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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蓝天保卫战
本报记者 李艳洁 北京报道

克 / 立方米）目标之下，达到 58 微

两会点睛

“
大气十条”实施 4 年以来的成效

克 / 立方米， 但比起国家空气质量

2018 年 二 氧 化 硫 、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量要下降 3%， 重点地区细颗粒物

“蓝天”、清洁空气是民之所向、

标准的年均 35 微克 / 立方米、仍超

（PM2.5）浓度继续下降。 而据环保

少散煤消费、淘汰落后产能、重点行

群众所求。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
“
大
气十条”完满收官，但这显然还不是
大气污染治理的终点。 即便去年北

标六成以上， 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不到三成。
3 月 5 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

部长李干杰在春节前的全国环保
工作会议上的介绍，2018 年“PM2.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 浓 度

业污染物排放的提标改造等措施，
发挥了巨大的支持作用。 李干杰在
2018 年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表示，今

京 PM2.5 浓度降到了
“
京 60”（60 微

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

同比下降 2%”。

年要继续推进相关措施。

环保行业人士一致认为，“
大气
十条”的圆满完成，调整能源结构减

“煤改气”“煤改电”计划 400 万户
在 2018 年全国环保工作会议

减少 80%， 二氧化硫排放量则将减

长，导致出现大面积
“气荒现象”。那

此外，何立峰还表示，要加强和

上，李干杰表示，要继续稳步推进北
方地区清洁取暖， 今年北方地区清

少 99%。也就是说，使用天然气可以
有效减少温室气体和 PM2.5 前体

么今年，持续推进的“煤改气”是否
会再遭遇“
气荒”？

周边国家，包括中亚地区、俄罗斯地
区和太平洋沿海各国等有天然气生

洁能源改造工作预计将完成煤改
气、 煤改电 400 万户； 加快淘汰 10

物的排放，从而减少雾霾。
环保部大气司司长刘炳江在 2

据国家发改委统计数据显示，
2017 年我国累计供应天然气达到 2373

产供应的国家签订更加紧密的、长
期的天然气供应协议， 稳定住天然

蒸吨及以下燃煤小锅炉， 全面启动
城市建成区 35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蓝天保
卫战 3 年行动计划的主攻方向之一

亿立方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的历史最高点。

气包括 LNG 供应。
在天然气储备和 LNG 储罐方

炉淘汰工作。
“燃煤、 工业生产和机动车是

就是能源结构调整， 把治理散煤和
重点地区推行清洁取暖作为突破

“
今年我们估计在去年 2300 多
亿立方米的基础上， 需求还会进一

面，也要加强设施建设，全国尽快形
成“
一张网”。“
储气能力是我们很大

京津冀和周边地区秋冬季重污染
的主要来源，其中燃煤排放是冬季

口， 来持续推进重点地区的煤炭消
费总量控制。

步上升。 ”3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主
任何立峰在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

的短板，现在做得最好的是上海，已
经做到 15 天左右的储气水平。上海

的首要来源，对重污染期间 PM2.5
的贡献，包括一次排放和二次转化

据环保部数据，“大气十条”实
施 4 年来， 全国煤炭消费占一次性

议记者会上表示， 去年冬天一度供
气紧张， 确实暴露出国内在天然气

能做到，其他城市要稳步向前推进，
争取比较短的时期内达到供应本地

的贡献可以达到 30％~50％， 有个
别城市燃煤的贡献可以达到
50％。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
合中心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贺

能 源 消 费 的 比 重 由 67.4% 下 降 至
60%左右。“
2+26”城市完成电代煤、
气代煤 470 万户，削减散煤 1000 余
万吨。 其中，2017 年“
2+26”城市完

产、供、储、销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
和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 要力
争稳步推进，包括动员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的原则来稳步推进储气能

区，特别是本城市 10 天左右的储气
能力。 ”何立峰表示，供气企业要达
到 10%的储气能力， 世界平均水平
的储气能力是 15%左右。

克斌介绍。
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使

成了
“
双替代”394 万户，70%左右是
煤改气，其他的为煤改电。

力、供气能力和管网建设。
近期的工作，重点是在确保安
“

“我们要建立 2 亿立方米左右
的调峰机制，其中 1 亿立方米调峰

用天然气代替燃煤可以有效减少雾
霾。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统
计，使用天然气取代煤炭，二氧化碳
排放将减少 44%， 二氧化氮排放将

