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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大气科普

对话专家：大气污染防治那些事儿

今年年初，重庆发布《重庆市空气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按照空气重污染天气的发展趋势和可能
造成影响的严重程度，重庆将预警级别由
低到高依次划分为蓝色预警、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本预案适用于重庆
市行政区域内发生或即将发生空气重污
染天气（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即AQI大于或
等于201）的应对工作。

市环科院高级工程师张丹介绍，红
色、橙色预警信息由市空气重污染天气应
急工作指挥部办公室提出预警建议，报市
政府批准后，由市政府或市政府授权指挥
部发布；黄色、蓝色预警信息由指挥部办
公室发布，同时报市政府备案。

预警信息内容包括发布单位、发布时

间、空气重污染天气出现的时间、范围、污
染程度、主要污染物、预警级别、潜在的危
险程度、已采取的措施、可能受影响的区
域及需采取的措施建议等。

预案指出，蓝色和黄色预警每8小时、
橙色和红色预警每4小时，通过市和区县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以及广播、电
视、网络、报刊、微博、微信、商圈大屏幕等
向受影响区域公众发布，告知公众空气质
量状况和变化趋势，引导公众主动采取自
我防护措施。

此外，达到空气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
条件时，监测值班人员要24小时在岗，加
强监控，对空气重污染天气可能发生的时
间、地点、范围、强度、移动路径的变化等
情况及时作出预测预报。

根据预案，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等级由低到高分为Ⅳ级、Ⅲ级、Ⅱ级、Ⅰ
级。应急响应措施主要分为健康防护措
施、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和强制性污染减
排措施。当启动Ⅰ级应急响应时，将要求
高校、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依法取消学生户
外活动或停课，可通过远程教育等方式安
排学生在家学习。此外，将采取强制性污
染减排措施，如减少工业废气污染，列入
年度落后产能淘汰计划的排放大气污染
物企业全部依法停产；减少机动车尾气污
染，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停驶50%的公务
车辆，实施城市公交车优惠等。

那么，如果有单位或个人拒不执行重
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怎么办？

张丹介绍，拒不执行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响应措施的，可分为3种情况：一是排
放的大气污染物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指标，应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
九条进行处罚。二是属于拒不停止工地
土石方作业或者建筑物拆除施工的，应按
照《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进
行处罚。三是其他拒不执行限产停产措
施情形的，比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启
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后，有关企业拒不
停产或者限产，属于“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大
气污染物”情形的，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可
以对有关设施、设备、物品采取查封、扣押
等行政强制措施”进行处理。

今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怎么打？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图片由重庆市环境保护局提供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如何启动？

2018年，我市仍面临“一次污染物、
二次污染物、不利气象条件影响”三重压
力，如何打好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

市环科院高级工程师张丹介绍，重庆
将根据当前污染特点和变化形势有针对
性地执行“四控两增”增强版。

精准发力
聚焦交通污染和扬尘污染

市环科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卫东
介绍，从污染时段看：2013—2016年四年
间，重庆85%的超标天数、100%的重污染
天数集中在当年12月中下旬到次年2月
上中旬（春节元宵后）。

2017年，重庆60%的PM2.5超标天
数、100%的重污染天数集中在当年12月
中下旬到次年2月上中旬（春节元宵后），
40%的臭氧超标天数集中在5—8月。在
这几个时段，强化治污是关键。预测
2018年，我市PM2.5、臭氧超标天数约各
占一半。

从污染来源看，交通污染和扬尘污染
是重庆大气污染物主要来源。

市环科院开展的源解析表明，2017
年主城区 PM2.5 来源分别为：交通源
44%、扬尘源18%、工业源17%、生活源

14%、外来和其他源7%。与2012年相
比，交通源上升13%、扬尘源上升6%、工
业源下降16%、生活源上升4%。2017年
主城区PM10来源分别为：交通源40%、
扬尘源25%、工业源17%、生活源10%、
外来和其他源8%。

协作联动
强化落实“四控两增“措施

重庆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管理中心副
主任刘亚飞介绍，在加强交通污染控制方
面，重庆将加强新车环保监管，开展10家
汽车生产企业车辆抽检，并推动开展销售
企业车辆抽检工作。强化在用车环保监
管，开展常态化质量控制专项检查工作，
开展建立高排放车辆（车型）“黑名单”研
究。

