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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气污染罪魁祸首到底是啥？环保部给出官方答案

行业新闻
News

　　进入秋冬季，京津冀及周边开启雾霾模式，在刚刚过去的

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华北地区两遇持续多日的重污染过程。在

环保部每月的74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后十名的名单中，京津冀地

区常常占据十之六七。为什么华北地区污染这么严重？

　　昨天，环保部通报对华北22个城市（区）的环保督政结果

给出答案。通报指出，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致“工业围城”、

能源结构“一煤独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政府环保不

作为不到位等问题在华北地区一些城市比较普遍，重化产业是

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

重点关注

　　1、产业布局能源结构成瓶颈“工业围城”“一煤

独大”现象普遍

　　11月底至12月初，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刚刚经历了两次持

续多日的重污染过程。是谁贡献了超高的污染物浓度？相关专

家表示，就整个华北区域而言，原煤燃烧和工业排放是污染物

最主要的来源。而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华北地区“过重”的

产业布局和“一煤独大”的能源结构。

　　此外，在能源结构方面，除北京、天津外，华北地区煤炭

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近90%，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重化产

业是华北地区很多城市的支柱产业，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

因素；既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给环境治理带来巨大困

难。

　　2、环保基建滞后历史欠账多农村环保能力不足成

污染“重灾区”

　　一方面是重工业和重煤炭带来的超环境容量的污染排放，另一方

面却是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和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环保不作为、

不到位的放任。

　　环保部督查发现，在华北地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十

分普遍。多数城市对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环保基

础设施落后，历史欠账较多。城乡集中供热率普遍较低，清洁能源供

应不足，工业园区或产业集聚区小型自备锅炉常见，散烧煤大量使用，

致使冬季大气污染问题十分突出。

　　与此同时，一些企业环境违法违规问题依然常见。擅自停运治污

设施，甚至弄虚作假的情况时有发现，超标排放问题较为常见，突出

存在于焦化、玻璃等行业。

　　3、多地治污方案“流于形式”环保部门单打独斗情况仍

然突出

　　为什么多年的大气治理，而公众感受到的改善效果却并不明显？

环保部督查发现，各地治污方案落实、考核不力的情况仍然多见。在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许多地方有方案、没措施，有部署、没落实，

有考核、没问责，导致许多工作流于形式，难以取得实质性环境效果。

　　此外，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环保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县城或乡

镇的特色产业或支撑性产业往往也是排污大户，环保意识薄弱，加之

基层环保工作比较粗放，环保不作为、不到位的现象较为常见，环保

监管矛盾大。同时，环保部门单打独斗的情况仍然突出，其他有关部

门环保责任不落实与畏难松懈、推诿扯皮情况并存，散煤治理、扬尘

管控、油气回收、秸秆焚烧等工作常常进展缓慢，环境治理压力尚未

完全传递到有关部门。

摘自《京华时报》2015-12-15



京津冀应同心协力为治霾买单

行业新闻

　　近日，京津冀一体化相关规划方案陆续出台。本就引人注目的

主题，恰巧被置于一个看似突发事件的背景下——北京市首次发

布重度雾霾污染红色预警，更进一步提升了人们对京津冀区域协作

前景的关注度。

　　关于京津冀发展，有专家认为生态环境建设是最短的一块短板

和最大的一个瓶颈。愈演愈烈的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水

土流失、地下水位下降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京津两市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大量落后产能需要寻找出路，包括特

大型企业首钢在内的一些重化工企业近年大部分陆续搬迁到了河北

省，加上固有的钢铁、水泥、玻璃等重污染产业的庞大产能，河北

被公认为造成雾霾的“元凶”。全球钢铁产量“中国第一、河北第

二、唐山第三”的坊间笑谈，道出了河北经济结构转型之难。

　　造成河北产业单一、轻重失衡问题的，并非只是河北自己。北

京和天津因为首都和直辖市的特殊地位能获得更多的优质资源，使

得同一区域的高技术产业在河北难以落地，而京津两市就近转移到

河北的传统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产能，则进一步加重了河北的产

业失衡。无论全省钢铁产业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还是在财

政收入中的比重，或所容纳的就业人数，都决定了河北的去产能过

程必定痛苦而艰难。曾经被寄托过厚望的房地产景气不再，直至目

前，还没发现那个产业、行业能够像钢铁这样，长期稳固地支撑起

全省的经济发展。

　　较长一段时期以来，省际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谁的经济发展

快、总量大、质量优，谁就可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进而为本辖区

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从京津冀的情况来看，协同发展不仅是

中央的重大战略安排，也是三地突破发展瓶颈，共同面对资源、环

境、市场等问题的现实需要。当雾霾终于拉响红色警报，北京和天

津，不得不直面周边邻居发展落后给自己带来的杀伤，重新审视“

统一规划、协同发展”这一多年来被不断提起的老话题。

　　京津冀一体化相关文件显示，环保领域的一体化，将包括加强

区域机动车污染共治、严格控制区域煤炭消费总量、大力化解过剩

产能、实施炼油石化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程、津冀鲁共

同研究环渤海区域港口及船舶污染治理等内容。这些措施如能迅速

落实，将不仅可以使雾霾得到比较彻底的治理，也将给下一步生态

文明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雾霾问题与上述问题看似各自独立，其实是这些问题长期交

