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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厚植绿色发展理念

—
—

禾雀花开待客来

本报记者

郑

杨

清溪镇大王山的花海吸引了各地游人前来赏花
踏青。 （资料图片）

北京要达到“大气十条”提出的 2017
年“60 微克/立方米”的目标，还要做出哪
些方面的努力？京津冀协同治霾如何推
进？《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
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

贺克斌说，“大气十条”提出了两条核
心指标，到 2017 年，一是“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

25%、20%、15%左右”，二是“北京市细颗
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 60 微克/立方米左
右”。2016 年 7 月份，中国工程院发布评
估报告，评估了 2013 年到 2015 年这 3 年
的治理情况。以我们目前的判断，完成第
一个降幅目标不会有太大问题，是可以达
到的；难点就在于北京实现“60微克/立方
米”的控制目标。

从 2013 年到 2014 年，北京的细颗粒
物年均浓度降到了 85 微克/立方米左右；
从 2014 年到 2015 年，北京细颗粒物年均
浓度降到了80.6微克/立方米左右。每年
平均降低 5 微克/立方米。2016 年，北京
加大了治理大气污染工作力度，通过农村
取暖煤改电工程，加强了散煤治理，通过
一系列努力才把细颗粒物年均浓度降到
70微克/立方米左右。

一般是浓度高的时候降得快，越往后
越难降。以前每年降低5微克/立方米，现
在每年降低 10 微克/立方米，从 5 个 5 个
的降，到10个10个的降，已经是很大的进
步。但 2017 年要达到“大气十条”提出的

“60微克/立方米”控制目标还有比较大的

困难，需要继续努力。
从全年的雾霾浓度分布来看，大气污

染治理的时间范围难度是在秋冬季节，空
间范围难度是在北京南部跟河北之间的
这个区域。一旦进入秋冬季节，开始燃煤
供暖，加上不利气象条件影响，秋冬季节
的散煤燃烧污染对雾霾形成的贡献度占
到一半；其他季节都是工业污染排放因素
超过一半。

贺克斌说，前一阶段的气象条件确实
给治理雾霾制造了很大麻烦。比如 2016
年 12 月份那次重污染天气，持续时间很
长。网民调侃说驱散雾霾只能靠“等风
来”，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污染物已经
排放到天上、在大气层里不断累积的时
候，只能等下一个气象过程，通过刮风、下
雨、下雪来清除空气中的污染物；要预防
污染物持续形成，只能通过源头减少排
放。

要解决雾霾问题，北京需要进一步挖
掘潜力，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减少机动车
排放，还有加强城市管理、执法监管等。
相比而言，目前更重要的是要加强京津冀

和周边地区的联防联控机制建设。
由于地域原因，北京处于河北、河南、

山东等工业污染地带包围之中，所以周边
省区市必须协同治理雾霾，把污染一起降
下来，北京才能控制住 PM2.5 浓度。如果
周边地带细颗粒物年均浓度在 80 微克/
立方米左右，那北京就很难完成“60微克/
立方米”的控制目标。因为大气是流动
的，所以在周围空气污染都很高的情况
下，北京不可能独善其身。

如果北京要达到 60 微克/立方米目
标，保定、廊坊得达到 65 微克/立方米左
右的目标。要形成联动机制，不光北京自
己要努力，北京还应该是京津冀的“组
长”，组织大家一起努力。

有人说雾霾治了半天没有效果，其实
不是这样。一是确实有效果，以上数据都
显示这几年空气污染都在下降，要有信
心；二是确实还有难度，不是一两天就能
治好，还得有耐心。当然，用不了像洛杉
矶那样花 50 年时间，我们估计大概需要
十几年时间；现在已经干了 3 年，接下来
需要的是继续加油干。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

完成“大气十条”目标仍需加油干
本报记者 杜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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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环境保
护部日前印发通知，为推动地方政府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将在开展城市空气质
量客观状况排名的基础上，对城市空气
质量变化程度排名。

环保部最新出台的《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变化程度排名方案》，将适用于国家
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半年度和年度环
境空气质量变化程度的排名，以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变化率作为指标。若不同城
市综合指数变化率相同以并列计；若城
市当前评价年各项污染物浓度在排名时
段均已经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则不参与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程度排名。

国家将公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变化
程度排名情况，包括改善程度相对较大
的前 10 个城市名单和恶化程度相对较
大的前 10 个城市名单。当改善或恶化
城市数量不足10个时，列出全部改善或

恶化城市名单。在公布城市名单时，还
要同时公布各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及
变化率。

目前，国家每月公布空气质量最差
的 10 个城市和最好的 10 个城市名单。
但不同城市由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
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污染状况差异也
很大。以京津冀地区为例，2016 年，京
津冀地区 PM2.5 平均浓度为 71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7.8%，与 2013 年相比下
降33%。尽管下降比例较大，但2016年
全国 74 个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城市
中，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前 10 个城市
中，9个位于京津冀及周边区域。

