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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已经多次

出现重污染天气过程，2 月 12—13 日，北京等多

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为重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

细颗粒物（PM2.5）。 汽车停驶、工厂停产，甚至

连餐厅都不营业了，雾霾怎么还在？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院长贺克斌等专家就当前重污染天气成因、变化

趋势和应对措施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春节以来，假期又逢疫情，社会活动水平很

低，为何还有重污染？

对此，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自发解释

称，大气污染程度不但与排放有关，也与大气环

境容量有关。气象条件好的时候，城市大气环境

容量大，反之环境容量小。今年春节以来，受假

期和疫情影响，社会活动水平下降，京津冀及周

边“2+26”城市的 PM2.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

要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较 秋 冬 季 平 均 水 平 下 降 约

20%—30%。

但同时，区域内频繁出现长时间静稳、强逆

温、高湿的不利气象条件，平均风速整体低于 2

米/秒，相对湿度高于 60%，大气边界层高度降低

到 300—500 米，仅为正常情况下的 1/2 至 1/3。

京津冀中部、河南中部、山东西部等地多次出

现大雾天气，导致区域大气环境容量比平时减

少约 50%。

大气观测和研究结果显示，近期不利气象条

件导致环境容量大幅减小。虽然社会活动处于较

低水平，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仍然超过环境容量

2倍以上，这是近期雾霾频发的主要原因。

王自发认为，从近 10 年的气象观测数据分

析，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处于相同大气流

场中，有时这些城市同步处于不利的气象条件

下，大气环境容量整体变低。这种现象有时发生

在局部，如河南北部城市、河北太行山前城市、北

京和天津周边城市等，此时就称为发生了“气象

辐合”现象，即各城市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向辐合

中心积聚。哪里发生气象辐合，哪里就成为污染

物积聚区，导致该区域出现重污染。今年春节期

间，北京和天津等周边城市就发生了气象辐合，

出现了重污染，因此，北京和天津的市民感觉“我

们这里几乎什么都停了怎么还有重污染”。河

南、山东等省份的城市空气质量却持续优良，那

里的公众感觉到企业、汽车、建筑工地停下来，还

真就没有污染了。

“这次持续到 13日的重污染天气过程中，气

象辐合又发生在北京、天津及周边，目前京津冀

地区只有 5个城市出现重污染，其他城市均保持

优良或轻中度污染。”王自发说。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仍超环境容量2倍多

本报记者 李 禾

汽车停驶汽车停驶、、工厂停产工厂停产，，雾霾怎么还在雾霾怎么还在
专家表示，气象辐合或是关键原因

目前，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刚开始部分复

工。很多人奇怪，车停了、工地停了、企业停了，

排放怎么还会超环境容量？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环境所所长徐洪磊

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交通流量确实大幅下降。

交通量观测数据显示，春节期间，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公路货车和客车流量较平时分别下降了

