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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灰霾污染成因与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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钰

( 环境影响评价杂志社ꎬ北京 １０００１２)
摘

要:近年来ꎬ北京市连续遭遇灰霾侵袭ꎬ空气质量达严重污染级别ꎬ引起北京市民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ꎮ 区域性污染加重了北京地区的污染状况ꎮ 北京市大气污染物扩散条件较差ꎬ灰霾污染治理难度较大ꎮ 梳理借
鉴欧美等发达国家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教训ꎬ借鉴国外治霾经验ꎬ建议北京市强化排放标准ꎬ严格排放监管ꎬ扭转
末端治理模式ꎬ减少煤炭消费ꎬ改善能源结构ꎬ采取区域协同控制策略ꎬ加快发展公共交通体系ꎬ提高城市交通效
率ꎬ利用科技创新引领 ＰＭ２.５ 减排ꎬ推进绿色城镇化建设ꎬ推进生物质能源化产业可持续发展ꎬ推广实施清洁高效
炉灶更新工程ꎬ动员全社会共同减排ꎬ加大治理财政投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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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Ｍ２.５ 污染是目前在中国城市倍受关注的空气

可直接产生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ꎬ造成空气污

污染问题ꎮ 近年来ꎬ北京市连续遭遇灰霾侵袭ꎬ空气

染ꎮ 在采暖增加能源消耗的冬季ꎬ燃煤因素所占比

质量达严重污染级别ꎬ引起北京市民以及社会各界

例进一步增大ꎬ如何减少燃煤和小炉窑产生的二氧

的广泛关注ꎮ 提速灰霾综合整治ꎬ需要从源头抓起ꎬ

化硫、氮氧化物及颗粒物排放ꎬ是削减大气污染物和

创新污染治理办法ꎬ扭转末端治理模式ꎬ以有效改善

解决灰霾问题的关键ꎮ

首都空气质量ꎮ

１

综合来看ꎬＰＭ２.５ 的产生与能源消耗密切相关ꎬ

引发灰霾污染的主要原因

能源消耗产生的 ＰＭ２.５ 估计占 ＰＭ２.５ 总量的 ８０％

灰霾主要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

盐、有机气溶胶等ꎬ其余为道路扬尘、建筑扬尘和秸

物组成ꎮ 灰霾对于公路、铁路、航空、航运等交通运
输产生重要影响ꎮ 不仅如此ꎬ灰霾还会造成空气质

左右ꎬ包括直接排放、二次反应产生的硫酸盐和硝酸
秆焚烧等ꎮ 能源消耗产生的 ＰＭ２. ５ 的数量取决于
能源消费结构ꎮ 从能源消费结构看ꎬ北京灰霾天气

量下降ꎬ影响人体健康ꎮ 灰霾中直径小于 ２.５ 微米

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来源于燃煤废气排放、油品燃烧

和肺叶中ꎬ引起鼻炎、支气管炎等病症ꎬ长期处于这

北京市灰霾污染具有典型的压缩性、复合型和

的气溶胶粒子能直接进入并粘附在人体上下呼吸道
种环境下还会诱发肺癌ꎮ

废气排放等途径ꎮ
区域性特征ꎬ是由不利气象条件和区域性污染共同

灰霾天气形成原因较为复杂ꎬ一般在气压偏低

造成的ꎮ 北京市地处内陆ꎬ且处于盆地地带ꎬ扩散条

的静风天气ꎬ由于在高空形成逆温层ꎬ大量废气笼罩

件差ꎬ大气环境承载能力有限ꎮ 随着城市规模不断

在近地面无法扩散ꎬ从而形成灰霾天气ꎮ 灰霾天气

扩大ꎬ人们生产生活高度集中ꎬ工业、燃煤、交通、建

季节分布基本是冬多夏少ꎬ这是由于冬季受大陆高

筑、城镇等活动带来大量污染物集中排放ꎮ 一旦遇

压控制ꎬ大气层结相对稳定ꎬ易于在低层大气中富集

到不利气象条件ꎬ便会造成严重的灰霾污染ꎮ

气溶胶粒子ꎬ产生灰霾天气ꎮ
据调查ꎬ燃煤排放和汽车尾气是造成灰霾的两
大主要因素ꎮ 灰霾中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是燃煤、机
动车尾气、餐饮油烟以及粉尘挥发物ꎬ其中煤炭燃烧