“不光要对客观的空气质量排名，还
要对空气质量变化情况排名，让地方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的成效在排名里得
到体现。”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副司长吴季
友说。

我国将对空气质量变化程度排名

留住蓝天，不仅是老百姓的强烈愿
望，也是科学家的奋斗目标。

2012 年，中科院启动了“大气灰霾追
因与控制”战略性先导专项，组织了 14 家
中科院研究所，并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环科院等8家单位、约400人，将PM2.5

的生成、演化和控制作为核心，以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为重点区域展开研
究。

研究结果显示，2013年以来全国空气
质量总体向好，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占比
逐步降低，优良天数比例明显上升，全国
空气质量平均改善幅度在30%左右，京津
冀地区改善幅度更大。

二次生成颗粒物影响大

空气质量改善了，为什么我们的实际
感受却并不明显？在中科院的大气灰霾
研究媒体通气会上，专项首席研究员贺泓
指出，这是因为颗粒物浓度还远未达到环
境 显 著 改 善 的 拐 点 ，2016 年 北 京 冬 季
PM2.5浓度与前三年相比没有显著降低。

治霾，要先研究和认识它。贺泓告诉
记者，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空气污染事
件频发，用了二三十年才弄清了霾的成分
和成因，直到 90 年代末还不能准确预警，
直到本世纪初，霾事件还是偶有发生。

“对灰霾的爆发，我们仍有许多科学
问题没有解决。”贺泓坦陈，2013年1月份
北京有 5 次灰霾爆发，但是当时依靠现有
的模式还不能准确预测其峰值。

提到一些大家印象深刻的空气污染
事件，总会想起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英
国伦敦烟雾事件等，我国的能源禀赋、地
区差异等更加复杂和不利，所以要做好与
雾霾长期“战斗”的准备。“需要最大的决
心，但也要有足够的耐心。”

PM2.5的来源包括直接排放和二次生
成，目前难点在于对二次颗粒物致霾还有
许多科学问题尚未解决。贺泓举例说，氮
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发生光化学反应，
不仅产生二次有机气溶胶，还会产生臭氧
和羟基自由基等，并可进一步氧化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分别生成
硫酸盐、硝酸盐和有机气溶胶。

伦敦烟雾事件属于燃煤型污染，空气
中每立方米二氧化硫的含量达到几毫克，
京津冀这一指标只有几十微克，但产生的
细颗粒度却相当。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
的氮氧化物和氨气排放的增加，会非线性
地降低大气对二氧化硫的环境容量，促进
霾的爆发。

风速 40 年减少 37%

每有雾霾就盼风，风成了治霾“第一
利器”。气象资料统计表明，京津冀近 40
年来年平均风速逐年减小，减小幅度达
37%，尤其对京津冀污染物扩散有利的北
风频次和风速都显著下降，形成以低风速
和逆温为特征的不利气象条件。

静稳天气对污染物的扩散不利是双
反馈的结果。地面空气静稳，并不等于上
空的空气不流动。以北京为例，周边的污
染物会在 2000 米左右的上空被输送到北
京，排放到大气中的 PM2.5 一定程度上会
削弱到达地表的太阳光强度，导致地表温

度下降，上层颗粒物中的吸光性物质会提
高该层大气的温度，从而形成下冷上热的
稳定大气结构，空气对流减弱，逆温层边
层的高度也会下降到 600 米左右，“就好
像屋子原来是6米高，却变成了3米，污染
物排放空间变小了。”这样的效应进一步
加剧了污染。

北京处于后工业时代，虽然大的工矿
企业已经迁走，但特大城市生活交通等形
成的空气排放量是巨大的。天津还有重
化工产业，河北不仅有大量工业企业的排
放，还有许多农业生产的排放，包括散
煤。“所以，北京是把农业、工业、后工业等
几个阶段的排放特征都集中在一起的。”
多类型污染、高负荷共存的重度复合大气
污染，导致环境容量下降，很大程度上抵
消了大气污染控制的成效。

机动车排放被忽视

贺泓还介绍说，机动车排放对雾霾的
“贡献”一直被低估。因为机动车尾气中
所含的一次颗粒物浓度不高。但尾气中
含有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反
应后产生大量二次颗粒物，成为 PM2.5 的
重要来源。

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发生光化
学反应，除了产生二次有机气溶胶以外，
还会产生臭氧和羟基自由基等氧化剂，氧
化剂可进一步氧化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
挥发性有机物，分别生成硫酸盐、硝酸盐
和有机气溶胶，造成二次颗粒物爆发增
长。也就是说，机动车尾气排放不但自身
直接排放污染颗粒，还能促进工业污染物
等二次生成污染颗粒。

研究表明，在我国中东部地区二次颗
粒物对 PM2.5的贡献率常常高达 60%。发
达国家的治理经验显示，机动车尾气导致
的光化学烟雾污染是比灰霾污染更长期、
更难治理的顽疾。除了加快新车排放标
准的提升，加强在用车辆的监控外，还应
实行尾气净化装置定期更换，这在我国尚
未推行。

