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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APEC 会议到阅兵式

上蓝天白云的如期而至，让

人们感到，只要下定决心，措

施得当，联防共治，蓝天其实

离我们并不远。但大气治理

的艰巨性也同时使人们认识

到，仅凭一时一事的非常规之举，换不来“常态蓝”。这

一共识在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得到体现，守望

蓝天要靠更加严格的法律制度。

8 月 29 日，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

议修订通过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正式公布，并将于明年

施行。制定于 1987 年的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经过

1995 年、2000 年两次修改，到现在 15 年没有改动过，像

PM2.5 防治、联防联控等内容均未涉及，很多规定已明

显滞后于环保实践。面对大气治理的严峻形势，以及

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修订现行大气污

染防治法极为迫切。

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增加了大气环境质量

管理和考核内容，诸如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对省、自治区、

直辖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

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

定考核办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地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这

项改动，不仅可有效解决治理大气污染各自为战、难以

形成区域治污合力的问题，而且将考核的对象从全国

重点城市扩展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一级细化目

标、落实责任，让地方考核办法的出台有了法律依据，

将大气污染防治的责任落实到地方政府主要负责领导

身上，使政府真正担起治理大气污染的责任。

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进一步明确了大气污

染防治的发力方向。在污染源解析的基础上，对污染

源治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加强了源头治理，从

制定产业政策、调整能源结构、提高燃煤质量、加强机

动车污染治理等几个方面都体现了源头治理的思路。

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应当加强对燃煤、工

业、机动车船、扬尘、农业等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推行

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

同控制；要求提高燃煤的洗选比例、提高机动车燃油质

量标准等，都体现了源头治理的理念。

作为新环保法实施后修订的第一部单项法，大气

污染防治法衔接新环保法的内容，包括取消了对造成

大气污染事故罚款 50 万元上限额度的规定，变为按倍

数计罚，并提出按日计罚等重典治霾措施，这些都将对

污染企业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

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好制度，但违法排

污的行为并不会自动消失。要拿出实现“APEC 蓝”、

“阅兵蓝”的劲头，不折不扣地贯彻实施，加大查处力

度，提高守法用法意识，好的制度才会落地生根，发挥

实效，“常态蓝”才能留驻人们的视野。

从 8 月 20 日开始实施空气质量保障措施以来，北

京的 PM2.5浓度连续 8 天达到一级优水平，创造了自监

测 PM2.5以来的历史纪录。 罗晓光摄 （新华社发）

北 京 空 气 质 量 持 续 优 良

守望蓝天要靠

更严格法律保障
曹红艳

萍乡市素有“江南煤都”之称。作为
资源枯竭型城市和中部老工业城市的典
型代表，萍乡以往留给人们的印象总是

“灰蒙蒙、黑糊糊，连河水也是脏兮兮”。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来到萍乡采访，随
处可见成行的绿树、如茵的草坪、清澈的
河水，彻底颠覆了记者的旧印象。

在新落成不久的萍乡市鹅湖公园，孩
子们在娱乐设施上嬉戏，大人们在草坪上
休闲纳凉，空气中飘着清新的气息。公园
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为海绵城
市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改造升级后的鹅湖
公园和传统城市休闲公园有着很大的区
别。“公园全面提升了对雨水的渗、滞、蓄、
净、用、排能力，具备‘海绵’功能，能够实
现‘吸吐自如’”。

今年以来，萍乡市以入选全国海绵城
市建设试点城市为契机，积极构建严格的
水资源管理体系、健康的水环境与水生态
体系，努力破解江南煤炭资源枯竭采空型
城市对暴雨径流的调控能力不足、蓄水能
力不济、排洪排涝不畅的城市短板。

“萍乡市是典型的江南山地丘陵城

市，又地处山地低洼地带和赣湘两个水系
的分水岭，三面山地产生的径流均沿萍水
河汇入市中心，经常导致城区短期内积水
暴涨，造成严重的城市内涝。”萍乡市水务
局局长杨煌萍介绍，由于市内无过境河
流，加上城市部分水利设施陈旧、水资源
调配和监控力度不足以及多年的煤炭资
源开发等原因，萍乡成为资源性缺水、工
程性缺水、水质性缺水并存的地区，人均
拥有水资源量比江西省人均水资源少
47.1％，仅为全国人均水资源的 87％。