77%和 39%。粗略估算，受疫情影响，春节假期

后，区域内交通运输产生的污染排放量至少下降

4成以上。

从生态环境部监测站点数据分析，2月 10—

11 日，随着复工复产，城市内和城际间的交通流

量又开始有明显增加。徐洪磊说，机动车排放的

氮氧化物仍是区域大气污染的主要成因之一，这

也得到了观测数据的科学验证。虽然每次雾霾

的主要成因和各排放源贡献占比会有不同，但就

区域大气污染成因而言，不能因为车流量减少就

认定其排放的污染物与雾霾没有关系。

“确实，大部分工地都停工了，车流量大幅下

降，餐饮服务业、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等行业也大

部分停工，这类企业污染排放大幅降低。这些从

监测数据上也能体现出来。今年除夕至正月十

五，区域 PM10、二氧化氮平均浓度较 2019年春节

同期分别下降 13.3%、22.6%。”贺克斌说，但由于

我国北方冬季取暖和重污染行业相对集中，“排

放方面大家有一些没注意到的情况”。

贺克斌认为，从采暖看，由于大量务工人

员回乡，居民采暖需求增长，虽然部分农村已

完成了煤改气、煤改电，但还有 1000 多万户用

煤取暖，一吨散煤燃烧排放的污染物相当于电

厂燃煤排放污染物的 15 倍以上。从工业看，

目前停工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加工业、轻工业，

而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集中在高

污染、高能耗的资源型行业，如火电、钢铁、焦

化、玻璃、耐火材料、石油化工等，这些行业往

往存在不可中断的生产工序，需常年运转。

有关部门公布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数据显

示，今年春节期间，全国钢铁产量较春节前小幅下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并未“伤筋动骨”

降，日均铁水产量降幅约 2%，但总体产量仍高于

去年同期 0.6%，北方地区除个别企业因所在村庄

发现疫情停产外，其余企业减产幅度不大。相关

行业协会数据显示，河北省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

略高于去年，有色金属行业产量较年前有小幅波

动，总体基本无变化，平板玻璃和焦炭产量、原油

加工量保持平稳。

贺克斌说，数据显示，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秋冬季污染源占比高达 2/3 的工业和采暖所排

放的大气污染物并未实质性下降，这些排放源也

是该区域的基础排放量，大气污染排放量并未

“伤筋动骨”，当气象条件不利导致环境容量下降

时，基础排放量未变就会超出环境容量而出现重

污染过程。

对于烟花爆竹，多地出台禁放规定，元宵节

期间出现污染天与烟花爆竹有关系吗？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大气室主任唐桂刚说，多

地出台的烟花爆竹禁限放规定，从效果上看是非

常显著的。今年除夕 19时至初一 6时，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城市 PM2.5、PM10 平均浓度与去年相比

分别下降了 13.7%、33.8%。但各地禁限放措施

主要集中在主城区或主干道周边，大量农村地区

和城乡接合部没有提出禁限放要求，导致春节及

元宵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量仍然较大、较集中，

对空气质量影响较为明显。

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京津冀及周

边区域内县城与各市城区相比，区域PM2.5浓度峰

值偏高幅度达 61%。今年元宵节期间，叠加不利

气象条件及烟花爆竹燃放影响，太原、邯郸、石家

庄等 8 个城市 PM2.5浓度达到重度污染水平。北

京 PM2.5峰值期间，烟花爆竹特征组分钾离子、镁

离子较平时浓度上升了 32.8倍、30.7倍。受不利

气象条件影响，元宵节烟花爆竹燃放产生的污染

物还存在明显滞留情况，正月十六白天PM2.5中的

钾离子等仍较平时浓度高出10倍左右。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桂海林说，这次污染

过程起始于 2 月 7—8 日，污染首先在河北南部、

山东北部等地开始累积发展，空气质量达到中至

重度污染水平。8 日午后开始，受偏南风及地形

影响，区域南部的污染物向北汇集，北京、天津及

唐山、廊坊、保定等城市发生气象辐合，污染物浓

度快速攀升，这是由于南部城市持续传输的结

果。9—10 日，河南、山东及河北部分城市空气

质量好转，但北京和天津及周边城市是污染物积

聚区，成为污染最重的城市。

“虽然春节放假和疫情控制期间，各类污染

源排放量和排放强度下降，但受特别不利气象条

件影响，大部分城市排放的污染物向少数几个城

市积聚，使这几个城市的大气污染物承载量远超

环境容量，发生重污染，北京、天津等城市目前就

是这种状况。”贺克斌说，因此，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各城市要有“一盘棋”思想，坚持联防联控联

治，持续开展能源、产业、交通和用地的结构调

整，强化污染排放控制，不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坚持区域治理“一盘棋”联防联控

乡村，承载着无数人的乡愁，关系着广大农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如何让农村更清

洁更宜居？

日前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扎实搞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从厕所革命、垃圾、污水、村庄清