煤炭清洁利用十分现实

治霾须多措并举，为达到以最小的代
价换取最好的效果，须走精准治理之路。
其中，煤炭清洁利用是一个重要因素。中
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建国指
出，我国的能源结构决定了对煤炭的依赖
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现在煤炭在能源结构
中的占比是66%，仍居于主导地位。

目前，低阶煤占我国煤炭资源的一半
以上。“低阶煤没有完全碳化，有的里面还
有树枝，在云南和呼伦贝尔储存的很大部
分是这样的煤，其特点是热值低，燃烧产
生的热量仅够其自身燃烧，而且会造成严

重的污染，也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如何
将这样的煤很好地利用起来，显然非常迫
切，也非常现实。”王建国说：“如果能将低
阶煤中的水分、油、气提取出来，不仅可以
减少污染，还可以提高煤的使用效率，增
加油、气供给。”

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2012 年
启动了“低阶煤清洁高效梯级利用关键技
术与示范”先导专项，希望经过 5 年至 10
年时间，突破若干关键示范技术，形成适
合我国煤炭资源特征的低阶煤综合利用
技术体系。“目前，许多关键技术已经具备
示范或产业化的条件，部分技术已经在一
些企业建设了示范工程，为推进产业化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3年以来，全国空气质量平均改善幅度在30%左右——

精 准 治 霾 保 蓝 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 霁

春光正好，记者走进广
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大王山森
林公园，沿着山路遇到不少
悠闲惬意散步的游人。

大王山有着面积达 200
亩的珍奇物种——野生禾雀
花群落。每年三四月花开
时，一串串酷似禾雀的翠绿
色花朵迎风摇曳，犹如万鸟
翔集，栩栩如生。虽说清溪
镇一年一度的“麒麟踏青赏
花行”活动 3 月 9 日才正式
开始，但有一部分禾雀花已
提前开花，引得不少爱花者
前来先睹为快。

事实上，除了禾雀花，清
溪这座连山亲水、森林环绕
的岭南小镇还有太多让人流
连的美景。近年来，清溪镇
先后获得“中国最美小镇”

“中国最佳休闲小城”等美
誉，并在不久前入选广东省
森林小镇示范镇。

身处珠三角激烈的经济
竞争中，清溪镇如何在发展
工业的同时留住美好的生态
环境？清溪镇人大主席姚伟
民告诉记者，清溪是全国百
强镇中排名第 41 位的明星
城镇，在保持经济社会高速
发展的同时，保护了良好的
自然生态环境，这与该镇始

终厚植绿色发展理念分不开。
“我们始终坚持规划先行，描绘绿色发展蓝图。”

姚伟民说，清溪把绿色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先后编制
了57项各类规划，涉及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交通建
设等方面，为绿色低碳发展打下了基础。清溪计划
投入10亿元，大力实施最美小镇工程，开展39项完
善设施、美化环境、提升形象的城市基础工程。

“我们注重持续优化环境，构筑绿色生态屏障。”
姚伟民介绍，清溪在推动工业发展的同时，严禁污染
企业进入，同时致力于防治污染，狠抓节能减排、产
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

“通过一系列环保措施，清溪的天更蓝了，地更
绿了，水更清了。”姚伟民说，近5年，该镇PM2.5浓度
年平均值控制在 35 微克/立方米以内，空气质量全
年达标；通过生态优化，在1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
护了1.3万亩农保地、2万多亩果园地、12万亩林地，
全镇森林覆盖率达 55.6%；5 年共投入 9.88 亿元建
成截污管网90公里、污水处理厂2座。

清溪镇还厚植生态理念，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我们坚持公交优先，实现了公交服务全覆盖。同时
鼓励低碳消费，使节能、节水、回收利用资源成为广
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姚伟民说。

依托生态优势，该镇的生态旅游产业越办越红
火。清溪着力打造的银瓶山、大王山两座森林公园,
不仅满足了本地群众休闲旅游的需要，还吸引了珠
三角乃至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

当前，清溪一年一度的旅游盛事“赏花行”活动
就要拉开序幕。据介绍，此次以“禾雀花开·醉美清
溪”为主题的“赏花行”活动，设计了生态吸氧游、乡
村体验游和亲子休闲游等特色旅游项目。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并指出“加强对雾霾形成机理研究，提高
应对的科学性和精准性”。这既是对雾霾宣战的动员令，也是对雾霾研究的再部署。

中科院近期发布的灰霾研究进展显示：空气质量总体向好，但远未达到拐点，复合污染大抵消了治理效果，风速减小成
为“帮凶”，机动车尾气对霾的“贡献”被低估⋯⋯因此，必须廓清对灰霾的认识，突破关键的科学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寻找
出最佳的雾霾治理方案。

右图 北京的空气质量在改善，但还未达到拐点，图为北京金
融街购物中心一角。

本报记者 韩 霁摄

左图 去年 12 月 18 日，在中建
三局北京通州 10 片安置房项目现
场，工作人员用雾炮抑制扬尘。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