

全球其他地区日前也出现了极端“任性”的天
气。印度半岛继 4 月份遭遇暴雨洪涝袭击、造成上
百人死亡之后，日前继续遭遇高温热浪横扫，部分地
区气温直逼 50℃—60℃，连道路都被高温熔化，极
端天气导致 1000 多人死亡。而 5 月 25 日至 26 日，
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遭受强风暴袭击，俄克拉
荷马城 5 月降雨量达 480 毫米，布兰科河发生 1929
年以来最大洪水，洪灾造成多人死亡，而加利福尼亚
州正在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

“厄尔尼诺发生时，西太平洋地区受高气压控
制，同时赤道印度洋海温增暖加剧了副热带地区上
空气流下沉，导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印度
高温、我国南方暴雨、华北高温都是大气受海洋影响
的直接和间接结果。”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监测首席专
家周兵说。

此次厄尔尼诺持续时间较长，需要特别关注的
是，厄尔尼诺仍将持续发展，并将达中等以上强度。
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分为 5 个等级，持续时间越长，
月累计偏高值越大，其强度就越高，对全球气候产生
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仍需要重点防范其所带来的
极端天气和灾害。

气象专家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持续至秋季，受
其影响，预计我国夏季长江中游到江南西部、松花江
流域汛情较重；西南地区东部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
质灾害偏重；华北大部和西北地区东部发生夏旱的
概率较大；夏季我国北方气温可能比常年同期偏高，
但不会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极端高温天气事件。

今年不会出现

史上最强厄尔尼诺
本报记者 杜 芳

翟桂溪作（新华社发）

自 5 月 24 日起，《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包 装 饮 用 水 》（GB19298-2014）

（以下称“新国标”） 正式实施，除了饮
用天然矿泉水之外，新国标适用范围包
括所有直接饮用的包装饮用水。包装饮
用水新国标将带来怎样的变化，老百姓
关注的水质安全问题能否得到进一步保
障？《经济日报》 记者进行了相关调查。

“概念水”名称将消失

饮用水市场层出不穷的“概念水”
早已令消费者眼花缭乱。5 月 30 日下
午，在北京沃尔玛宣武门店内，一位 50
多岁的女士一脸困惑，她正在选购瓶装
饮用水，货架上有不同品牌的饮用天然
矿泉水、饮用矿物质水、饮用天然水、
苏打水、蒸馏水等。“家中有个小外孙
女，所以一般买瓶装水回家烧开后饮
用。但每次选购都费老半天时间，牌子
太多，也无法判断选择哪种水好。”这位
女士告诉记者。

根据新国标要求，除了饮用天然矿
泉水之外，包装饮用水将分为两种类
别：饮用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类似

“饮用矿物质水”、“富氧水”、“小分子团
水”、“离子水”、“功能水”、“能量水”
等五花八门的“概念水”名称将消失，
消费者选择饮用水会更加简单。

记者调查中发现，消费者选购包装
饮用水，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判断意识。
首先识别是饮用纯净水，还是天然矿泉
水。对于农夫山泉的饮用天然水，消费
者也会将其考虑为一类。据农夫山泉的
销售人员孟女士介绍，“天然水矿物质含
量均衡，适合长期饮用。而不同品牌的
天然矿泉水矿物质含量并不一样，因此
需要隔段时间就要换其他品牌来饮用。”

其实，对于到底饮用哪种包装饮用
水好，业内专家也看法不一。但所有的
饮用水必须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GB5749-2006）。只要符合了该卫
生标准，基本上就不会对人体造成不利
影响。

华润怡宝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国标
对水种名称、标识进行严格要求后，消
费者将更加容易识别各种饮用水的本来
面目，也将刹住“概念水”的炒作之
风，有助于消费者正确选购饮用水，维
护消费者权益。同时，新国标的实施，
将提升消费者对饮用水品类的认知度，
倒逼企业在产品品质上下功夫。

水源保护是关键

水源地对天然矿泉水的生产而言至
关重要。北京矿业协会矿泉水委员会秘
书长李平表示，天然矿泉水其实是国家
的一种矿产资源，它的开采需要获得国
土资源部门核发的“采矿许可证”。

“天然矿泉水对水源地要求较高，需
要对水源地加以保护。《饮用天然矿泉
水》 国标以及 《天然矿泉水地质勘探规

范》，都对矿泉水水源地的保护作了细致
规定。”李平表示，近年来，随着消费者
需求的不断升级，天然矿泉水的水源地
也成为各大水企争抢的对象。

业内专家指出，天然矿泉水开发利
用不当，会产生水量衰减等水文地质问
题，对地表水资源量、植被等也会产生
一定的影响。此外，生产过程中也会产
生一些污水，如果不进行环保处理，则
可能对天然矿泉水水源地造成污染。随
着天然矿泉水的市场需求量的提升，必
须充分考虑矿泉水的水文地质条件、周
边的生态环境、对矿泉水水源的涵养和
水质水量等问题，合理有序开采，不能
竭泽而渔。

