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保部：多數城市PM2.5超標
駐華使館發空氣質量信息違外交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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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原副主席劉卓志受審

據最新發布的《2011 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
，2011年內地城市環境空氣質量總體穩定，325個地級
及以上城市中，環境空氣質量達標的城市佔89.0%。不
過，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指出，按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
準進行評價（PM2.5 年均值的二級標準為 35 微克／立
方米來考核），多數城市細顆粒物超標，年均值為 58
微克／立方米。內地城市細顆粒物（PM2.5）污染將逐
步顯現。

吳曉青表示，環保部已經明確了第一階段新標準的
實施範圍、時間期限和工作要求。首批 74 個城市 496
個監測點位，要在2012年10月底前完成空氣質量自動
監測設備安裝，12 月底前開始對外發布空氣質量監測
數據。

而針對個別國家駐華使領館監測空氣質量的情況，
吳曉青指出，中國空氣質量監測及發布，涉及社會公共
利益，屬政府的公共權力。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和《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外交人員有義務尊重接
受國法律法規，不能干涉接受國內政。

美用其標準評價中國不科學
吳曉青說，個別國家駐華使領館這樣做 「既不嚴謹

，也不規範」，希望其停止發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氣質
量信息。

「用一個點位的監測數據對一個區域的空氣質量進
行評價，是不科學的，所監測的數據不代表那個城市整
體空氣質量水平。」吳曉青指出。

據統計，美國現有 PM2.5 監測點位 1000 個，法國
700個，英國400個。美國紐約城市監測點位20個，巴
黎18個，倫敦31個。各國運用其城市點位群組成監測
網絡，來完整發布城市空氣質量日均值和年均值。

吳曉青稱，目前北京、上海發布的PM2.5監測數據
，與個別使領館發布的監測數據日均值是基本一致的，
但評價結果相差很大， 「主要原因是他們用本國的空氣
質量標準來評價我國的空氣質量，這是明顯不合理的
。」

吳曉青指出，各國環境質量標準的制修訂要與經濟
的發展水平和技術條件緊密相連，美國運用其標準來衡
量中國的空氣質量不夠科學。各國PM2.5的標準都在隨
其發展程度逐年提高，美國 1997 年發布 PM2.5 Ⅱ級標
準為 65 微克／立方米，2006 年修改為 35 微克／立方
米。

吳曉青表示，今年年初中國參考世衛組織指導值，
制定了新的空氣質量標準，其中 PM2.5 日均值為 75 微
克／立方米，是符合實際的， 「是根據中國的發展水平
和技術條件決定的。」

發布六項污染物監測信息
據透露，環保部將從今年下半年開始，在 74 個城

市的所有控監測點陸續發布空氣質量監測信息，讓公眾
及時了解監測信息情況。除PM2.5外，還將發布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臭氧、PM10、一氧化碳共六項污染物
指標的實時濃度值，並配以空氣質量 AQI 指數，監測
項目更全、監測點位更多，更具有代表性。

5日上午，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吳曉青在
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通報《2011中國環境狀
況公報》時指出，內地74個城市、496個
PM2.5監測點今年年底前要開始公布數據，
個別國家駐華使領館監測空氣質量並發布信
息既不嚴謹，也不規範。希望個別駐華使領
館停止發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氣質量信息。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五日電】

PM2.5是指大氣
中直徑小於或等於
2.5 微米的顆粒物，
也稱為可入肺顆粒物

。它的直徑還不到人的頭髮絲粗細的 1/20。雖然
PM2.5只是地球大氣成分中含量很少的組成成分，
但它對空氣質量和能見度等有重要的影響。與較粗
的大氣顆粒物相比，PM2.5粒徑小，富含大量的有
毒、有害物質且在大氣中的停留時間長、輸送距離
遠，因而對人體健康和大氣環境質量的影響更大。

話你知

特稿
從發改委發表的可持

續發展國家報告，到國家
林業局介紹中國林業在推
動可持續發展中的進展，

再到環保部今天發布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連續
三場的國字頭信息發布，向國內民眾及國際社會
說明中國近年來在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方面所
作出的努力。這實際是為6月20日在巴西舉行的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預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屆時亦將參會。

這是每十年舉辦一次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
的第三屆會議，會議將主題確定為在可持續發展
和消除貧困背景下的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機制
框架。而 「可持續發展」這一與科學發展觀不謀
而合的概念，正是本次大會的關注焦點。

強調注重長遠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可持續
發展的理念事實上始終貫穿於中國的國家發展規
劃，這從 「十一五」、 「十二五」規劃綱要都將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單列一章

便可見一斑。此外，綠色GDP的提法也改變了地
方官員的政績觀，中國對官員的考核體系實際上
與國際可持續發展的潮流是相符合的。也正是在
這種背景下，2008年，直屬國務院的環保部取代
了環保總局。近年來，節能減排作為一項國家工
程被嚴格執行，具體到規定各國家機關、事業單
位 6 月中旬才可以開空調降暑，國務院總理辦公
室也不例外。

然而，環保不僅僅是國家層面上的節能減排

。對空氣質量這一和每個公眾的利益息息相關的
關鍵指標，公眾有了解的需求和願望。以 PM2.5
為例，去年10月以前，它還是一個讓民眾陌生的
科學概念，今天卻耳熟能詳。對這個新空氣質量
指標，中國環保部門的反應速度也值得稱道——
去年12月中旬，環保部部長公布各地監測PM2.5
的時間表；今年 2 月底，國務院常務會議同意發
布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3月5日的政
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即宣布今年在京津冀
、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以及直轄市和省會
城市開展PM2.5等項目監測。

