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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大气十条》实施五年目标超额完成

京津冀 PM2.5 浓度下降近四成
《大气十条》实施五年来，我国全面实现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京津冀区域 PM2.5
浓度平均下降四成，“人努力， 天帮忙”， 而前者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起到决定性作
用，占比高达八成。 在昨天的环保部例行发布会上，环保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环保部
正在制定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重点突破联防联控，解决重污染天气，实现
空气质量好转，将有时间表和量化指标。

成绩单
国家“大气
十条” 第一阶段
已经在去年底收
官， 各项空气质
量改善目标全面
实现：

地区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北京

2017 年 PM2.5 平均浓度
64 微克 / 立方米
44 微克 / 立方米
34 微克 / 立方米
58 微克 / 立方米

比 2013 年下降
39.6%
34.3%
27.7%
35.2%

北京治理机动车污染是“
靶向治霾”
问：针对有记者提出的北京去年在没有采取单双号限行等措施下，大气治理
仍然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是否意味着机动车污染被“夸大”了？
答： 环保部大气环境管理
刘炳江表示，中国的机动
车排放影响就进一步凸现出来
司司长刘炳江说，北京去年空 了。他表示，多个国家级团队的 车现在每年增加近 3000万辆，
气质量明显改善，既有几年来 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 而且数量还在持续增长，氮氧
自身的不懈努力，也有周边 是 机 动 车 排 放 是 当 前 北 京 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都
“2+26”城市共同做出的贡献。 PM2.5的第一来源，“ 北京把机 比较大。其中，机动车氮氧化物
北京已经从工业煤炭为主的排 动车污染治理作为今年工作的 排放量在全国氮氧化物排放总
放，转向了以生活为主的排放， 重点，我认为是精准施策、靶向 量中的占比目前已达三分之一
左右。
当主要矛盾变化的时候，机动 治霾。”

京津冀 PM2.5 平均浓度降近四成

周五起全市禁飞“低慢小”航空器
北京晨报讯（记者 何欣）
草丛或悬挂到树枝等易燃物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公安局治 品上，极易引发火灾。按照
安管理总队获悉，3月 2日零 2014年出台的《关于在北京
时至 3月中旬，在本市行政区 地区禁止生产销售燃放孔明
域内，高度从地面至无限高， 灯的通告》，在本市行政区域
划设临时空中限制区，禁止单 内禁止生产、销售、燃放孔明
位、组织和个人进行一切体 灯。对于非法生产、销售、燃
育、娱乐、广告性飞行活动和 放孔明灯的单位及个人，相
施放气球活动。对于其他性质 关部门可对其依法查处，情
的飞行活动，应当经军队、民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航空中管制部门批准后，方可 究刑事责任。
实施。
2017年 5月 14日 11时
据了解，“低慢小”航空器 许，昌平公安分局民警在巡控
是指飞行高度在 1000米以 工作中，发现北七家某小区内
下、飞行时速小于 200公里、 有一名男子进行无人机飞行
雷达反射面积小于 2平方米的 活动，民警当场将该人控制并
航空器具。主要包括轻型和超 带回属地审查。经查，该男子
轻型飞机（含轻型和超轻型直 张某系在某电商购买的无人
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 机配件，自己进行组装调试，
角翼、载人气球（热气球）、飞 当日在小区花园内进行试飞，
艇、滑翔伞、动力滑翔伞、无人 此飞行活动未经空中管制部
机、航空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 门批准。因张某在禁飞期间利
球、系留气球等 12类。
用无人机违规开展飞行活动，
此外，孔明灯利用明火加 且本人不具备飞行资质，昌平
热空气产生动力升空，且自重 公安分局以“无证驾驶航空
较轻，遇有阵风或碰撞高大建 器”对张某处以治安拘留 10
筑物后容易坠落，一旦掉落到 日处罚。
奥运会旗开启“中国之旅”