在加强扬尘污染控制方面，向霆介
绍，重庆将狠抓施工扬尘、道路扬尘、运输
扬尘、脏车入城、绿化扬尘、裸露扬尘等

“六大环节”，建立施工工地控尘“绿黄红”
名单管控制度，推行主、次干道“以克论
净”的道路扬尘考核机制，城市建成区道
路机扫率达到88%，建设和巩固扬尘控制
示范工地410个、示范道路410条。

同时，重庆将加强工业污染防治。督
促华能珞璜电厂6#发电机组完成超低排

放和节能改造，合川发电厂1#、2#发电机
组，国电恒泰发电厂2#发电机组，白鹤电
厂1#发电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完成
12家水泥企业、10家日用玻璃企业废气
深度治理及巴南区丰盛环保发电有限公
司3台垃圾焚烧发电机组除尘设施升级
改造；完成汽车和摩托车整车制造及零配
件生产、印刷包装、汽车维修等10个重点
行业112家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

在生活污染控制方面，重庆将完成全
市402家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和主城片
区、渝西片区204家机关、事业单位食堂
油烟治理，并经监测达标排放，鼓励机关
事业单位食堂率先执行1.0毫克/立方米
的标准；新建30平方公里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督促全市30家火葬场完善废气治
理设施；加强露天焚烧执法等。

张丹介绍，在“四控”的基础上，重庆
将增强监管能力。开展主城片区、渝西片
区冬春季、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
联合检查和“点对点”强化督查；开展交通
污染整治攻坚行动，突出柴油车、货运车、
船舶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整治与执法等。
近期，市政府蓝天行动督查组强化督查已
经全面铺开，每周都会对突出问题点位进
行公开曝光。全市“零容忍、出重拳”利剑
执法专项行动也将突出大气污染防治这
个重点。

重庆还将进一步增强涉气科研能

力。按照国家要求完成《重庆市空气质量
限期达标规划》编制工作，完成重庆市实
施“大气十条”第一阶段和“蓝天行动
（2013—2017年）”阶段性评估。启动空
气质量预警预报平台三期项目，提高空气
质量预警预报的精准度，结合气象信息综
合研判可能出现的空气污染预警，做好
3—7日预警预报、四个片区预报，提前发
布预警信息。出台重庆市非道路移动机
械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完成重庆市餐饮
油烟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制。

全民倡导
共建共享绿色生活

重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重道远。
那么，普通市民能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做些什么呢？专家介绍，普通市民至少
可以从两个方面为“重庆蓝”做贡献：一
是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绿色生活
方式；二是发现污染及时拨打12369进
行举报。

市民应尽量选择绿色出行。车辆越
多，出行越堵；道路越堵，怠速状态下尾气
排放越多。短距步行、健康有益。乘坐公
交、轻轨，少开车、少拥堵。少开20公里
车，少排放35克污染物。据了解，国内部
分城市已开始探索推进出租车、公交车电
动化。专家建议我市可以逐步推行新增
和更新公交车、出租车、公务车、环卫车使
用纯电动车辆，同时加快车辆充电设施规
划和建设。

绿色消费的核心要义是要节约、不
要浪费，要健康、不要伤害。过度包装，
是时下社会消费品的一个卖点，也是绿
色消费理念的一个痛点。过度包装消
耗的是森林生态，而森林是大自然的总
调度师，是城市的绿色肺叶。据专家估
算，倘若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张包装
纸，一年可少砍伐1581666棵树。倘若
市民每月少喝1瓶啤酒，1人1年可相应
减排 0.6 千克二氧化碳；每天少抽一支
烟，1人 1年可相应减排 0.37 千克二氧
化碳。专家还建议市民应减少露天烧
烤，因为露天烧烤设施大多无吸烟装
置，使用的燃料多为木炭或焦炭，会产
生大量的煤渣、煤灰和一氧化碳、氮氧
化物，是 PM2.5 的重要生成来源，能瞬
时造成中重度污染。

春节即将到来，专家还建议应少放烟
花爆竹。燃放烟花爆竹时噪声会高达
135分贝，能对老人和小孩造成瞬时性耳
聋；同时会释放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二氧
化氮等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春节期间空气
中污染物浓度飙高十几倍。

1、PM2.5是什么？

PM2.5又称细颗粒物细粒、细颗粒，是指环境空气中空
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既有一次
排放形成的一次污染物又有气态污染物通过转化形成二
次污染物，其主要成分既有无机物又有有机物。