秸秆焚烧较为集中ꎬ是本次区域性重污染形成

不可忽视的因素ꎮ 根据环境保护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初
对秸秆焚烧的卫星遥感监测ꎬ由于北方地区逐渐进
入秋收季节ꎬ除天气和区域性污染的互相影响ꎬ２０１４
年国庆期间部分省市秸秆焚烧集中ꎬ秸秆薪柴直接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１０

燃烧ꎬ导致大量粉尘颗粒物等有害物质直接排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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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ꎬ北京市的灰霾是由当地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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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ꎬ但与此同时ꎬ与周边地区天津、河北等地的
污染物排放亦不无关系ꎬ区域性污染加重了北京地
区的污染状况ꎮ京津冀总面积占全国面积的

部改为天然气车辆ꎬ即相当于改造超过 １００ 万辆小
轿车ꎬ治理机动车尾气排放需要突出重点ꎮ

ＰＭ２.５ 为局地污染与区域污染相互累积的结

２.２６％ꎬ却承载 了 全 国 １０％ 的 人 口ꎬ 过 高 的 人 口 密

果ꎬ控霾仅靠北京市自身任何一个方面不能完全解

度、经济活动产生巨大的能源消耗ꎬ由此产生的废气

决问题ꎮ 目前北京煤改气工作推进较快ꎬ但与此同

是北京市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ꎮ

时ꎬ河北煤炭消耗量居高不下ꎬ也对北京造成较大影

２

响ꎮ 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对加快全国油品质量升级工

采取的控霾行动以及现存问题

作进行了全面部署ꎬ制定了具体时间表ꎮ 目前北京

能源消耗和生产必然带来排放增长ꎬ北京市大

已开始实施京Ⅴ标准ꎬ但周边的天津、河北仍在使用

气污染严重与能源活动密切相关ꎮ 北京及周边地区

国Ⅲ标准ꎮ 为加快控霾进程ꎬ需要多管齐下ꎬ进一步

人口稠密ꎬ经济发展迅速ꎬ能源消耗每年还在持续增

加强区域联防联控ꎬ实现京津冀地区联动ꎬ推进更严

长ꎬ以往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灰霾污染治理

格的油品标准ꎮ

任务艰 巨 繁 重ꎮ 从 目 前 情 况 看ꎬ 北 京 市 要 实 现 到

农村地区燃煤及燃烧秸秆、低效烧柴产生的污

２０１７ 年 ＰＭ２.５ 浓度下降 ２５％以上、控制在 ６０ 微克 /

染物排放占灰霾主要组成物总量的 ２５％以上ꎬ也是

污染问题将是一个长期过程ꎮ

村人口约占总人口比重的 ４１％ꎬ农村能源关系到区

立方米左右的目标ꎬ任务较为艰巨ꎬ解决北京的灰霾
北京冬春季空气质量明显不如夏秋季ꎬ主要原
因更在于冬春季因取暖燃煤量大ꎬ排放的污染物扩

造成灰霾天气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京津冀地区农
域内 ２ / ５ 以上人口的生活用能供应ꎮ 京津冀山区农

村蕴藏大量作物秸秆、薪柴等生物质资源ꎬ传统生物

散速度更慢ꎮ 燃煤锅炉排放废气是大气主要污染源

质能在区域农村能源消费中仍占主导地位ꎮ 据统

之一ꎮ 小型燃煤锅炉燃烧效率低ꎬ排放的硫氧化物、

计ꎬ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农作物秸秆年产生量约 ６ ６００

氮氧化物等污染物远高于大型锅炉ꎬ因此下一步需
要重点解决小型燃煤锅炉的减排问题ꎮ
从解决京津冀地区灰霾问题角度出发ꎬ如将烧
煤改烧天然气ꎬ按热值计算ꎬ大约 ６５０ 立方米天然气