问： 空气质量改善总说一句话“人努力，天帮忙”。那么几分靠天、几分靠
人呢？
答：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
析，模型分析表明：相对于 2013 据来看的话，这两个重点区域
关联合中心副主任、中国工程 年，2017年因为气象条件略有 在最近五年降幅当中，“ 人努
院院士贺克斌介绍，针对大气 转好，可以导致 PM2.5在京津 力”占了 80%以上，而“天帮忙”
污染防治的重点地区，来自气 冀下降 5%，在长三角下降 7%。 在 20%以下。就北京而言，2017
象、环境、能源等多个领域的院 但从实际监测数据来看，这五 年 PM2.5浓度下降 15微克，
士、专家最近开展了空气质量 年京津冀下降了 39.6%，长三角 “人努力”占了 70%，“天帮忙”
改善的气象因素影响定量分 下降了 34.3%。按照这两个数 大约占了 30%。

“2+26”城市超额完成双降 15%
问：攻坚行动要求“2+
26”城市在今年 3月底前实现 PM2.5平均浓度要同比
下降 15%以上，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 15%以上，目前效果如何？
答：刘炳江介绍说，
第一个目 降百分之二三十的都有。第二个 而上一采暖季同期是平均 9天，
标是 PM2.5浓度下降 15%，从最 目标，重污染天气下降更明显，严 重度污染天上一采暖季平均是
新的数据看，到目前为止不仅仅 重污染天从 2017年 10月 1日 27天，现在是 10天，这两个比例
是下降了 15%“，2+26”城市中下 到现在平均每个城市只有 2天， 远远超过 15%的目标。

“长三角污染由北方传输”不准确
问：1月份长三角和珠三角的 P
M2.5浓度上升，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受气象条
件影响从北方传输过来的，也有人认为是北方企业南迁导致的？
答：对此刘炳江表示，京津
谁、谁吹给谁的这种思想要不 煤改气、煤改电方向是正确的，要
冀确实有一些过剩的产能在限 得，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地 坚定不移推下去，这是当前中国
产，即错峰生产。但是从全国范 方人民政府对本地的环境质量 治理散煤污染最经济有效也最
围来看一个行业总产能的利用 负责。”
现实的途径。”刘炳江说，目前出
率，肯定各地有高有低。从统计
进入采暖季后，京津冀区域 现的问题更多还是统筹不够的
数据看，全国的钢铁产量增长了 一些村庄和社区出现了天然气 问题，环保部将在部际协调机制
3.8%，河北的产量下降了 2.3%， 气量不够、来气不稳等情况，对此 下加大解决力度。他表示，北方
江苏增长显著。他表示：“这实际 刘炳江说，一吨散煤排放的大气 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已经制
就是一种倒逼机制，当然，我们 污染物相当于一吨电煤排放的 定，目标也非常清晰，对“2+26”
也不希望污染企业向长三角区 15倍以上，2016年初《大气十 城市专门提出了目标任务，要积
域转移。这个问题可能我们要做 条》中期评估认为，散煤到了必须 极稳妥有序推进。
深度分析。但是对于谁传输给 要治理的阶段。“专家一致表明，
北京晨报记者 吴婷婷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吴婷

昨天，在古老的长城脚下，随
着北京冬奥组委秘书长韩子荣
将奥林匹克会旗交至延庆青少
年代表手中（如图），奥林匹克会
旗延庆之旅正式开启，这也是平
昌冬奥会闭幕后奥林匹克会旗
抵达北京后的首场活动。
奥林匹克会旗在 26日抵
达中国后的第二天，就来到了
八达岭长城脚下，赴一场冬奥
之约。2022年，中国首都北京
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举办夏
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
之城”。作为 2022年北京冬奥
会三大赛区之一的延庆区，将
承担高山滑雪、雪车、雪橇比赛
项目，建设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延庆冬奥
村和延庆山地新闻中心、颁奖
广场等五大场馆。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婷）

工程计划完成 60%、雪车雪橇
中心完成赛道 U型槽结构施
工、冬奥村和山地新闻中心结
构施工完成 50%。预计到 2019
年底，延庆将基本完成冬奥会
有关建设任务。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刚刚
结束平昌冬奥会的中国代表
团运动员代表，平昌冬奥会自
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亚军
获得者贾宗洋、自由式滑雪男
子空中技巧运动员张洋铭和
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运动员
史昊也来到现场。运动员们表
示，虽然经典瞬间值得我们铭
记，但更加期待在 2022年北京
冬奥会上取得好成绩。此外，《冬
奥·北京与冰雪文化》即延庆区
首届冬奥文化主题展览同时启
动。冬奥文化主题展览将连续举
办五届，持续到 2022年。
首席摄影记者 李木易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