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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 年 1 月 6 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主持召
开媒体见面会，向记者介绍大气污染防治相关问题，并回答了
记者提问。

陈吉宁：各位记者朋友，大家晚上好。在周五晚上又是雾
霾天请大家来，借这个机会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环境保护工
作的关心和支持。

去年入冬以来，全国多个地区发生多起大面积长时间的
重污染天气，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大家对雾
霾问题感到很焦虑。作为环保部长，看到这样的污染天气，我
感到很内疚和自责。今天请大家来，就大气污染问题回答大
家的提问。

我先花点时间给大家做个简单的情况介绍。在工作中有
很多人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你们也很关心。

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是写进党章的，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在战略层面上进行部署和推动的。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有关重要指
示批示有 100 多次。李克强总理做过多次重要批示。张高丽
副总理亲力亲为，多次研究和部署相关工作。大家都知道，我
们今天执行的“大气十条”就是在张高丽副总理直接带领下完
成的，前后大概 50 次易稿。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中央对于解
决当前环境问题的决心是坚定的，行动是坚决的。

今年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实施的最后一年，大家都很
关心，这三年多我们到底怎么看大气污染治理，特别是最近重
污染天这么多，很多人有怀疑，治理方向对还是不对？措施管
不管用？我想先请大家看一个片子。

这是京津冀 2013 年到 2016 年 4 年间每天的空气质量情
况。越绿的就是优良天，颜色越深、紫黑色就是重污染天。这
是非常形象的图表。可以看到，从 2013 年启动“大气十条”开
始，到 2016 年变化还是很明显的。我们统计了一下，2016 年
北京 PM2.5 浓度是 73 微克/每立方米，比 2015 年下降 9.9%，优
良天数比例比 2015 年上升 3.1 个百分点，这是北京这几年改
善幅度最大的一年。

我们可以看一些其他地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情
况。不仅北京在改善，3 个重点地区都在改善。改善的幅度
大概多少呢？跟 2013 年比，改善的幅度大约在 30%左右。全
国层面上，我们统计了 74 个重点城市 PM2.5浓度，与 2013 年相
比改善幅度也是在 30%左右。这个改进是实实在在的。这个
改善速度快还是慢？这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把这
个速度和发达国家做个对比，我们改善的速度比发达国家在
同一发展阶段还要快一些。

但是我们的条件其实并不好。大家知道发达国家解决
PM2.5的阶段比我们要后一些，工业化过程快完了才开始解决
这个问题，我们是在偏重的产业结构、偏化石原料能源结构条
件下，同时生活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的过程中来完成。我们
是在单位面积排放强度和人类活动远远比已经解决这个问题
的国家高得多的情况下来实现改善的，面临的难度当然更大
一些。

这些变化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大气治理的方向是正确
的，措施是管用的。去年中国工程院组织国内精兵强将对“大
气十条”做了中期评估，评估报告对“大气十条”这几年来执行
的技术路线、方向和采取的措施给予肯定。所以，我们对这些
措施是有信心的。

目前有没有问题呢？有！问题是什么？特别是最近一段
时间，这么大范围的重污染天气，问题到底在哪里？京津冀现
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冬季改善的幅度非常
小，甚至没有多少改善。跟 2013 年比有改善，但是 2016 年与
2015 年比没有改善。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些措施在冬季之
前是管用的，到了冬季之后、进入供暖期，我们的措施还很
不够。

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过去讲中国今天的环保工作、环境
质量改善，是处在一个负“重”前行的阶段。这个“重”是加引
号的重。就是我们的环境质量是在一个非常高的污染物排放
总量的前提下进行改善。我们要改善得快，就要加快减少污
染物的排放量，这样才能轻装前进。但是这么高的污染物排
放量，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字，说降下去就降下去，这个排放后

面是有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在里面的。这个后面是我们偏重
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生活水平提高所带来的非绿色的
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燃煤的用量，家庭供暖房间温度都很高，
机 动 车 都 是 大 型 的 ，SUV，非 绿 色 的 生 活 方 式 也 带 来 很 多
影响。