为了破解制约城市发展的“水难题”，
近年来，萍乡市已经先期开展了一些基础
性 工 作 。“《 萍 乡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08-2020 年）》中，早就提出‘设法蓄
住天上水、合理开发地下水、水土保持涵
养水’等想法。《萍乡市新城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则将绿地、水体等与海绵城市相关
的内容列入了控规指标体系中。《萍乡市
城市排涝专项规划》则全面考虑城市防
洪、治涝、工程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对城区
的管网建设、防洪基础设施、城市内涝治
理给出了详细的建设方案，这些都为海绵
城市建设试点奠定了基础。”萍乡市规划
局副局长刘民介绍说。

随着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的启动，萍乡
迎来了改善水环境、提升城市品位的契

机。《萍乡市海绵城市试点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2015-2017 年）》明确了萍乡市海
绵城市建设总体目标为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为 75%，即日降雨量不大于 22.8 毫米
时不产生径流。排水防涝设计标准为 30
年一遇暴雨不成灾，城市防洪标准为萍水
河主河道 50年一遇洪水设防。

“《计划》明确了保障径流控制、防治
城市内涝、美化水环境、缓解工程性缺水、
改善水环境 5 大主要任务。为此，我们一
方面突出以‘蓄’为主，强化‘蓄’设施，建
设好河湖水系，构建以河、湖、山塘为主体
的城市海绵体系统，同时加强人工调蓄区
建设和河湖水系调度工程，构建综合雨水
调蓄利用系统，缓解工程缺水、降低内涝
风险；另一方面以水环境、水生态为核心，
响应国家‘水十条’的精神，打造萍水河、
五丰河流域综合整治项目，通过流域内系
统建设，保障水环境、水生态的需求，打造

‘水清岸绿’的优美环境，提高城市的宜居
性。”萍乡市城建局副局长赖清介绍说。

在建设过程中，萍乡市选取老城区内
易受洪涝影响区域作为老城区试点，选取
新城区商务中心与行政办公中心区域作
为新城区试点，共同组成萍乡海绵城市示
范区，总面积为 32.98 平方公里。未来 3
年，萍乡市预计完成 147 个项目，总投资

达到 46 亿元。“我们将大量建设、改造透
水铺装、绿色屋顶、下沉式绿地、植草沟、
生物滞留池、人工调蓄池等绿色‘海绵
体’，以‘慢排缓释、源头分散’方式控制径
流雨水，加强山塘保护和水系联通，实现
地下水采补平衡。”赖清说。

在做好规划的同时，一系列配套举措
也在实施。萍乡专门成立了海绵城市建
设专职领导小组，并组建了专家智囊团，
使海绵城市建设既符合国家的要求，又符
合萍乡未来发展的实际；大力加强宣传，
让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
民意识、融入百姓生活，让百姓参与到海
绵城市建设中，以建设海绵城市为己任。

“我们认真梳理了与海绵城市建设相关的
税收政策，在鼓励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饮
水工程建设、促进涉水企业技术改造等方
面提出了 16 条具体政策措施。”萍乡市国
税局局长黄汉如说，仅今年 1 至 7 月，全
市共减免涉水企业退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531.2 万元，其中污水处理企业减免增值
税 322.06万元。

“我们将充分发挥试点城市的示范引
领作用，在海绵城市建设和新型城镇化道
路深度融合上进行探索和实践，为适合丘
陵型城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特点的海绵城
市建设提供经验。”萍乡市市长李小豹说。

“暴雨浇泉城，东部再看海”、“上海
暴雨连下 3 天，开启看海模式”⋯⋯在这
个刚刚过去的夏天，“来我的城市看海”
成为许多城市居民在互联网上无奈的自
我调侃。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今
年的雨水尤其多。内涝对城市运行造成
极其严重的困扰，甚至威胁到人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城市逢雨必涝现象究竟该
如何扭转？

建“海绵体”吸水防涝

说到防洪排涝，人们首先更容易想
到的是修建下水道，如果排水管道足够
多、足够粗，不就能把雨水迅速排走了
吗？对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陆
克华解释说，城市内涝形成原因是多方
面的，地下排水管网只是其中之一，解决
内涝问题不能够靠无限地扩大管网，这
是不现实的。“比如说两小时内降雨 50 毫
米，得用多大的管子才能把降水一下子
消化掉？”陆克华说。所以，要大力推进
海绵城市的建设，打造“海绵体”，既要把
雨水收集起来，还可以把雨水用掉，再加
上必要的地下排水设施来解决内涝问
题。这是一项综合的工作。