万吨ꎬ在焚烧秸秆过程中ꎬ大气中硫氧化物、氮氧化
物及颗粒物含量达到高值ꎮ 对于农村用能造成的灰
霾污染也需要加严控制措施ꎮ
能源化利用是近年来国内外对生物质较为推崇

相当于 １ 吨煤ꎬ如替代 １ 亿吨煤ꎬ则需要增供天然气

的利用方式ꎬ目前包括生物质成型燃料在内的生物

要资金 ８００ 亿元ꎬ而按 ２.５ 元 / 立方米天然气计ꎬ则

源 发展规划ꎬ到２０２０年生物质固体燃料产量将达

６５０ 亿立方米ꎮ 按 １ 吨煤 ８００ 元计ꎬ１ 亿吨煤大约需

质燃料是国际公认的清洁能源ꎮ 根据国家生物质能

天然气费用高达 １ ６２５ 亿元ꎮ 而且从海上进口液化

５ ０００ 万吨ꎮ 按同等热值计算ꎬ１０ 万吨生物质成型

进口管道天然气在口岸价格均高于 ２ 元 / 立方米ꎬ加

放ꎬ有效避免农村地区“ 烟雾缭绕” 的污染问题ꎮ 目

天然气到岸价已经达到 ４ 元 / 立方米ꎬ俄罗斯等国家

燃料可替代 ７ 万吨煤炭ꎬ有效降低二氧化硫、烟尘排

上数千公里管输费用ꎬ从经济和供应角度看ꎬ全部实

前国务院、发改委、环境保护部等部门涉及节能减排

施煤改气难度较大ꎬ因此应立足于煤的洁净燃烧ꎬ并

和大气污染防治的文件政策均明确支持生物质成型

尽最大限度增加天然气使用量替代部分煤炭ꎮ

燃料发展ꎮ « 可再生能源法» 第 １６ 条规定ꎬ“ 国家鼓

自 ２００８ 年起北京市开始淘汰黄标车ꎬ制定报废

补贴政策ꎬ加快淘汰高排放老旧机动车ꎬ淘汰老旧机

励清洁、高效地开发利用生物质燃料” ꎮ 国务院发
布的« 节能减排“ 十二五” 规划» 关于“ 重点区域淘汰

动车取得明显成效ꎬ２０１３ 年已提前完成“ 十二五” 期

低效燃煤锅炉” 中明确要求ꎬ“ 推广使用天然气、煤

间淘汰 ４０ 万辆高排放老旧机动车的目标ꎮ 但目前

制气、生物质成型燃料等清洁能源” ꎮ 然而根据北

老旧机动车将淘汰 ３０ 万辆ꎬ到 ２０２０ 年将再淘汰 ９０

行) » ꎬ生物质成型燃料则列为高污染燃料ꎬ禁止在

一辆公交车尾气污染物排放量相当于 ５０ 辆以

２０１５ 年 ＡＰＥＣ 会议与 ９ 月 ３ 日“ 阅兵” 活动期

这项工作仍未结束ꎬ按计划 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高排放的
万辆ꎬ下一步仍需加大淘汰老旧机动车力度ꎮ

上小汽车的排放量ꎬ如将北京市 ２.１ 万辆公交车全

京市政府印发的«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方案( 试
北京主要地区应用ꎮ

间ꎬ良好的空气质量让人们享受到了 “ ＡＰＥＣ 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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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 阅兵蓝” ꎮ ８ 月 ２０ 日至 ９ 月 ３ 日阅兵纪念活动期

源在能源供应中占 １５％ 的目标ꎬ 降低 对 石 油 的 需

同比下降 ７３.１％ꎬ连续 １５ 天均为一级ꎬ创下 ＰＭ２.５

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是世界闻名的公害

间ꎬ北京市 ＰＭ２.５ 平均浓度仅为 １８ 微克 / 立方米ꎬ
监测以来历史最好纪录ꎮ 但要保持这种美丽的蓝天
则需要持续不懈的努力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新修订的« 大气污染防治法»

通过ꎮ 新修订的« 大气污染防治法» 提出ꎬ要以改善

求ꎮ

事件之一ꎮ 在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的一次光化学烟雾事件
中ꎬ洛杉矶市 ６５ 岁以上的老人死亡 ４００ 多人ꎮ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ꎬ由于大气污染和高温ꎬ许多人出现眼睛痛、
头痛、呼吸困难等症状ꎮ 洛杉矶盆地糟糕的空气质