PM2.5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等有重要的影响。与较粗
的大气颗粒物相比，细颗粒物粒径小，富含大量的有毒、有
害物质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
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PM2.5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大，因为直径越小，进入呼吸
道的部位越深。10微米直径的颗粒物通常沉积在上呼吸
道，2.5微米以下的可深入到细支气管和肺泡。细颗粒物
进入人体到肺泡后，直接影响肺的通气功能，使机体容易
处在缺氧状态。

2、AQI是什么？

AQI即空气质量指数，就是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
各项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的影响，将常规监测的
几种空气污染物浓度简化成为单一的概念性指数值形式，
它将空气污染程度和空气质量状况分级表示，适合于表示
城市的短期空气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针对单项污染物
的还规定了空气质量分指数。参与空气质量评价的主要
污染物为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臭氧、一氧化碳等6项。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
（HJ633—2012）规定：空气质量指数划分为 0－50、51－
100、101－150、151－200、201－300和大于300六档，对应
于空气质量的6个级别，指数越大，级别越高，说明污染越
严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越明显。

空气质量指数为0－50，空气质量级别为一级，空气质
量状况属于优。此时，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
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空气质量指数为51－100，空气质量级别为二级，空气
质量状况属于良。此时空气质量可接受，但某些污染物可
能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响，建议极少数异
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空气质量指数为101－150，空气质量级别为三级，空
气质量状况属于轻度污染。此时，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
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症状。建议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空气质量指数为151－200，空气质量级别为四级，空气
质量状况属于中度污染。此时，进一步加剧易感人群症状，
可能对健康人群心脏、呼吸系统有影响，建议疾病患者避免
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练，一般人群适量减少户外运动。

空气质量指数为201－300，空气质量级别为五级，空
气质量状况属于重度污染。此时，心脏病和肺病患者症状
显著加剧，运动耐受力降低，健康人群普遍出现症状，建议
儿童、老年人和心脏病、肺病患者应停留在室内，停止户外
运动，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

空气质量指数大于300，空气质量级别为六级，空气质量
状况属于严重污染。此时，健康人群运动耐受力降低，有明
显强烈症状，提前出现某些疾病，建议儿童、老年人和病人应
当留在室内，避免体力消耗，一般人群应避免户外活动。

3、雾与霾如何区分？

雾是由大量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
组成的气溶胶系统。

霾，也称灰霾，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
合物等粒子也能使大气混浊，将目标物的水平能见度在
1000-10000米的这种现象称为轻雾或霭。

雾和霾相同之处都是视程障碍物，但雾与霾的形成原
因和条件却有很大的差别。

一般相对湿度小于80%时的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导致
的能见度恶化是霾造成的，相对湿度大于90%时的大气混
浊，视野模糊导致的能见度恶化是雾造成的，相对湿度介
于80-90%之间时的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导致的能见度恶
化是雾和霾的混合物共同造成的，但其主要成分是霾。霾
的厚度比较大，可达1-3公里左右。

4、臭氧是如何形成的？

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等排入大气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VOC）和氮氧化物(NOX)，是产生臭氧的原料，也被称为
是生成臭氧的前体物。它们在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下，经
过光化学反应，就会产生臭氧等二次污染物。

臭氧具有强氧化性，可使织物、纸张等发脆，使橡胶老
化而降低缆度。臭氧能与生物体系中的不饱和脂肪酸、酶
中的流基、氨基及其他重要的蛋白质发生反应，短暂暴露
在高浓度臭氧中，会引起咳嗽、喉部干燥、胸痛、粘膜分泌
增加、疲乏、恶心等症状。

遏制臭氧污染，要对VOC和NOX这两类前体物实行
协同控制。VOC主要的排放源有汽车尾气、石化行业、汽
车摩托车制造、家具制造、包装印刷等行业，NOX的主要排
放源有汽车尾气、火电行业、水泥、砖瓦窑等建材制造业以
及大型燃煤、燃气锅炉等。应重点推动这些行业采取切实
有效的治理设施和工艺技术改造，降低排放水平。

广大市民朋友，若希望了解更多的大气污染防
治知识和空气质量动态信息，请关注重庆环保微信、
重庆环保世纪行微信、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网
站:http://www.cqem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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