我 这 里 面 有 几 个 数 ，大 家 可 以 看 到 ，京 津 冀 地 区 有 多
“重”。京津冀周边地区统计了 6 个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山
西、山东、河南，国土面积占全国 7.2%，消耗了全国 33%的煤
炭，单位面积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4 倍左右，6 省市涉
气排放主要产品产量基本上占全国的 30%到 40%。比如，钢
铁产量 3.4 亿吨，占全国 43%；焦炭产量 2.1 亿吨，占全国 47%；
电解铝占全国 38%；平板玻璃产量 1200 万吨，占全国 33%；水
泥产量 4.6 亿吨，占全国 19%。还有排放氮氧化物的一些化工
产业，比如原料药产量占全国 60%，农药产业占 40%左右。此
外，煤电占 27%，原油加工占 26%，机动车保有量占 28%。所以
我们讲这么重的负担，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大量聚集，燃煤、燃
油集中排放，快速增长的机动车，是这个地区大气污染的直接
原因，也是改善的难点。

调整这样的结构，涉及复杂的社会因素，需要一个过程。
大气治理必然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不
可能一蹴而就。前几天网上有很多人在讲洛杉矶怎么一夜之
间解决了污染问题呢？德国怎么一夜之间解决了污染问题
呢？其实它们也不是一夜之间，它们都是用了 20 年到 40 年的
时间才解决的。我相信我们会比它们更快一些。对大气污染
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几次重污染天气就失去信心。既要打好
攻坚战，又要打好持久战。这是我们必须保持的战略指向。
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不会无序地进行大气污染治理。

当前大气污染治理一个核心问题是冬季问题，冬季问题
怎么办？这几年下来，冬季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里面反
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冬季强化措施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强
化。第二个是，冬季的气象条件变化比我们想象得要更困难、
更复杂、更不利。就像是我们这么大的负重在走一个隧道，到
了冬季的时候，这个隧道突然变窄了，而且这个隧道不仅冬季

变窄了，而且变得越来越窄。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工程院去年对“大气十条”中期评估显示，京津冀地区的

污染气象条件，2014 年比 2013 年差了 17%，2015 年比 2014 年
好一点，但是比 2013 年差了 12%。冬季的情况要更差一些。
据气象部门分析，2014 年曾经是全球最暖的一年，2015 年打
破了 2014 年的记录，2016 年再次打破 2015 年的记录，而且这
个记录不仅打破了，打破的幅度还比较大。气象监测数据显
示，刚刚过去的 2016 年 12 月，是 1951 年以来最暖的 12 月。全
国的平均气温比多年平均情况高了 2.6 摄氏度，北京偏高 1.6
摄氏度。所以这个隧道每年到冬季都变这么窄，而是变得越
来越窄。还有一些数据，比如北京的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显示，
2013 年以来采暖季的大风频率都在 10%以下，小风和高湿频
率都在 50%以上，最近三年还在逐步上升。2016 年冬季就是
去年冬季的小风和高湿频率已经接近 60%。这样一个气象条
件，一方面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另一方面有利于 PM2.5 的生
成。PM2.5不只是一次产生的，相当部分是经化学反应二次生
成的，加剧了污染程度。

去年 5 月份我们曾经预测到冬天会比较困难，启动了京
津冀强化措施，出台两年专门针对京津冀地区的强化方案。
今天回过头看，我们感到隧道变窄的速度快于污染物减排的
卸负速度。这几年连续下来，冬季的污染气象条件变得越来
越差，超过了我们卸负的减排速度。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

我们很清醒，不能寄希望明年会从暖冬变成冷冬，气象条
件会有很大改善，我想不要寄希望于这方面。环保部最近一
个时期正在加班加点研究，我们要提出一些更有效的措施来
更针对性地解决好这段时期的冬季污染问题。

所以从全年看，我们是在改进，有实在的进步，但是如果
单独看冬季，进步十分有限，甚至没有进步。老百姓是不满意
的。我们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加快解决冬季问题。