从长远来看，建立“自然积存、自然
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正是我们
在抑制城市内涝过程中要努力的方向。

骄阳之下，“水立方”北侧小广场看
起来很平常。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
众人熟悉，然而世人所不知道的是这片
区域地下暗藏的种种“机关”。

参建广场地下工程的北京泰宁科创
雨水利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莉莉踩着

“水立方”北侧小广场的灰色砖块说，这
并非普通砖块，而是有很高技术含量的
透水砖，透水砖下面是一个大大的塑料
模块组合蓄水池。一旦暴雨来袭，雨水
可以迅速通过透水砖进入地下蓄水池。

再往“鸟巢”周围的空旷区域走去，
能见到狭长的线性排水沟。和莉莉介
绍，这种排水沟比人们熟悉的传统点状
排水沟效率高很多。这片空旷区域地下
同样安装了很多塑料模块蓄水池。地下

蓄水池的作用就是当暴雨来袭时，雨水
先储存在水池中，等市政下水道的压力
缓解了再将水慢慢排走，或者统一进入
雨水收集装置，将雨水加以利用。

行至绿地旁，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
里的草地比周围路面或广场下凹 50 至
100 毫米。“路面和广场多余的雨水可经
过绿地渗入或外排，用绿地涵养水源，减
少绿化灌溉用水。”和莉莉说，“让雨水自
然积存、自然渗透，正是建设海绵城市的
核心理念”。

正是由于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运用
其中，整个奥林匹克公园形成了“海绵
体”，经受住了 2012 年夏天“721 暴雨”的
考验，奥林匹克公园没有发生明显积水
现象。“下凹绿地、透水铺装和雨水收集
池发挥了重要作用。”和莉莉说。

住建部城建司副司长章林伟对海绵
城市在城市防涝中的作用作过如下解
释：暴雨来袭将迅速形成“产汇流”，很快
到达峰值。也就是说，排泄的速度如果
跟不上，雨量迅速聚集，就很容易形成内
涝。而海绵城市相当一部分的雨水自然
积存到地面或者各种各样的“海绵体”
中，可以降低产汇流的峰值，降低雨水在
短时间内突然大量聚集的可能性，减轻
排涝压力，从而缓解城市内涝。

把雨水变成资源

“雨水不是负担，而是宝贵的资源。”
章林伟说。将雨水综合利用更能凸显海
绵城市建设的价值。一方面，城市内涝
频现；另一方面，水资源短缺又成为严重
威胁。数据显示，全国 657 个城市中，有
300 多个属于“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
何不将雨水加以利用？

夏末秋初的傍晚，北京香山鸟语花
香。离香山正门不远处有个静翠湖，由
于三面环山，这里成为香山一景——“带
水屏山”。北京泰宁科创雨水利用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参与了静翠湖的改造工
程，和莉莉介绍，正是通过雨水的收集利
用，让静翠湖“动”了起来。过去，静翠湖
下方的泄洪湖面积很小，他们首先将泄

洪湖扩容至 200立方米，并安装生物净化
设施，放置与水草相似的生物仿草栅，用
于改善水质。将上方的静翠湖与下方的
泄洪湖联通的，是一道倾斜的用石材修
葺一新的泄洪沟，每隔一段种上一些绿
植，上下联通之后，形成一道长约 30 米的
倾泻而下的叠水景观。

利用雨水让泄洪湖的面积增加，不
仅形成了上下联通的景观，更重要的是，
泄洪湖里的水还将被循环到山上补充地
下水，保持这一区域的水生态。

静翠湖改造被视作利用海绵城市理
念将雨水用于景观和生态的典范。在香
山，对于雨水的利用还远不止这些。

在香山梅谷小坡对面，有一个雨水
广场，小广场中央有一道环形凹槽，夏季
雨水丰沛的时节，雨水进入凹槽，形成了
漂亮的水景观。这里同样有透水砖，线
性排水沟用于快速排水。更有趣的是，
透过特意留存的透明玻璃，可以看到地
下的塑料模块蓄水装置，能够让人们实
地观察到海绵城市建设的痕迹，结合宣
传栏的介绍，来到雨水广场的人们都可
以经历一次生动的生态环境保护教育。