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ꎬ并规定了地方政府对辖区大

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数以百万计的私家车和四

气环境质量负责、环境保护部对省级政府实行考核、

面环山对烟雾的阻隔效应ꎮ

未达标城市政府应当编制限期达标规划、上级环保

为治理空气污染ꎬ美国多管齐下ꎬ制定科学标

部门对未完成任务的下级政府负责人实行约谈和区

准ꎬ加强立法保障ꎬ实行政府监督ꎮ 美国环保署针对

域限批等相关制度措施ꎬ这为大气污染防治全面转

发电站、机动车等微小颗粒物排放源发布规范和指

向以质量改善为核心提供了法律保障ꎬ但具体落实

导ꎬ其中包括对公共汽车和轻型卡车使用清洁能源ꎬ

这部新修订的« 大气污染防治法» 仍需各方面的不

减少排放ꎻ对柴油发动机执行多层次的废气排放标

解努力ꎮ

准ꎬ要求发动机生产商制造符合先进排放控制标准

３

可资借鉴的国外治霾经验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ꎬ由于天气寒冷及无风的气象条

的产品ꎬ从而使废气排放减少 ９０％以上ꎮ 美国公民
可对 ＰＭ２.５ 标准监控程序进行监督ꎬ根据公布的监
测统计数据ꎬ参与所在州环保机构举行的公共听证

件ꎬ以煤烟为主的空气污染导致英国伦敦形成厚重

会ꎮ 通过实施清洁空气法、调整产业和能源结构、加

的灰霾ꎬ大约 ４ ０００ 人因为呼吸道疾病等原因死亡ꎬ

严排放标准等措施ꎬ实施严格的车辆尾气排放标准

重的空气污染事件ꎬ推动了 １９５６ 年英国« 清洁空气

大幅 降 低ꎮ 洛 杉 矶 空 气 污 染 “ 红 色 预 警” 天 数 在

１０ 万人生病ꎮ 这起事件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严

和强制性烟雾监测ꎬ洛杉矶 ＰＭ２.５ 等污染物排放量

法案» 出台ꎬ采用控制燃煤消费总量及推广使用可

１９７５ 年高达 ２００ 天ꎬ到 ２０１０ 年减少到仅 ３ 天ꎬ尽管

再生能源等措施ꎬ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ꎬ加
强疏散大气污染物ꎻ大规模改造城市和农村居民的