我先把情况给大家讲一下，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我在这
里尽量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下转三版

环境质量改善负“重”前行 季节性治理措施须强化
——大气污染防治媒体见面会实录

本报记者吕望舒1月8日北京报
道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 1 月 6 日晚
20 点在京主持召开媒体见面会，向记
者介绍大气污染防治相关问题，并回答
了记者提问。

见面会有近 20 家中央、都市和网
络媒体记者参加，媒体就见面会中有关
环保措施、环保形势等内容进行了多方
位的客观报道和转载。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7 日 13 时，全网文章总数 7502 篇，
其中新闻网站 407 篇，微博 6845 条（包
括转发、评论），微信 113 篇，客户端 109
篇，其他（论坛、纸媒、博客）28篇。

陈吉宁部长的媒体见面会引发了
各类媒体、环保系统和社会各界的强烈
反响。

《人民日报》在 1 月 7日二版头条刊
发题为《环保部部长表示，采取更多有效
措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大气污
染防治将进一步强化》的文章，援引陈吉
宁的讲话称“京津冀的问题从长线来看，
还是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问题，必须对
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进行比较大的调
整。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涉及社会
生活方方面面，需要较长过程，因此大
气污染治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大气

污染治理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
新华社第一时间发文：《环境质量

改善“负重前行”——环保部部长陈吉
宁回应重污染天气热点话题》，文章称，
我 国 的 环 境 质 量 改 善 是 在“ 负 重 前
行”。所谓“重”，就是要在高污染物排
放总量的前提下改善，加快减少污染物
排放量。但排放量后面是“偏重的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非绿色的生活方式”。

法制网文章《环保部部长：环保工
作仍处于负“重”前行阶段》得到转载
38 次。文章称：陈吉宁表示，“大气十
条”实施三年多来，大气环境质量得到
改善，这说明我国大气治理的方向是正
确的。但由于我国经济结构更加偏重、
能源结构更加依赖以煤为主的化石燃
料、单位面积人类活动强度和污染排放
强度也更高，环保工作仍处于负“重”前
行阶段。

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平台更是快速
反应，多方位报道了见面会的内容，中
国环境新闻、微言环保、京环之声等微
信公众平台第一时间推送“陈吉宁就大
气污染防治相关问题召开媒体见面会
实录”，引发网友热评。

一位基层环保工作者说：“陈吉宁

部长在见面会中以理性、客观、严谨的
讲话，既中肯评价了目前大气污染治理
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也深入分析了目前
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对公众关切
的问题给予了积极主动的回应，体现了
高度的科学精神、强烈的责任意识。陈
吉宁部长的话，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基层
环保人员，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我们
要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做好环保工作，严
格监管，严格执法，为消除群众的心肺
之患履职尽责。”

网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留言
说：“（环境）治理效果是有的，但环境质
量不达标，不是环保部门的错，不能只
靠环保部门来承担责任，环境的好坏更
主要是企业、交通、建设等带来的污染
因素；治理也并不是仅靠环保部门的呼
吁就能改善的，更需要理清责任，使责
任人有意识，通过环保部门传递压力，
让污染不再有，让天更蓝，水更清。”同
时，在微博平台，很多“大 V”网友借用
部长陈吉宁的话评论称：“负重前行，更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每个人都出把
力，政府把环境管理好、公众把环境维
护好、企业把治污措施落实好，这样我
们的环境才能越来越好！”

搜索网络不难看到，很多网友都表
示了对陈吉宁部长讲话的肯定，网友

“人间身为客”的留言说：“陈吉宁部长
的话让大家对雾霾问题有一个正确认
识，澄清误解，认清症结，坚定信心，共
同努力；启迪着我们深入思考在雾霾治
理中政府、企业、个人担当的角色和应
尽的责任，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抛开
偏见，消除分歧，在雾霾治理上积极行
动起来。”