洁行动等方面着眼，部署建设农村“美丽家园”，顺

应亿万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夯实乡村振

兴的基础。

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司长李伟

国表示，农民利益无小事，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建设要从农民的身边事做起，从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这 一 现 阶 段 农 民 最 迫 切 需

求、最易有明显成效的事情入手，补短板、强弱

项、提 水 平 ，促 进 农 村 环 境 面 貌 变 美 变 靓 变 干

净、农 村 基 础 设 施 更 完 备、农 村 公 共 服 务 更 便

利、农民生活更有奔头。

目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积极进展，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60%，90%以上的村庄开

展了清洁行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

84%的行政村，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建设都

实现了历史性变化。

但要看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

与广大农民群众的期待相比，农村人居环境仍然

存在不少差距，是农民群众最真切的民生痛点。

小厕所，大民生。关乎千家万户的农村厕所

革命，让很多农民群众告别简陋旱厕，用上了干净

卫生的新式厕所。但此前国务院大检查中也发

现，一些地方存在厕所改造脱离实际、盲目推进、

质量不高甚至建了没用等问题。

李伟国表示，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要坚持

好字当头、质量优先、分类推进、注重实效，要确保

今年底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近郊区等有基础有

条件的地区基本完成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

其他地区实事求是确定目标任务。

他提出，要组织实施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

奖补政策，编制农村户厕建设有关标准规范，组织

专家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强化改厕工作监管，确保

改厕质量。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这一度是很多农

村地区常见的情景。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是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任务，关系到农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对此，中央一号文件有针

对性地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进行

部署。

李伟国表示，要统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

治理。要强化部门协调、综合施策，坚持“源头减

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相结合，全面推进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开展就地分类、源头减量试点；梯次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优先解决乡镇所在地和

中心村生活污水问题，积极探索适合农村实际的

治理模式，不断提升治理和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村庄干净整洁是小

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是乡愁得以安放的基础。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农民群众开展村庄清洁和

绿化行动，推进“美丽家园”建设。

李伟国说，要着力引导群众转变不良生活习

惯，不断健全长效保洁机制，美化提升村容村貌，

推动村庄清洁行动常态化、制度化、持续化，进一

步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向面上推开，打造美丽

宜居村庄。

业内人士表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注意不

定脱离实际的指标，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坚决反

对形式主义、表面文章，防止劳民伤财、好心办坏

事。要与农民的要求合拍，与各地不同的发展阶

段相适应，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真正把好事办好，

让农民满意。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新华社记者 高 敬 于文静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禾）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2月 12日表示，正

值湖北省武汉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有

国外网站报道，武汉市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指标浓度上升明显。监

测发现，该网站发布的二氧化硫浓度数据不可信。

武汉市共布设 10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开展二氧化硫、

臭氧等六项指标自动监测，监测数据通过“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

发布平台”公开发布。

监测结果显示，2020 年春节以来，武汉空气质量状况总体稳

定，除 2月 5日轻度污染外，空气质量均为优良。除夕至正月十七，

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

氧化碳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38%、42%、22%、45%、29%，均显著

好于去年同期。

对于国外 windy 网站发布的武汉空气二氧化硫浓度上升一

事，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表示，已经会同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

心、中科院等有关专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查验。

经过仔细对比核实，windy 网站发布的武汉二氧化硫浓度上

升一事严重失真，其二氧化硫浓度数据不可信。

从卫星监测分布看，武汉市区二氧化硫浓度与周边地区相比

也未出现异常高值情况。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指出，不仅是武汉，windy网站发布的其他

