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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实施新标161个城市超九成空气质量未达标

大气治污考核办法出炉 PM2.5及PM10浓度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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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部公布了2014年上半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已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的161个城市中，仅舟山、深圳、珠海、湛江、云

浮、北海、海口、三亚、拉萨9个城市达标，其余152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均未达标。未实施新标准的166个地级以上城市中，

有105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达标城市比例为63.3%，同比降低7.1个百分点。

      据了解，2014年上半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327个城市均开展了空气质量监测。其中，包括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的161个城市实施了新空气质量标准，开展了PM10、PM2.5、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及臭氧等六项

指标的监测；166个城市尚未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仍对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三项污染物开展监测。

      环保部公布的环境质量状况显示，首批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和各直辖市、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市，以及环保重点城市和环保模范城市中，共对74个城市每月进行排名并公布，城市达标天数比例在11.7%—97.2%之

间，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60.3%。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39.7%。

      据了解，与2013年同期相比，随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相关措施的落实，同时受气象条件利好影响，74个城市总

体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平均达标天数比例由58.7%上升为60.3%，提高1.6个百分点。其中，京津冀区域空气质量明显改善，13

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提高3.2个百分点；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比2013年略有下降。从重污染天气发生

情况看，2014年2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发生一次空气重污染过程，但与2013年相比，空气重污染发生的频次、持续的时间和

污染的强度均明显降低。

      环保部公布的环境质量状况显示，2014年上半年，国家重点监控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结果表明，国控重点污染源主要污染物

排放达标率同比略有降低。2014年上半年，共监测国控废气污染源3631家，达标率为85.4%，同比降低2.6个百分点。

      8月1日从环境保护部获悉，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

情况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要求，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能源局六部门联合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

办法(试行)实施细则》。

      依据实施细则的计分方法，国家将对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分别评分，两项评分均实行百分制。其中，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

区域、珠三角区域共10个省区市评分结果为两类得分中较低分值；其他地区评分结果为空

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分值。实施细则的总则规定，考核结果将被划分为优秀、良好、

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评分结果在90分及以上为优秀，70分至90分为良好，60分至70分

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根据实施细则，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考核将以

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两项指

标年均浓度下降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作为重要依据。

两项指标考核年均浓度与上年相比不降反升的，

均计0分。

摘自《新华网》2014-08-07

摘自《北京晨报》2014-08-04



京津冀“治气”明确行业重点任务及保障措施

中国环境报
2014-07-31

大气污染考核目标进一步细化 2015年PM2.5降35%

经济日报
2014-07-28

      为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治理，贯彻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工作部署，环

境保护部日前组织制定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开展电

力、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行业（以下简称四个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行动。

　　据了解，此次行动将按照“分业施策、分类指导”的原则，要求四个行业按期完成脱硫、脱硝、除尘设施

建设，大幅度减少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京津冀及周边地区492 家企业、777条生产线或机组要全部建成满足排

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的治污工程，设施建设运行和污染物去除效率要达到国家有关规定，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烟粉尘等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均要较2013年下降30%以上。

　　根据有关要求，行动确定了五大重点任务：
　　一是加快火电企业脱硫脱硝除尘改造。

　　二是抓紧钢铁企业脱硫除尘设施建设。

　　三是加大水泥企业脱硝除尘改造力度。

　　四是推进平板玻璃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五是加强环保监控设施建设。

　　为确保治理行动的顺利开展，环境保护部同时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成立四个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治理行动的推进实施。

      二是落实政策措施。严格执行《燃煤发电机组环保电价及环保设施运行监管办法》，落实脱硫、脱硝、除

　　尘电价。

      三是强化监督管理。各地要加强日常督查和执法检查，建立季度报告制度，及时跟踪调度四个行业大气污

　　染治理项目进展情况。

      四是严格考核问责。国家将把各地和有关企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情况纳入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和《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考核范畴。

      为了更好落实“大气十条”的政策效果，《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考核目标、考核办法等方面的内容。如，

在考核要求的设定上，《实施细则》指出，2013年度不考核PM2.5年均浓度下降比例，2014、2015、2016年度

PM2.5年均浓度下降比例达到《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核定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10%、35%、65%。

      此外，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指标的设定上，《实施细则》也遵循紧扣“大气十条”任务要求的