织、不断强化的结果，因此治理雾霾也不是将“霾源”一关了之

就能奏效。只有妥善解决河北的转型成本如何共担、区域发展成

果如何共享的问题，河北才有接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京津冀才能

真正走出“雾区”。

摘自《经济参考报》 2015-12-11



雾霾再袭华北绿色供暖需路径创新

行业动态

　　12月8日，北京市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根据预

报，7－9日，京津冀雾霾天气将呈现逐渐加重的趋势。刚刚散去

的雾霾，再次席卷华北地区。而11月上旬发生在东北的严重雾霾

天，也正值供暖全面开始之季。

　　综合环保部门的分析，冬季北方供暖大幅增加了污染物的排

放，又遇到不利天气条件，是近期东北、华北遭遇大范围雾霾的

重要原因。

　　记者了解到，沈阳每年燃煤量3000多万吨，其中60％消耗在

供暖上，占据空气污染物排放总量40％以上，PM2.5贡献率高达

60％。受燃煤供暖因素影响，去年污染超标天和雾霾天近六成发

生在供暖季节，PM2.5含量最大、严重爆表的3天，都是在供暖季

发生的。

　　在河北省，每逢采暖期，PM2.5平均浓度要比平时高出80％。

约占全年天数30％的采暖期，贡献了近50％的污染物。在山西

省，太原市冬季月均燃煤量约140万吨，是非采暖期月均燃煤量

的2.4倍，市区冬季燃煤排放对PM2.5的贡献率为42％。

　　电采暖、地源热泵采暖、燃气采暖、污水源热泵采暖……近

年来，北方许多地方探索供暖能源结构调整，尝试利用油、电、

气等清洁能源供暖。但记者调查了解到，绿色供暖之路并非一蹴

而就，遇到了成本高、不稳定等一系列新难题。

　　沈煤集团洁净煤利用项目负责人崔宏生告诉记者，按运行成

本分析，燃油供暖成本是煤粉的5倍，燃气供热成本是煤粉的2.5

倍，用电供暖成本是煤粉的1.8倍，经济性较差，如果能靠政府补

贴维持运行，则会给财政带来很大压力。

　　供暖企业开展环保改造也会增加运行成本，需要进一步研究

降成本措施。国电沈阳热电厂副总工程师陈海荣告诉记者，他们

企业承担了近1600万平方米的供暖面积，为了减少燃煤排放，去

年以来投资2亿多元，对6台锅炉进行大规模改造，采用氧化镁湿

法烟气脱硫、布袋除尘等环保技术，大幅降低了二氧化硫排放浓

度，达到超净排放标准。但是，每年因环保设备运行要增加三四

千万元成本，每平方米供暖成本因此会上升2元左右，如果煤价

再有上涨波动，会给企业运行带来一定压力。

　　据一些人士介绍，采用电能采暖，如果来源于煤电，其实也

没有完全解决污染问题，甚至可能因为二次转化加重能源浪费。

一些老旧小区存在管网老化、楼房保温不好等问题，热效率散失

较大。为了让老百姓家温度达标，供暖企业只能多烧煤，也增加

了排放。

　　据沈阳市供热办负责人介绍，绿色供暖，首先要实现供暖管

道和终端的节能保温改造，让热量少流失。对墙体、楼梯间门

窗、供热系统进行节能改造，可在同等燃煤基础上，平均提高室

温5℃左右。

　　其次，还要在供暖路径上进一步创新，加快研发和引进新技

术。由于煤炭仍将长期占据我国能源结构主体地位，立足于清洁

燃煤技术的应用，仍有进一步探索空间。

　　此外，还要在相关政策制度上进行改革，鼓励低成本、高效

率的清洁能源的运用。据了解，推广绿色供暖新技术需要大量一

次性投入，现有供暖企业担心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改造的积极性

低，应当进一步深化供暖市场改革，提高供暖环保准入门槛，政

府和市场双向发力，适当增加供暖补贴投入，推进技术改造，同

时加大执法检查，倒逼供暖主体向绿色供暖转型。

　　　　　　　　　　　　　　摘自《经济参考报》 2015-12-9



技术动态

　　挥发性有机化学物质

　　有些真正有毒的化学物质其实是“有机”的，这里的有机，指

的是这类化学物质中的碳 - 氢原子的结构。石油是有机化学物质

的混合物。挥发性化学物质很容易蒸发，即使是在没有加热的情

况下。

　　燃烧产物中含有有机化学物质，有些物质对人体而言十分糟

糕。汽车尾气，甚至是经过催化转换器处理之后的汽车尾气，就

是一箩筐致癌物。这些有毒化学物质的排放率取决于发动机效率

或者如锅炉这种的外部燃烧源的效率。这类物质几乎都不可见，

尽管有时它们确实能闻出来。

　　肉眼能否判断安全与否?