同期私家车数量增加了近两倍ꎮ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ꎬ德国也曾面临较为严重的

传统炉灶ꎬ减少煤炭用量ꎬ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

空气污染问题ꎮ 德国从工业产品入手ꎬ积极研发替

化ꎮ 并在伦敦市区内设定“ 烟尘控制区” ꎬ区内工厂

代技术ꎬ大力发展新能源车ꎬ用技术手段限制排放ꎬ

不允许燃煤ꎬ以煤为燃料的电厂等企业必须搬离市

促进能源转型和清洁能源开发ꎬ减少对传统能源依

区ꎬ市民也不准烧煤取暖ꎮ 政府加大投入改善燃煤

赖ꎮ 德国主要采取了三大战略治理空气污染:首先

质量ꎬ即便是在郊区的燃煤企业生产用煤也要达标ꎬ

是制定空气质量标准ꎬ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及污染防

居民生活取暖统一改为采用天然气ꎮ

治方案ꎻ其次是用技术等手段限制污染物排放ꎬ包括

英国还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ꎬ鼓励市民绿色

关停污染源ꎻ三是完善监管机制ꎬ针对具体污染物规

出行ꎮ 以伦敦市区地铁系统为例ꎬ自 １８５６ 年伦敦市

定排放上限ꎮ 在出现严重空气污染时ꎬ首先对于某

间距离平均 １.５ 公里ꎬ可方便居民步行到达地铁站ꎮ

行驶ꎮ 同时限制或关停大型锅炉和工业设备ꎮ 此

首条地铁线开建至今ꎬ地铁站数目已超过 ２７３ 个ꎬ站

类车辆实施禁行ꎬ或在污染严重区域禁止所有车辆

伦敦地铁总长度达 ４００ 公里ꎬ并且地铁线均延伸至

外ꎬ关闭城市内的建筑工地也有助缓解污染ꎬ并避免

市郊ꎬ方便住在郊区的居民乘坐地铁出行ꎬ鼓励市民

在火炉中焚烧垃圾ꎮ 经过数十年持之以恒的治理行

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出行ꎬ搬离市区居住ꎬ有效降低市

动ꎬ德国已基本解决这一问题ꎮ

区人口密度ꎬ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ꎮ 自 ２００３ 年

地处意大利波河平原腹地的米兰曾被世界卫生

起ꎬ伦敦市对于进入市中心的私家车征收拥堵税ꎬ私

组织列为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之一ꎮ 米

家车需要加装尾气净化装置ꎮ 目前伦敦市仍在推进

兰人口密集ꎬ周围工业及农业生产活动频繁ꎬ城市上

能源升级换代ꎬ近期目标是在 ２０２０ 年实现可再生能

空类似“ 厚毯子” 的逆温层厚度达 ３００ 米ꎬ不利于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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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消散ꎮ 在米兰ꎬ大概每两个人拥有一辆汽车ꎬ为控

题ꎬ借鉴国外治霾经验ꎬ建议减少煤炭消费ꎬ改善能

制汽车尾气排放ꎬ当地政府在市中心增设交通管控

源结构ꎬ提高排放标准ꎬ推进区域联动减少污染ꎬ在

区ꎬ加收交通拥堵费ꎮ 据统计ꎬ这项政策实施后管控

全社会形成合力持续推进ꎬ以显著减少灰霾天气的

区内车辆减少 ３０％ꎬ外围地区车辆使用量减少 ７％ꎮ

发生ꎮ 具体来说ꎬ建议采取以下相应的灰霾污染防

米兰市还增加集中供暖面积ꎬ定期检查供暖设备能
耗使用情况ꎬ从而取得良好效果ꎮ

控措施:
(１) 实行严格标准提升环保水平ꎬ强化排放标

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曾是全球最著名的“ 八

准ꎬ完善削减燃煤管理制度ꎬ严格排放监管ꎮ 降低煤

大公害” 事件之一ꎮ １９５５ 年以来ꎬ四日市石油冶炼

炭消耗总量ꎬ通过严格控制煤炭使用ꎬ多措并举ꎬ突

和工业燃油产生的废气严重污染城市空气ꎬ烟雾中

出重点分步实施ꎬ有效治理燃煤污染排放ꎬ提高煤炭

飘浮着多种有毒气体和有毒金属粉尘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高效清洁利用水平ꎬ将煤炭消费量控制在生态环境