原则，尽可能具备可操作性，重点选择空气质量改善效果显著的措施，提出评价指标，细化评价要点。以“燃煤

小锅炉整治”为例，其指标划分为“燃煤小锅炉淘汰”、“新建燃煤锅炉准入”两项子指标，并进一步规定：2015

年，累计完成燃煤小锅炉淘汰总任务的50%；2016年，累计完成燃煤小锅炉淘汰总任务的75%；2017年，累计完

成燃煤小锅炉淘汰总任务的95%，确有必要保留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出具书面材料说明原因。

      “《实施细则》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即更加细化、更具操作性。”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表示，

此前的“大气十条”尽管严厉但不够具体化，缺乏可操作性，而《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各项目标和举措，进一

步明确了各地的工作责任，这对于严格落实“大气十条”起到促进作用，也解决了目前有些地方政府或部门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无从下手的困境。

      柴发合认为，“‘大气十条’实施情况考核不仅是对地方的考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检验相关职能部门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实绩。《实施细则》的实施具有综合效应，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进

程，十分有利于改善我国空气质量。”

行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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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bspark 750型
火花光谱仪功能和原理

型号：Labspark

产地：中国

   应用领域：

冶金、铸造、金属加工、汽车制造、有色、

航空航天、兵器、化工等领域的生产过程

控制，实验室成品检验等。

   主要用途：

用于Fe、Al、Cu、Ni、Co、Mg、Ti、

Zn、Pb等多种金属及其合金样品分析，

可对片状、块状及棒状的固体样品中的非

金属元素（C、P、S、B等）以及金属元

素进行准确定量分析。

   主要技术指标：

焦距750mm；谱线范围120-800nm；高

能预火花光源，激发频率300-1000Hz；

采用真空光学系统，光电倍增管检测器；

光栅刻线2400条/mm；工作环境：温度

10-40℃；湿度＜80%；整体出射狭缝，

预留240条；重量：350kg。

2 烟气分析仪

型号：Vario Plus  增强型烟气分析仪

产地：德国

   应用领域：

适用于航天、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

环保等燃烧设备的烟气监测，发动机、汽车

和汽轮机的排放测试，大学、科研机构开展

工艺及装备性能研究测试等。

   主要用途：

测量O2、CO、SO2、NO、NO2、H2S、H2O

等气体组分含量；连续检测烟气温度、差

压等环境物理参数；计算CO2、NOx、过

量空气系统、燃烧效率、排烟热损失、烟

气/露点等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气体测量范围，O2为0-21.00%，CO为

0-10000ppm，NO为0-5000ppm，SO2

为0-5000ppm，NO2为0-1000ppm，H2S

为0-500ppm；温度测量范围，环境温度

上限100℃，烟气温度1700℃(可选);压力

测量范围±100.00MPa；烟气流速为

3-100m/s。

3 赛多利斯电子天平

型号：BAS124S

产地：德国

   应用领域：

适用于工矿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

医药卫生等单位。

   主要用途：

精确称量出物品的质量。

   主要技术指标：

前置式水平仪，防静电涂层玻璃防风罩能

有效地屏蔽外界静电荷的干扰；五面玻璃

防风罩，视野清晰；超级双杠杆单体传感

器；40MHz高速微处理器MC1，测量结

果更快；最新SMT技术，线路集成度更

高；内置RS232接口，符合GLP标准；下

部吊钩，满足大体积称量。

量程：120g；可读性：0.1mg；秤盘尺寸：

90mm；重复性：≤0.1mg；线性：≤

0.2mg；校准方式：内校。

基础检测设备系列之精密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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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量流量计