　　违章污染并不总是肉眼能看见的，但有时经过净化处理的气

流反而能看见。水经常被用来除去气体中的颗粒物或者酸性气

体，从而产生白色的烟雾。烟囱顶上可见的明火通常表明挥发性

有机化学物质经过燃烧，而没有在未经处理的情况下直接释放。

燃烧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但是可以把有毒物质变成相对无害

的气体。

【科普】烟囱里冒的都是什么东西？

　　路过工厂，看到白色的烟柱从烟囱中飘出来，普通人可能会

觉得他们看到了严重的污染问题。事实有可能是，但也有可能不

是。虽然黑烟通常而言都代表着污染，但有些白烟是无害的，另

一些时候有污染却完全看不见。

　　无处不在的水蒸气

　　大部分白色的“烟柱”，特别是在寒冷天气看到的，只有水蒸

气(和凝结的小水滴)而已。锅炉的给水箱都配有一个烟囱，仅排

放水蒸气和空气。水是燃烧的重要副产物之一，所以在煤、油和

天然气锅炉的烟囱中都有水蒸气。

　　没有任何人想要的燃烧产物

　　今天担忧人数最多的头号污染物非二氧化碳莫属。不管什么

物质经过燃烧，燃烧后都会有最终产物。氢气燃烧会产生水，但

任何碳基燃料的燃烧都会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无色无味，并

且你站在工厂墙外面是判断不出来的。

　　颗粒物和酸性气体

　　对于哮喘和肺病患者来说，粉尘污染或化学物质小粒更加令

人担忧。这些在环保界被称为“颗粒物质”(PM)。颗粒物通过粒径

划分：大于10微米的，小于10微米的(粗颗粒)，和小于2.5微米的(

细颗粒)。黑色烟雾中含有的可见颗粒物，用过滤器就可以捕获。

白色烟雾中可能含有更小粒径的颗粒物。工厂会采用纤维过滤器

以及其他更加复杂手段，在烟雾离开烟囱之前将这些颗粒物过滤

掉。

　　酸性烟雾中含有酸前体。当这些前体与降水相结合的时候，

就形成了酸雨。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是两种最需要规

范的酸前体。法律对发电厂和大型锅炉排出的酸性气体都做出了

规定; 但SO2 和NOX都肉眼不可见。



技术动态

雾霾频发：超低排放政策加码、清洁技术
将受益

山东潍坊制定锅炉超低排放改造三年行动
计划

　　雾霾频发，电厂超洁净排放加码

　　近期频发的雾霾事件推升大气治污治理的急迫性。12月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2020年前，燃煤电厂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