１９９６ 年到 ２００６ 年间ꎬ东京 ６３３ 名大气污染公害受

禁止原煤散烧ꎬ逐步淘汰煤球、蜂窝煤等分散使

年代中期后ꎬ日本大气污染公害事件受害人数激增ꎮ

和空气质量承受范围内ꎮ

害者向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首都高速道路公团以

用方式ꎬ强制淘汰燃烧效率低下的小型燃煤锅炉ꎮ

及丰田汽车等 ８ 家汽车公司提起诉讼ꎬ推动了日本

对燃煤炉具、采暖炉及 ２ 吨以下非集中供热锅炉实

２００９ 年公布 ＰＭ２.５ 环境标准ꎬ规定 ＰＭ２.５“ 年平均

所有燃煤电厂和锅炉房进行清洁替代或升级改造ꎮ

方米以下” ꎮ ２０００ 年东京都制定相关条例ꎬ规定达

能源设施ꎮ

前日本首都圈已发展为 ９ 都县市蓝天网络组织ꎬ定

能源和新能源利用规模ꎮ 增加天然气使用量ꎬ加速

ＰＭ２.５ 排 放 立 法 和 空 气 污 染 治 理ꎮ 日 本 环 境 省

施更新换代工程ꎬ推广应用优质无烟低硫型煤ꎮ 对

值在 １５ 微克 / 立方米以下ꎬ日平均值在 ３５ 微克 / 立

在中心城区及远郊城镇新建项目全部采用清洁高效

不到 ＰＭ２.５ 排放标准的柴油机汽车禁止行驶ꎮ 目

转变能源发展方式ꎬ优化能源结构ꎬ扩大可再生

期在高速公路入口及休息区进行相关检查ꎮ

欧美等发达国家还大力发展生物质能等可再生
能源ꎬ替代煤炭等化石能源ꎮ 近年来ꎬ全球生物质成

推进煤改天然气工程ꎬ替代部分煤炭使用量ꎬ提高煤
炭直接发电比重ꎮ
(２) 推进区域性协同防治ꎬ采取区域协同控制

型燃料消费量超过 １ ５００ 万吨ꎬ规模化利用主要集

策略ꎮ 借鉴北京奥运会和 ＡＰＥＣ 会议空气质量保障

拿大等国家ꎬ主要用于区域供热、发电厂及居民用户

加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领导小组ꎬ建立京津冀区域

采暖燃料ꎮ 以瑞典为例ꎬ生物质成型燃料每年人均

联防联控长效机制ꎮ 在区域级大气联防联控机制之

消费量 ２００ｋｇꎬ 基本告别煤炭时代ꎬ 形 成 从 原 料 供

外ꎬ建议北京建立市区级污染联防联控机制ꎬ并在区

综上所述ꎬ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治理大气污染

染控制的区域协调和决策ꎮ 从源头抓起严格控制ꎬ

的经验教训ꎬ在措施对路、力度到位的前提下ꎬＰＭ２.５

在京津冀三地关停并转设备陈旧、规模小、排放量大

污染应是可控的ꎮ 与此同时ꎬ也需要认识到ꎬ治理

的企业ꎬ要特别注重重点源控制ꎬ特别是小规模水泥

ＰＭ２.５ 污染是一项长期行动ꎬ需常抓不懈ꎮ ２０ 世纪

厂、燃煤热电厂、钢铁厂等ꎬ对规模以上企业进行技

指标ꎬ１０ 年间 ＰＭ２.５ 浓度下降 ２７％ꎬ但洛杉矶等城

放总量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联合执法监管、重

中在欧洲和北美地区ꎬ如瑞典、芬兰、丹麦、美国、加

应、生产到终端用户的全产业链ꎮ

成功经验ꎬ建立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相关省级政府参

县开展示范试点ꎬ研究有效组织跨行政单元大气污

９０ 年代末期ꎬ美国开始把 ＰＭ２.５ 列为空气质量控制

术改造ꎬ严格控制新增扩建高耗能产业ꎮ 在区域排

市的空气治理行动仍在持续ꎮ

大项目环评会商、环境信息共享等方面全方位加强

４

合作ꎮ

北京防控灰霾污染综合对策建议

(３) 加快发展公共交通体系ꎬ提高城市交通效

与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地处海滨的客观优

率ꎮ 加快公共交通推广动力和续航里程效果更为理

势地理条件相比ꎬ北京市处于盆地地带ꎬ大气污染物

想的 ＬＮＧ 汽车ꎬ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ꎮ 加快淘汰高

扩散条件较差ꎬ灰霾污染治理难度较大ꎬ需要抓紧行
动有所作为ꎮ 针对目前北京市存在的灰霾污染问

排放老旧机动车ꎬ强制淘汰老旧机动车尤其是黄标
车ꎬ通过缩短出租汽车报废年限和落实更严格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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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标准ꎮ 加强在用车辆污染控制ꎬ