对于部分网友习惯性的吐槽，有很
多网友理性发声，批评此类现象，称“应
心 平 气 和 看 完 文 章 ”“ 看 了 评 论 很 心
寒”，表示治霾是长期过程，并非一蹴而
就，应给环境保护部门、政府部门解决
问题的时间。同时还对环保工作人员
艰辛工作予以理解和支持。

记者电话采访了一位关注环保的
北京普通市民，他说：“大气治理、空气
质量改善，如今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热
点。然而，在关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
认识到，治理雾霾，需要全社会一起行
动起来。这件事不仅仅是政府机关、企
业单位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
思考：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自己能够
做一些什么？”

认清症结 坚定信心 共同行动
大气污染防治媒体见面会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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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主的我国北方地区近日经历
了一次长时间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
关注。环境保护部及北京市等主要领导以务实、科学的
态度直面问题，回应公众关切，解释雾霾天气频发的原
因，指出了治理的难点所在，提出了治理的思路和举措，
表明了中央及地方政府解决雾霾问题的决心，让公众看
到了环境质量改善的希望。

近些年来，每到秋冬季雾霾都会不期而至。重污染
天气让公众心生焦虑和疑惑：治理了这么长时间，雾霾怎
么还这么严重？舆论场上也出现了抱怨、批评、指责、质
疑、嘲讽、调侃等各种声音，一些谣言也借机传播，误导了
舆论。公众对重污染天气的关切和焦虑之情完全可以理
解，同时也说明大家真正开始关心身边的污染现象。但
是，对突出环境问题的关注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思考面对雾霾怎么干，最需要的是全
社会增强责任心，共同努力解决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经过近几年铁腕治理，我国大部分地
区空气质量在不断改善。比如，2016 年北京 PM2.5浓度比
2015 年下降 9.9%，优良天数比例比 2015 年上升 3.1%。全
国 74 个重点城市 PM2.5 浓度，与 2013 年相比改善幅度都
在 30%左右，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空气质量已经开
始改善。从历史上看，我国空气质量改善的速度比发达国家在
同一发展阶段还要快一些。这说明，我国大气治理的方向是正
确的，措施是管用的，这增强了我们改善空气质量的信心。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大气环境治理的效果与中央
要求、群众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尤其是进入秋冬季，大气
污染仍然很严重，群众感觉治理效果不明显，甚至在加
重。那么，对于频发的重污染天气，我们到底应该如何
看？又该怎么办呢？

首先，要认清雾霾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怎么来
的。雾霾不仅仅是环保问题，而且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
题、民生问题和发展方式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以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为例，这个区域国土面积占全国 7.2%，却
消耗了全国 33%的煤炭，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全国
排放总量 30%左右，单位国土面积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
水平 4 倍左右。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大量聚集和燃煤、燃
油集中排放是造成这个区域大气污染的直接原因。要调
整这样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巨
大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一蹴而就。治理雾霾就是
一场负重前行的远征，这个重担需要政府、企业、公众共
同来挑，缺一不可。对政府来讲，就是要进一步增强紧迫
感，切实落实环保责任；对企业来讲，就是要严格执行环
保法律法规，减少污染排放；对公众来讲，就是要身体力
行参与和支持环保，而不是做一个围观者。

其次，治理雾霾是一场需要耐心和毅力的持久战、攻
坚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理雾霾非一日之功。从
国外经验看，治霾成功的过程，通常也是与经济社会转型
伴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因此，
想很快彻底解决一个像大气污染这样复杂的问题，既不
现实，也不符合客观规律。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拖延懈
怠，而是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治理步
伐。要遵循科学规律，深入研究大气污染来源与形成机
理、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及效应，制定科学的策略措施；
要汇聚各方智慧，加强治理路线方法的科学评估，避免走
弯路，做到精准治理，提高治霾效率；要立足长远，制定行
动计划，明确奋斗目标，步步为营，久久为功。