不仅在雨水广场，香山的很多区域
都铺上了具有高透水性能的透水砖，地
下 铺 装 模 块 组 合 蓄 水 池 ，用 于 收 集 雨
水。收集的雨水又被广泛地用于公园的
不同角落。香山北侧的花卉实验基地需
要大量绿化用水，蓄水池收集的雨水恰
好可用于花卉的浇灌。香山东门的卫生
间在雨季雨水充沛时，会将雨水用作冲
厕用水；梅谷小坡上一条曲折的木栈道
两旁安装了喷雾系统，每逢夏季，这里就
成了游客的“降温站”。喷雾系统水的来
源，正是收集并净化后的雨水。

改善城市水生态

缓解城市内涝远非海绵城市建设的
全部意义。将雨水收集、利用，让原本属
于大自然的水留存在土壤中，让本该丰
沛的水系饱满起来，是海绵城市建设追
求的更深远目标。

在我国北方城市，由于屋面、道路、

地面等设施建设导致的下垫面硬化，70%
至 80% 的 降 雨 迅 速 排 走 ，仅 有 20% 至
30%的雨水渗入地下。雨水迅速排走破
坏了自然生态本底，带来了水资源紧缺、
水环境污染、水安全缺乏保障等问题。

章林伟说，海绵城市正是比喻城市
像海绵一样，遇到降水能够就地或者就
近“吸收、存蓄、渗透、净化”径流雨水，补
充地下水，调节水循环，在干旱缺水时将
蓄存的水“释放”出来加以利用，从而让
水在城市中的迁移活动更加“自然”。

“海绵体”在哪里？在城市开发建设
时，我们应最大限度地保护原有的河流、
湖泊、湿地、坑塘、沟渠等，这是自然赋予
我们的最原始的“海绵体”。同时，在城
市建设中还可以采用具有渗透、调蓄、净
化等海绵功能的雨水源头控制和综合利
用设施，如模块组合蓄水池。

海绵城市核心是实现低影响城市开
发建设，最大限度减少由于城市开发建
设对原有自然水文特征和水生态环境造
成的破坏，实现“修复城市水生态、涵养
城市水资源、改善城市水环境、提高城市
水安全、复兴城市水文化”的多重目标。

海绵城市将会带来城市水生态的
改善，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是受益者。城
市将减少热岛效应，人居环境将更加舒
适；更多的生物特别是水生动植物将有
更多栖息地，城市生物多样性水平将大
大提升，城市园林也将迎来优美的亲水
环境。

海绵城市建设对城市发展的意义正
在被重新认识，海绵城市建设的大幕已
经开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
表示，“建设海绵城市要争取把 70%左右
的雨水在当地积蓄、渗透”。而目前的现
状是 70%的雨水被迅速排走。

2015 年，我国确定迁安、白城、镇江、
嘉兴、池州、厦门、萍乡、济南、鹤壁、武
汉、常德、南宁、重庆、遂宁、贵安新区和
西咸新区等 16 个城市作为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未来 3 年时间里，平均每个试点城
市每年将获得约 4 亿元海绵城市建设专
项资金。章林伟说，每个试点城市建设
海绵城市的区域不小于 15平方公里。

萍乡：采空型城市破解“水难题”
本报记者 刘 兴

编者按 近来，海绵城市是城

市建设领域的热词，也是生态文明

建设领域的热点。海绵城市，顾名

思义就是让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

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

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海

绵城市建设的本质则是恢复城市原

始的水文生态特征。2014 年 12 月，

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

已开展中央财政支持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工作。

为什么需要建设海绵城市、海

绵城市该如何建、建设海绵城市钱

从哪里来，《经济日报》“绿周刊”从

今天起推出“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呼

吸”系列报道，对海绵城市建设深入

剖析，并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

进行实地探访。 北京国家体育场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运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地下暗藏排水设施。 李 鑫摄 （新华社发）

我国将建设海绵城市，缓解“逢雨必涝”现象——

海绵城市将告别雨天“看海”
本报记者 亢 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