去年， 北方各省市陆续推出今
后几年的清洁供暖规划， 一些地区
还将任务分解到各年度。
去年天然气的消费需求急剧增

全的前提下，千方百计组织生产。 ”
何立峰表示， 同时还要大力组织研
发力量，研究致密气开采、页岩气的
开采，包括煤制气的深入研究。

能力建设主要通过中石油、 中石
化、 中海油等主要供气企业来完
成，1 亿立方米左右压实到地方的
责任，来确保能够在特别需要的突

提升公众的“
蓝天幸福感”，要

能等支持空气质量改善的重大工程

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再压减钢铁产

象之一。 前述省、直辖市、自治区已

在几个主攻方向上发力 。
刘炳江表示， 产业结构调整是

和重大措施超额完成， 解决了多项
大气污染防治难题。

能 3000 万吨左右， 退出煤炭产能
1.5 亿吨左右， 淘汰关停不达标的

蓝天保卫战 3 年行动计划的主攻方
向之首， 重点是继续开展散乱污企

据国家发改委数据，4 年来，共
退出钢铁产能 1.7 亿吨以上、 退出

业综合整治， 淘汰落后产能并化解
过剩产能， 还有城区内重污染企业
的搬迁等。
刘炳江介绍， 加快淘汰落后产

本报资料室 / 图

发或者是极端情况下保证供应不
出问题。 ”何立峰表示，如果出现极
端情况，我们还是要“压非保民”，

“压非” 就是非民用气要逐渐地压
缩，确保民用气不受任何极端天气
和极端情况影响。

提高环保标准 淘汰落后产能
强调，“法治化去产能

求，按照市场供求的关系，按照行

经公布的目标显示， 今年计划淘汰
250 万千瓦以上的煤电机组。

是指严格执行质量、环保、能耗、安
全等法律法规和标准，持续的开展

业结构优化调整和企业改革的要
求，有序地推进。 ”

30 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
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在

“
在去产能的过程当中，国家发
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始终坚持市场

淘汰落后、治理违法违规和联合执
法的专项行动， 倒逼落后产能退

宁吉 表示， 通过去产能，使
行业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煤炭产能 8 亿吨，淘汰停建、缓建煤
电产能 6500 万千瓦。 2017 年，1.4

本省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了去产能的目标，合计压减钢铁产能

化、法治化、规范化的原则。 ”国家发
改委副主任宁吉 在 3 月 8 日的全

出，使过去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得
到扭转。 去产能的目标也并不是由

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使市场竞争的秩序得到有效规范，

亿吨地条钢全部清理完毕。
对于今年的去产能任务， 政府

1860 万吨、煤炭产能 6812 万吨。
落后的煤电机组也是淘汰的对

国人大记者会上表示， 去产能是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政府部门来提出， 而是由行业协
会、 企业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要

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总供求关系
的改善。

高污染行业将推行超低排放
于钢铁等高污染行业， 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今年要
“推动钢铁等行
业超低排放改造。 提高污染排放标
准，实行限期达标。 ”
此前一直被认为是主要污染来
源之一的煤电， 自 2014 年开始超低
排放升级改造。“
数据显示，全国燃煤
机组目前已累计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7
亿千瓦，占煤电装机容量 71%。我们国
家已经建立起全世界最大的煤炭清洁
利用体系，煤电行业为中国的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环保
部宣教司巡视员刘友宾说。
刘炳江认为， 相比煤电行业污
染物持续减排， 非电行业对我国污
染排放贡献越来越大， 我国钢铁的
产量占世界的 50%，水泥占 60%，平
板玻璃占 50%，电解铝占 65%，且分
布了 40 多万台量大面广的燃煤锅
炉，量大面广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
和农村的采暖用煤数量更是惊人。
非电行业的污染治理的基数、 管理
的能力与电力行业相比还有很大的
差距。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
的排放量占全国四分之三以上。 另
外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还未得到有
效的控制，主要来源是石化、化工、
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
对于 2017 年“大气十条”的圆
满完成，刘炳江认为，重点行业提标
改造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17
年，环保部制修订水泥、石化等重点
行业排放标准 20 多项，实施了一轮
污染治理设施提标改造工程。“
1万
多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全部安装在
线监控， 实现 24 小时实时监管；企
业排放达标率大幅度提升。 ”
今年， 污染排放标准将更加
严格。
根据环保部日前印发的 《关于
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执行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
京津冀“
2＋26”城市于今年 3 月 1
日起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10 月 1 日起，火电、钢铁、石化、
化工、有色（不含氧化铝）、水泥行业
现有企业以及在用锅炉要执行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
机物特别排放限值。2019 年 10 月 1
日起， 炼焦化学工业现有企业要执
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