型号：FLUXUS F601超声波流量计

产地：德国

   应用领域：

各类工业场合，特别是化工、水及污水、

冷却及空调、工设施管理、航空工业。

   主要用途：

可在线测量液体介质流量，自动进行温度

补偿。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管径范围DN6-6500，壁厚探头分辨

率为0.01mm；测量温度范围为—50℃至

400℃；流速范围为0.01-25m/s；新型手

持式创声道；锂离子电池可用14个小时；

防水等级IP65。

新型高效煤粉工业锅炉的

点火系统介绍
1 系统简介

2 基本配置

3 优势及特点

4 原理图

      新型高效煤粉工业锅炉的点火过程是通过点火器与引火燃

料在锅炉点火准备完成后，打开引火燃料阀门及点火开关，通

过引火燃料点燃煤粉，待煤粉火焰稳定燃烧后，关闭点火器的

过程。锅炉点火目的是使锅炉内部增压、升温，让煤粉进入炉

膛能够稳定着火、燃烧。目前，技术中心的点火系统按出力不

同分为气点火系统和油点火系统。气点火系统使用的引火燃料

是液化石油气；油点火系统使用的引火燃料是0#轻柴油。

      气路系统主要配置有供气系统、炉前阀门仪表、点火器、气

动推进装置、阀门检漏压力开关、火焰检测装置、吹扫及仪表

用风装置、管路及匹配的法兰等组成。

      油路系统主要配置有泵房油系统、炉前油阀门仪表、吹扫及仪

表用风装置、燃烧器点火系统总成（包括点火器、推动机构、油枪

等）、火焰检测装置、点火系统面板总成、管路及匹配的法兰

等。

      气点火系统能节省点火燃料成本及维护成本；不会存在冒黑

烟等情况，点火更环保；

      油点火系统点火能量大，稳燃效果好，自动化程度高。

气点火系统

油点火系统



山西省科技厅厅长张金旺一行就煤基领域科技创新工作
在山西蓝天调研

      8月6日，山西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张金旺一行在忻州市委常委梁洁和

市科技局领导的陪同下，莅临蓝天忻州基地实地调研。 

      张金旺一行领导实地参观了集团科技创新成果大成的专利走廊，详细了解

了蓝天“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环保部工程技术中心和山西省重点实验室”三

位一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在集团新型高效节能环保煤粉工业锅炉系统、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系统、

新型硅铝合金冶炼系统和煤基冷热电三联供系统沙盘前，张厅长细致听取了郎

凤娥董事长关于蓝天核心技术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系统汇报。

      在深入了解蓝天的技术现状后，张厅长充分肯定了蓝天的科技工作上的发

展思路，并对下阶段的技术开展工作进行了指导。他强调，科技创新是企业发

展的动力源泉，蓝天要继续紧抓科技创新，做好产品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

各项工作。

      张厅长鼓励蓝天继续在污染物超低限排放、余热深度回收领域继续加大科

技投入，力争做成本行业的龙头。并鼓励蓝天积极承担煤基科学的发展重任，

踊跃参与山西省煤基科技项目的实施。

      董事长秘书杨晓杰、集团战略发展中心总监岳树、副总工程师兼试验中心

主任王翼鹏一同参与了该活动。

蓝天动态

山西蓝天集团将携新型高效煤粉锅炉助阵2014上海国际锅炉展
      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工业锅炉分会及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主办

的“2014上海国际供热、锅炉暨生物质能展” (上海国际锅炉展)将

于2014年10月29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再度盛大开幕。

      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召，全国范围内已掀起了燃煤锅炉改造、

清洁能源替代的高潮，同时也直接带动着供热及锅炉行业又一次快

速发展和转型升级。乘节能减排强劲发展之势，山西蓝天集团携新

型高效煤粉工业锅炉强势来袭，助阵上海国际锅炉展。

      作为节能环保行业的领导者--山西蓝天集团一直致力于研究和推进煤炭燃烧技术及洁净煤供热技术，先后成立了“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环境保护燃煤工业锅炉节能与污染控制工程技术中心”及“燃煤工业锅炉高效洁净燃烧山

西省重点实验室”三维一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在全国率先大规模地推广和应用新型高效煤粉工业锅炉系统。

      山西蓝天集团自主研发的新型高效煤粉工业锅炉系统，是以煤粉燃烧为核心技术，采用煤粉集中制备、精密供粉、分

级低氮燃烧、炉内脱硫、水管或锅壳式锅炉换热、高效布袋除尘、烟气脱硫脱硝和全过程自动控制等先进技术，实现锅炉

系统的高效运行和洁净排放。新型高效煤粉工业锅炉的煤粉燃尽率高于98%，锅炉运行热效率高于90%，比传统锅炉节能

30%以上，烟尘≤30mg/m3、二氧化硫≤100 mg/m3、氮氧化物≤200mg/m3，低于国家排放标准，满足地方严格的环保要

求。

      公司的核心技术之一 “新型高效节能环保煤粉锅炉及大气污染物净化技术”被列为国家“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