能改造，东部、中部地区提前至2017年和2018年。此次政策加大

了超洁净排放的适用区域，并显著提早了达标时间。大气领域湿

法除尘、脱硫脱硝改造需求将更集中爆发。

　　关注大气治理的新热点--清洁煤、清洁能源服务商

　　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来自于煤炭燃烧，其中电厂、燃煤

工业锅炉等领域是耗煤量较大的领域。燃煤工业锅炉年耗煤量

5-7亿吨，其产能落后、效率低下，在SOx、NOx、颗粒物等污染

物排放上超过电厂排放。我们预期后期政策必将推动燃煤工业锅

炉的节能环保改造，其中清洁煤、清洁能源替代等技术方案最为

有效。

　　PPP项目加快签约落，2016年或迎来大规模落地

　　PPP方面，本周山西省、山东省、辽宁省等多省份召开PPP

项目推介会，项目规模分别达到374、2700、5635亿元。其中山

西省将设立总规模200亿元的PPP融资支持基金。从近期各地召

开的PPP项目推介会的情况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的

积极性正在提高，PPP项目的签约率正在提升。我们预计在持续

的PPP鼓励性政策下，2016年PPP项目将迎来较大规模的签约潮。

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力度将较大程度上决定项目落地的进度。

                                      摘自《中国资本证券网》 2015-12-14

　　记者从山东省潍坊市环保局了解到，潍坊市制定了《潍坊市

2016-2018年燃煤机组(锅炉)超低排放改造三年行动计划》，要求

利用3年时间，到2018年年底，完成全市燃煤机组和10吨/小时以

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任务，达到超低排放标准要求。

　　三年行动计划共三项重点任务，分别是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

造、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和小型燃煤锅炉(炉具)环保改造，并

对任务进行了分解，各县市区明确各自的任务目标。

　　2016年年底前，全市10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将全部完成超

低排放改造任务，10万千瓦以下燃煤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务

的台数达到30%以上。2017年年底前，全市10万千瓦以下燃煤机

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务的台数将达到60%以上。2018年年底

前，全市10万千瓦以下燃煤机组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务。

                                                   摘自《潍坊晚报》 2015-12-13



从美国看一个环保工程师眼里的雾霾真相

　　2015年12月10日亚利桑那共和报头版头条刊发了《冬季访

客，褐色雾霾再次入侵凤凰城》。文章开门见山提及那不受欢迎

的褐色云团随着冬季到来在本周如期而至，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凤

凰城的天空。文章解释冬季盘踞在凤凰城上空的褐色云团，即雾

霾污染主要是由被称为PM2.5的微小颗粒构成的，污染源来自汽

车的尾气和燃烧木头的油烟。之所以冬季雾霾严重，不仅是因为

人们喜好冬天燃木取暖，而更重要的是一个叫逆温的气候现象起

作用。逆温现象发生在冬季地表温度很低，紧贴地面较冷的空气

层被较高层的温暖空气层覆盖，阻碍了大气混合。在无风的日子

里即使白天日照产生的气流也不足以冲破隔离，清除带走滞留在

底层空气中的污染物。文中还提到地方政府本周已经发布“无燃烧

日”，鼓励大家少开车，和尽量减少室外活动。

　　2015年12月7日北京首次启动重污染红色预警。中国北方大

范围，严重的雾霾再次引发人们对政府治霾不力的抱怨，一篇《

一个环保工程师眼里的雾霾真相》应运而生，被许多，甚至包括

不少所谓专业人士认为很靠谱。不管此文是否真的找到雾霾的罪

魁祸首，人们就是喜欢这样的文章，它给出的说法简单明了，把

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因素雾霾成因演绎成单因素的人为失误，并以

内行身份揭露了似乎被体制刻意掩藏的真相，让深受雾霾折磨的

大众终于找到向政府发泄不满的口实：雾霾就是人祸。由此看来

什么汽车污染、扬尘污染都是政府转移视线回避责任的托词，于

是开车的、烧烤的、烧秸秆的、制造尘土飞扬的、抽烟的人们终

于心理上可以把自己从道义上的责任中摘出来了。

　　本文开篇即引入美国媒体是怎样理性面对雾霾问题的。认为

发达国家没有雾霾是一种误解，发达国家不仅过去有过严重的雾

霾，今天同样需要坚持不懈地同雾霾作斗争。根据发达国家同雾

霾顽强抗争积累的经验笔者以所居住的美国凤凰城为参照，对比

北京雾霾的主要成因：

　　　人口密度：在美国位居第13大都会区的大凤凰城地区人口

450万，由于人口居住分散，占地面积与北京城区相当，而北京

城区人口约2000万。

　　　能源结构：凤凰城的主要能源构成为电力、天然气和石油

产品。电力大部分来自全美最大核电站Palo Verde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部分来自水电，唯一的火电是离凤凰城440

千米外隔着崇山峻岭戈壁腹地的纳瓦霍发电厂（Navajo Gener-

ating Station），北京的电力则以域内和附近的燃煤火电为主，

而北京及周边地区不少农村家庭仍然要靠燃煤，燃秸秆、树枝等

取暖做饭。显然不管城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每个人能

尽量减少能源消费是对减少雾霾、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最直接有效

的贡献。

　　　扩散条件：和美国大部分大城市一样，凤凰城及周边没有

重工业，而北京及周边有许多污染严重的重工业。扩散条件美国

比中国更是好的太多了，美国地广人稀，适合人居的国土面积

大，而中国高原沙漠占据了一大半国土，绝大部分人口密集分布

在东部。凤凰城周边是无人居住的戈壁为污染物的稀释扩散提供

广阔的空间，北京周边除了有许多工业，即使在农村现在谁家没

有几辆冒黑烟的农用车，富裕点的有多台家用车辆，北京周边的

稀释扩散条件基本是零，因此一旦逆温气候条件出现，加上太行

山阻隔作用，整个华北沿着太行山东侧，京津冀鲁豫雾霾就会轻

易连成一片。防治雾霾必须京津冀鲁豫协同，联防联治。

　　　　　　　　　　　　　　　摘自《易汇网》 201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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