分行业和企业的一两个指标ꎻ既要抓区域总量减排ꎬ

加大对重点行业和货运车巡查力度ꎬ加强对重点单

更要抓点源排放达标ꎮ 既抓固定源ꎬ也抓非固定源ꎮ

位和公交场站开展包括环保标志、排放达标、净化装

除控制工业企业等固定源外ꎬ也要严格控制机动车

置和执法检查ꎮ 发挥北京在油品质量升级方面的示

船等流动源和农业面源的污染物减排ꎮ 需要各级政

范作用和综合优势ꎬ加强京津冀三地联动ꎬ加快北京

府勇于担当ꎬ同时也需要环保部门监管到位ꎮ
(８) 加大灰霾污染治理财政投入ꎮ 中国环保投

周边地区国Ⅳ成品油全面推广ꎬ提速国Ⅴ标准实施ꎮ
(４) 利用科技创新引领 ＰＭ２.５ 减排ꎬ采用先进

资占 ＧＤＰ 比重仅在 １.６％ 左右ꎬ距离国际经验有效

推广能源新技术ꎬ加速行业大气排放标准制修订ꎬ以

建议北京市政府进一步加大灰霾治理技术与设施、

技术推进清洁发展ꎮ 加强新技术、新工艺攻关ꎬ普及

控制污染的 ＧＤＰ 的 ２％ － ３％ 的水平尚有一段差距ꎬ

能效标准为抓手ꎬ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ꎮ 鉴于

电动车等新能源机动车推广等大气污染防控的财政

非重点行业、企业往往节能潜力更大ꎬ建议将工业节

投入ꎬ并由此发挥引领作用ꎬ吸引民间投资等社会各

能减排行动从重点行业、企业扩展到所有行业及中

界防控灰霾污染的环保投资ꎮ
(９) 倡导全社会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ꎮ 解决灰

小企业ꎬ从仅关注生产过程扩展到关注产品及装备
节能ꎮ

霾问题是政府、企业、公众的共同责任ꎬ需要全社会

(５) 推进绿色城镇化建设ꎬ加快推进绿色建筑

联动共同应对解决ꎮ 要倡导全社会共同节约能源ꎬ

行动ꎮ 防止和控制“ 城市病” 发生和蔓延ꎬ以综合承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ꎬ降低能源使用量ꎬ降低能源生

载能力为支撑ꎬ优化资源配置和城镇空间布局ꎬ控制

产、使用环节的污染物排放量ꎬ充分利用公共交通ꎬ

城市规模ꎬ将绿色指标体系融入城市规划建设ꎬ将工

减少机动车使用和私家车上路ꎬ切实降低日常生产、

业园区、企业、医院和高等学府等设施向周边中小城

生活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量ꎮ 既要企业改变生产方

镇分流转移ꎮ 对于居民区、办公楼等现有城市建筑

式ꎬ守法达标ꎬ还要公众转变生活方式ꎬ人人参与ꎮ

深化推进节能改造ꎬ降低能源消耗量ꎮ

同呼吸、共命运ꎬ大家共同携手留住美丽蓝天ꎬ从而

(６) 加快推进农村能源清洁化利用ꎮ 在京津冀

乡镇地区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ꎬ严格禁止秋季焚烧

使“ ＡＰＥＣ 蓝” 与“ 阅兵蓝” 成为“ 持久蓝” ꎮ

秸秆ꎮ 鼓励农民因地制宜合理利用秸秆等生物质燃
料ꎬ例如实行秸秆还田改良土壤ꎮ 建议制定农户冬
季采暖利用新能源补贴政策ꎬ鼓励农户使用新能源ꎮ
推动生物质燃料能源化ꎬ高效利用农村生物质
能源ꎬ推进生物质能源化产业可持续发展ꎮ 优化生
物质燃料能源化政策ꎬ就生物质成型燃料是否为高
污染燃料进行深入论证研究ꎬ如果事实证明生物质
燃料能源化利于防控灰霾ꎬ建议进一步推广生物质
固体成型燃料及沼气利用ꎬ替代乡镇地区煤炭、薪柴
和秸秆燃烧ꎬ带动成型燃料产业规模化发展ꎬ推进成
型燃料集中调度、配送与交易ꎮ 推广实施清洁高效
炉灶更新工程ꎬ推广普及节能炉具锅炉ꎬ改善农林废
弃物燃烧性能ꎬ实现清洁高效燃烧ꎮ
(７) 切实落实新修订的« 大气污染防治法» ꎬ以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ꎬ依法确保地方政府对辖
区大气环境质量负责、环保部对省级政府实行严格
考核等一系列监管制度措施到位ꎮ 既抓重点污染
物ꎬ也抓其他污染物ꎮ 全防全控改善大气质量要从
质量改善的需要倒推环保工作重点ꎬ而不局限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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