地方的地面二氧化硫浓度与实际情况也有较大偏差。

以北京市东四站点为例，2 月 12 日上午 10 时东四站点二氧化

硫小时浓度为 7 微克/立方米。2 月 11 日东四站点全天二氧化硫

小时浓度在 4—35微克/立方米，平均约 15微克/立方米。而 windy

网站发布的该位置处全天每小时二氧化硫浓度在 144—318微克/

立方米，平均为 212微克/立方米，小时对比偏差可达到 4到 60倍，

显著高于实际浓度。

环境监测总站：

外网发布的武汉空气数据不可信

科技日报讯（金凤）河流湖泊的生态环境好不好，不仅有了统

一的评价规范，而且公众还能参与评价、打分。近日，江苏省水利

厅在全国率先出台《生态河湖状况评价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设立水安全、水生物、水生境、水空间、公众满意度等指标，对河湖

生态进行评价。

“生态河湖是指具有稳定和有弹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结构，能够

满足较高标准的防洪、供水等社会服务功能需求的河流、湖泊（水

库）。”江苏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郑在洲表

示，江苏对生态河湖状况的评价采用百分制，涉及防洪工程达标

率、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河流浮游植物多样性、大型底栖动物多

样性指数等指标。

针对群众最关心的水质、饮水安全和直观感受，《规范》设置了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水质优劣程度”和“公众满意

度”3 个关键指标。凡是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出现突发水污染问

题、供水危机等水质异常事件，湖泊（水库）水质评价结果为 V类及

以下，公众满意度在 75分以下的河湖不得参评生态河湖。

公众如何参与生态河湖评价？江苏省水利信息中心主任钱钧介

绍，生态河湖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让大

家更有幸福感和获得感。因此，在群众参与度和程序设定上，充分考

虑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与河湖的关系，力求公众参与更有代表性。

同时，每条河湖都要随机开展问卷调查，公众可以自己打分。

生态河湖状况评价结果划分为“优”“良”“中”“差”共 4 级 。

“如果出现了‘中’，意味着河湖生态处于亚健康状态，而‘差’意味

着生态出现重大问题，《规范》将为河湖生态保护指明方向。”江苏

省节约用水办公室副主任王嵘说，强化生态河湖管理，评价后的成

果是行政单位开展河湖治理的重要依据。短板就是问题，问题就

是工作方向。相关部门在开展评价时，遵循评价规范，也有利于同

一个尺度下横向比较。

江苏：

河湖生态有了统一评价规范

科技日报讯（记者操秀英）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 2019年耕

地保护督察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耕地保护依然面临多方面压

力，一些地方没有处理好保耕地、保发展、保生态的关系，耕地保护

责任未有效落实、占补平衡制度执行不到位、突破用途管制审批和

占用耕地、土地利用粗放，耕地保护形势严峻。

据介绍，2019 年自然资源部对省级政府开展了耕地保护督

察。本次督察实现省份全覆盖，并根据工作需要，下沉到 240个设

区市、843个县（市、区）实地核查。

自然资源部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办公室副主任马素兰介绍

道，本次督查发现补充耕地数量不实、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圈占及

闲置浪费耕地、违法违规审批建设占用耕地等情况比较普遍。

具体来说，全国 28 个省部分项目补充耕地数量不实，涉及

16.98万亩；全国违法违规占用耕地 114.26万亩，其中，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 14.34 万亩；在处置批而未供中存在虚假供地、虚假撤回批

准文件等问题的项目 1826 个、15.4 万亩，发现闲置土地处置不实

问题的项目 728 个、5.41 万亩；一些省份为规避占补平衡，将耕地

按照建设用地等其他地类上报审批，涉及 9.49万亩。

针对本次耕地保护督察发现的问题，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

向 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出《督察意见书》。督

促省级人民政府切实负起整改的主体责任，实事求是，分类整改，

并对问题突出的 54 个地市，约谈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同时，公

开通报了 31个违法违规典型问题。下一步，督察机构对发现的问

题，将扭住不放，一督到底，督促整改查处到位。

自然资源部：

我国耕地保护依然面临多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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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观测和研究结果显

示，近期不利气象条件导致环

境容量大幅减小。虽然社会

活动处于较低水平，但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仍然超过环境容

量2倍以上，这是近期雾霾频

发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