第三，治理雾霾需要坚定的信心和坚强的决心。治
理雾霾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战，治污路上必定会遇到很
多矛盾和困难，我们不能因为治理难度大而无所作为，也
不能因为治理时间久而失去信心和耐心。治霾，考验着
政府的执政能力，拷问着企业的社会良心，检验着公众的
责任心。治理雾霾没有捷径可走，没有灵丹妙药，唯有日
复一日埋头苦干，方能取得成功。因此，全社会都要树立
治霾必胜的信心和迎难而上的决心。这种信心和决心来
自于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态环保的高度重视，来自于一些
地方改善空气质量的成功实践，来自于各地各部门的共
同努力和广大公众的关注和期待。

治理雾霾，改善环境质量，注定是一场硬仗。要想让
蓝天白云永驻，唯有下定决心，出硬措施，啃硬骨头，唯有
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共同行动，锲而不舍，撸起袖子一起
干、加油干，舍此别无他途。

本报综合报道 去年年底以来，新一轮
重污染天气强势来袭。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中国气象局近日召开发布会，分
析通报了雾霾天气的成因，回应公众有关
雾霾对健康影响的关切。

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副主任张恒
德指出，自 2016 年 11 月以来，我国京津冀
地区共发生 7 次持续性中到重度霾天气过
程，比 2015 年同期偏多两次，平均霾日数
为 23天，较 2015 年同期偏多 5天。

近期霾天气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范
围广。华北、黄淮及周边共 13 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出现重度霾，受霾影响区域面
积达到 260 多万平方公里，其中受重度霾
影响区域面积达 70 多万平方公里。二是
持续时间最长。三是污染程度重。北京和
石家庄局地 PM2.5峰值浓度分别超过 600 微
克/立方米和 1100 微克/立方米。另外，京
津冀地区的地形条件也不利于污染物的扩
散。西部和北部“弧状山脉”包围，霾天气
过程往往易出现偏南气流，将南部污浊空
气吹向华北平原并停滞，加剧了京津冀污
染物和水汽的聚集。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自 2016 年 11
月以来，京津冀地区冷空气次数少、平均风
速小、小风日数多，导致近期京津冀地区大
气环境容量低，大气自净能力弱，霾日数偏
多。自 1961 年以来，京津冀年平均风速呈
逐年减小趋势，减小幅度达 37%，而年平均

小风日数增加了 64%。2016 年 11 月以来，
京 津 冀 平 均 风 速 比 常 年 同 期（常 年 指
1981~2010 年的 30 年，下同）平均值偏小，
其中 11 月较常年同期偏小 8%，12 月偏小
19%；小风日数比常年同期平均值偏多，其
中 11 月偏多 7%，12 月偏多 18%。北京的情
况更加明显，11 月平均风速减小 20%，12
月减小 27%；11 月小风日数增加 27%，12 月
增加 35%。

国家气候中心服务首席艾婉秀指出，
气候条件越来越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大气
环境容量低、大气自净能力弱，导致近期京
津冀霾天气多发重发。自 2016 年 11 月以
来，东亚冬季风偏弱，我国仅出现 6 次冷空
气过程，较常年同期（8.2 次）偏少。冷空气
强度总体偏弱，活动路径偏北。在缺少冷
空气影响的情况下，京津冀地区静稳天气
多，大气扩散气象条件差。

而雾霾天气对公众的健康影响，也引
起了社会关注。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在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自去年 12 月份以来多
次组织专题研究，加强监测与风险评估，普
及公众自我防护知识，最大限度地减轻空
气污染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为进一步
加强宣传引导和健康教育，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组织编制《公众雾霾防护手册》、

《雾霾与健康知识问答》等科普读物，定期
发布科学健康信息和防护知识，加强公众
心理疏导。

不利气象条件导致京津冀霾天气多发

气象及健康专家解析成因普及防护知识

2017 年 1 月 8 日，寒风吹散了京城的雾霾，市民纷纷走出室外呼吸新鲜
空气。什刹海地区西海冰场吸引了众多滑冰爱好者前来滑冰，他们尽情地
享受着冰面运动带来的快乐。 人民图片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