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公布的压减产能目标
河北省提出 2018 年压减钢铁
产能 1000 万吨以上、煤炭 1062 万
吨、水泥 100 万吨、焦炭 500 万吨、
平板玻璃 500 万重量箱、火电 50 万
千瓦，钢铁
“
僵尸企业”全部出清。
山东省提出 2018 年压减粗钢
产能 355 万吨、生铁产能 60 万吨、
煤炭产能 465 万吨。
山西省提出 2018 年退出煤炭
过剩产能 2300 万吨、 钢铁过剩产
能 190 万吨，淘汰煤电机组 100 万
千瓦以上。
河南省提出 2018 年淘汰落后
煤电机组 100 万千瓦。
安徽省提出 2018 年退出煤炭
产能 690 万吨，压减生铁粗钢产能
228 万吨。
辽宁省提出 2018 年关闭年产
30 万吨以下煤矿 25 个， 去产能
361 万吨；全面取缔县域建成区和
工业园区 10 吨以下燃煤小锅炉。
黑龙江省提出 2018 年推进
582 处煤矿整顿关闭和企业兼并重
组转型升级，30 万千瓦及以上燃煤
发电机组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内蒙古提出 2018 年退出煤
炭产能 405 万吨， 统筹做好煤电、
建材等行业去产能工作。
云南省提出 2018 年压减粗钢
产能 27 万吨， 退出煤炭产能 58 万
吨，对 13 类落后小煤矿，坚决做到
应去尽去。
贵州省提出 2018 年关闭煤矿
70 处、压减产能 1000 万吨。
甘肃省提出 2018 年关闭退出
煤矿 22 处，淘汰落后产能 471 万吨。
天津市提出 2018 年处置
“
僵尸
企业”260 户，深化钢铁行业
“
去产能”
工作。
北京市提出，2018 年有序推
进农村煤改清洁能源， 基本实现
平原地区“无煤化”。 对重点企业
严格排污许可证管理，实现“散乱
污”企业动态清零。

本报记者李艳洁整理自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 2018 年《政府
工作报告》

发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
此前， 河北省宣布，2018 年将
开展工业企业全面达标排放行动，
对钢铁、 焦化等重点行业实施超低

排放改造。 河南省发布的《2018 年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也
明确， 在 2018 年采暖季对钢铁、焦
化、铸造、建材、有色、化工行业继续
实施错峰生产， 在此基础上， 对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稳定达到特别排
放 / 超低排放限值的相关行业企
业， 实施差别化限产， 进一步实现
“谁改造谁受益、早改造早受益”。
而对于那些违法超标排放严
重的“散乱污”企业，刘炳江表示，
今年会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排查散
乱污企业。
“据专家估算，2017 年‘2+26’
城市‘散乱污’ 企业整治对 PM2.5
浓度下降贡献率达 30%。”刘炳江介
绍，群众对“散乱污”企业投诉量也
是最大的。 据环保部数据，2017 年，
“2+26” 城市在一年内清理整顿涉
气
“散乱污”企业 6.2 万余家。
对于环保执法导致经济损失的
说法，刘炳江解释，
“散乱污”综合整
治，是扶堵结合，扶持环境绩效好的
企业、绿色 GDP，打击非法企业、黑
色 GDP。
刘炳江称他们也组织做过深入
分析，如果“散乱污”企业全部安上
高效治污设施， 那么这些企业不仅
钱挣不到，甚至还得赔本，这些企业
之所以能长期存在， 就是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 环境成本内部化没得到
落实，所以赚的都是污染环境的钱。
刘炳江认为，
“
散乱污” 企业综
合整治，不仅换来了环境质量改善，
也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
了产业转型， 解决了“劣币驱逐良
币”的问题。“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
原有 2000 多家胶合板企业，原来年
纳税额只有两亿多元，综合整治后，
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从 39 家增加到
100 多家，纳税额也翻番了，你们可
以去那里看一看， 原来企业周边环
境脏乱差， 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变
化，群众普遍叫好。 ”
“
在执法过程中，肯定会对一些
违法企业、 不达标企业造成较大冲
击，甚至关停淘汰，我想这是经济发
展的必然规律， 历史欠账总是要还
的，
‘散乱污’ 企业综合整治还要进
一步向全国推广， 请大家客观理性
来看待这个问题。 ”刘炳江表示。

宁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