程。为了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积极应对行业挑战，山西蓝天集团将于国内外相关企业聚首一堂，同谋行业发展，共探前

沿技术，实现全社会的“碧水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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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

      国家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6月13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

会议，研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建立多元供应体系。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

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

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立足我国国情，紧跟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以绿色低

碳为方向，分类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并同其他领域高新技术紧密结

合，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

      业内人士在解读上述中央精神时表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将是能源供给革命的重要组

成部分，清洁煤技术及市场有望进入发展快车道。

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短期难变
      煤炭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基础性能源，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中分别占约

70%、65%。数据显示，2012年，电力燃料用煤占煤消费总量的75%、钢铁用能用煤占煤消

费总量的85%、建材用能用煤占煤消费总量的71%、化工用能用煤占煤消费总量的40%。从

消费结构上看，电力用煤占煤消费总量的50%，钢铁用煤占煤消费总量的15%，建材用煤

占煤消费总量的16%，化工用煤占煤消费总量的7%，其他用煤占煤消费总量的10%。 

发展清洁燃煤技术，践行能源消费革命发展清洁燃煤技术，践行能源消费革命

      煤炭长期大规模利用所带来的污染十分严重，有统计显示，在主要污染物排放中，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占90%，氮氧化物占

75%，总悬浮颗粒物占60%，同时，每年还要排放数亿吨废渣，重金属超过2万吨，对人体危害很大。由此可见，燃煤带来的严重

环境污染，必须引起重视。

      在国家能源局列出的低碳能源技术中，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技术排在第一位，这主要指的就是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包括煤

的安全、高效、绿色开采，煤利用前的预处理，煤利用中的污染控制与净化，煤清洁高效发电和化学转化等诸多环节。

清洁燃煤技术项目受热捧
      据了解，山西蓝天集团一直致力于研究推进洁净煤燃烧技术，清洁燃煤项目正在全国多省市落地生根。在辽宁沈阳，新型高效

节能环保煤粉工业锅炉已让当地人们体会到了新技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据沈阳城市公用集团董事长孙连政介绍，沈阳城市公用集团作为全国第二大的供热企业，以往面临着锅炉热效率低，环境污染

大等问题。他们尝试了各种方式，最终认定新型高效节能环保煤粉工业锅炉是未来节能减排的主导方式。

      “从2013年开始，与山西蓝天集团进行合作，在全国率先大规模地推广和应用新型高效节能环保煤粉工业锅炉系统技术，取

代传统低效率、高污染的技术。去年共投入4.7亿元，新建和扩建了八座热源厂，总容量达到了590MW，通过这种颠覆传统供热方

式的技术革命，取得了很好的阶段性成果。”孙连政向记者表示。

      经测算，如果全国燃煤工业锅炉热效率都能提高25%，每年可以节煤2亿吨，减排效果非常显著。

      山西蓝天集团总裁郎鹏德表示，新型高效节能环保煤粉工业锅炉的煤粉燃尽率达到98%，锅炉运行热效率达到88%，经过污染

物控制和脱除等先进技术，使烟尘浓度≤30mg/Nm3、SO2浓度≤100mg/Nm3，NOx浓度≤200mg/Nm3。

      目前，由山西蓝天集团研发的新型高效节能环保煤粉工业锅炉，正在乌鲁木齐市、兰州市、沈阳市进行试点，实测数据显示，

与传统燃煤锅炉相比，新型锅炉节能30%以上，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均低于国家标准，满足严格的环保要求。

新型高效节能环保煤粉工业锅炉成套技术已成熟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研究员杜铭华介绍说，新型高效煤粉工业锅炉技术是一种先进工业锅炉换代技术，彻底改变了原

有工业锅炉装备和技术，集成了多种现代工业技术成果，并与网络技术结合，有利于实施社会化管理和服务。推广新型高效煤粉

工业锅炉系统，是实施洁净煤技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央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立足于我国能源禀赋状况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必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期，诸如新型高效

煤粉工业锅炉技术等清洁煤技术及设备必定会在能源消费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

    摘自《中国环境报》2014-0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