此外，消费者往往会把所谓的“矿
物质水”混淆为天然矿泉水，认为具有
补充矿物质的功能。但“矿物质水”本
质上是纯净水，只不过人工添加了少量
的氯化钾、硫酸镁等矿物质。相比较天
然矿泉水对水源地的特殊要求外，纯净
水对水源的要求并不高，主要是利用城
市自来水生产而成，甚至可以利用再生
水，但不会对人的身体产生危害。

新国标为了让消费者简单识别出水
的品类，对包装饮用水添加剂成分的标
签标识作出特别规定：当包装饮用水中
添加食品添加剂时，应在产品名称的邻
近位置标示“添加食品添加剂用以调节
口味”等类似字样。李平认为，这对矿
物质水的生产企业将会产生不小影响，
消费者也会更加容易识别出饮用天然矿
泉水，这对天然矿泉水生产企业是一大
利好。

利于保障水质安全

近 年 来 ， 饮 用 水 市 场 可 谓 风 波 不
断，也引发诸多质疑声。例如，2013 年
农夫山泉的“标准门”事件；娃哈哈富
氧水自推出以来就饱受质疑；每年夏
季，北京等城市水站售卖“假水”的新
闻也屡见报端。新国标的出台，无疑为

饮用水市场的健康发展注入了一剂强
心针。

“以前我们检测那些对水质安全不会
造成太大影响的指标，而新国标更加有
针对性地检测水中的致病菌，强化了对
产品质量的要求。包装饮用水的质量门
槛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这将有助
于保证包装饮用水的水质安全。”国内水
行业资深专家、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系教授王占生表示，新国标取消菌落
总数等指标，并不会对包装饮用水的品
质造成影响。即使包装饮用水菌落总数
超标也不一定对身体有害，因为细菌也
分为有害菌、无害菌和有益菌。例如霉
菌，人们食用的豆腐中就存在。

华润怡宝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国标
的最大作用就是将原先分散的多个标准
进行了统一，清晰了饮用水产品的相关标
准。此举无疑将便于企业进行规范化的
执行，从而让企业回归到“产品为王”的本
职上来。饮用水市场竞争激烈，企业也要
在新国标的规范下寻求转型升级。

北京市桶装饮用水销售行业协会常
务副会长袁军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
认为，瓶装水生产企业之所以热衷于概念
炒作，无非是想提高产品附加值，通过吸
引消费者眼球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新
国标出台后，企业再想玩概念，已经明显
行不通。“未来企业可以在企业文化、品牌
故事等方面进行宣传，但最根本的还是要
从水源地保护、水质安全上做文章，从而
获得老百姓认可。”袁军说。

市场仍有待规范

其实，在当前包装饮用水的细分市
场中，瓶装水市场环境明显好于桶装水
市场，已成为业内共识。桶装水的问题
突出表现在部分水站售卖“假水”、卫生
条件不达标。

近期就有媒体报道指出，根据北京
市桶装饮用水销售行业协会所提供的数
据，目前北京共有规模大小不一的水站超

过万家,其中正规水站仅占 50%至 60%。
而北京日均消耗的桶装水约为 65 万桶,
其中假水大约占总消耗量的六分之一。

李平表示，饮用桶装水的质量安全
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水企的质量安
全，第二部分是水店的质量安全。一方
面要确保水企在源头上质量安全，另一
方面也要确保饮用桶装水在运输、储存
等环节的质量安全。

“为了让老百姓买到放心水，2014
年，北京市矿业协会矿泉水委员会根据
桶装水生产企业的推荐，经过评审后，
评选出 154 家‘放心水店’并进行了授
牌。桶装水生产企业会定期回访‘放心
水店’，保证水店里所售的桶装水是正规
合格的产品。”李平介绍称，今年，北京
市矿业协会矿泉水委员会还将继续评选

“放心水店”。
袁军表示，为了杜绝桶装水安全隐

患，北京市桶装饮用水销售行业协会也
正在试点销售“袋装水”。“桶装水造假
成本低，而袋装水生产线投资在几十万
元，一般的水站不愿意花这么大的成本
来造假。此外，袋装水使用的是特制的
一次性塑料袋进行灌装，水从生产到使
用的全过程都处于密封状态，避免了空
气对水的污染，也避免了水桶多次使用
后因清洗不达标对水造成的污染。”袁军
认为，袋装水有望成为桶装水企业转型
升级的方向之一，目前北京已经有两家
企业开始生产袋装水，有望带给消费者
更安全可靠的水。

对于消费者如何选购饮用水，北京
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会
长赵飞虹建议称，一是要在大型超市或
正规的水站选购饮用水；二是要选购大
品牌的饮用水，这些品牌的水一般都有
防伪标签，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拨打
电话等方式查询真伪。此外，虽然水是
无色无味的，但如果消费者经常喝同一
种水，还是能够喝出独特的味道，如果
味道突然变了，则消费者应当留心是否
买到了“假水”。

新国标要求，除了饮用天然矿泉水外，包装饮用水仅分为两类——

包装饮用水安全从“正名”开始
本报记者 吴 浩

北京沃尔玛宣武门店内，货架上有不同品牌的天然矿泉水、饮用矿物质水、饮用天然水、蒸馏水等。 本报记者 吴 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