6月5日，作為主管機構，環保部首次正面、
全面地回應了PM2.5帶來的爭議。這一方面凸顯
出中國政府對這一問題的重視，同時也顯示了政
府在改善空氣質量方面的決心和底氣：除了駁斥
駐華機構發布既不嚴謹也不規範的空氣質量信息
，環保部副部長還透露了新空氣標準的實施範圍
和時間期限——首批試點的 74 個大中城市的 496
個監測點位，要在 2012 年 10 月底前完成空氣質
量自動監測設備安裝，並且開展試運行，12月底
前開始對外發布空氣質量監測數據，而廣東省已
於4日上午率先發布了珠江三角洲62個監測點位
的監測數據和實時的AQI數據。

值得期待，中國這個發展中的大國實現與自
己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相匹配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推進與自己人民生活和健康需求相適應的環境
保護事業。

【本報北京五日電】

中國交出環保成績單
本報記者 隋曉姣

【本報記者唐竟淳長沙五日電】長沙市酒類行業
協會某負責人近日向本報記者透露，最近一次的市場
清查顯示，市區內近九成的煙酒專賣店所售的名牌白
酒均為假冒偽劣產品，其中以茅台、五糧液、內參三
款產品尤為突出。隨後，內參酒的生產廠家湖南酒鬼
酒公司一高管向記者證實了此事。據悉，長沙市公安
局食品安全大隊近日也查獲了一起市值百萬元人民幣
的內參酒生產銷售團夥。

專賣店內不見名酒，卻發現一大批名酒包裝盒，
這是執法人員在長沙市場檢查時發現的怪象。經過偵
查，長沙市公安局食品安全大隊近日查獲了一起市值
達百萬元人民幣的假酒生產銷售團夥。 「接受預定、
定量生產完冒牌名酒，並將其送到煙酒專賣店內即時
包裝後進行銷售」，這個犯罪團夥為了防止警方的打
擊，已形成一套嚴密的操作流程。

真品名酒被假冒品擠壓
茅台、五糧液公司一高管披露，目前在長沙經營

的近九成煙酒專賣店均被不同的社會組織所控制。組
織負責對店面進行承租、裝修，並定期為店面進行供
貨，而經營者只需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後便可開張經
營。

市面價格在 1500 元／瓶左右的 52°茅台酒，假

冒產品的進貨價卻不足600元。為了以假亂真，銷售
商多會以假酒綁定真酒一同銷售。在此次抓獲的犯罪
嫌疑人之中，民警發現其中就有曾任湖南酒鬼酒公司
管理層的員工。除了在專賣店進行銷售外，製假者還
通過正規的酒類銷售公司向大型的企事業單位進行大
批量供貨，而該酒類銷售公司的進貨負責人將收到一
筆不菲的佣金。

警方執法受限難徹查
2010 年 6 月 18 日，全國首支食品安全公安執法

隊伍──長沙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隊食品安全執法大
隊正式掛牌成立。然而，編制為 20 餘人的隊伍，目
前在職民警僅8人。警力吃緊的背後，影響的是執法
力度和管理範圍。據長沙市酒類行業協會某負責人透
露，由於辦案經費有限，許多涉及到某品牌的案子，
該品牌都會主動為民警提供辦案經費，以確保案件能
順利偵破。另據不願透露姓名的警方人士說，來自各
權利部門的官員打招呼，為造假者說情，給辦案帶來
很大阻力，因此，要嚴懲造假者並非易事。

長沙市在近日開庭審理一起製售假酒案件中，公
訴方已充分的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相關證據。然而，
在法院審理的過程中，辯方律師以犯罪嫌疑人銷售的
是 「冒牌名酒」為由，拒絕承認其銷售的是 「假酒」

。據悉，其理據為 「假酒」應不為 「酒」，而犯罪嫌
疑人所銷售的僅是冒用其商標和包裝的低檔酒。根據
國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這樣的行為僅為侵犯
商標權，而並非製假售假的行為。在量刑上，則不考
慮為刑事犯罪。

長沙市面難覓真名酒
司法漏洞警力薄弱難懲製假

▲民警介紹製假售假商的操作情況
唐竟淳攝

【本報訊】6月5日是第41個世界環
境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確定的主題為
「綠色經濟，你參與了嗎」，中國確定的

主題為 「綠色消費你行動了嗎」，強調推
進綠色發展、推廣綠色消費的重要性和緊
迫性，呼籲人人行動起來。

中國各地都舉行環保活動，其中
PM2.5是公眾和媒體關注的焦點。

北京 三大措施降PM2.5
【本報實習記者周琳北京五日電】為

紀念世界環境日，由環保部主辦的高層論
壇在京召開。論壇上北京市副市長洪峰對
北京綠色經濟的發展情況進行闡述，並提
出繼續着力推進以降低PM2.5為重點的大
氣污染防治。

洪峰提出，為了將北京建立為清潔高
效的綠色生產體系，首先要推進產業結構
深度調整，其次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最後
要繼續推進以降低PM2.5為重點的大氣污
染防治，提升首都空氣質量。

洪峰說，為了降低PM2.5，北京將在
深化產業結構調整的基礎上，着力打好
「換車」、 「壓煤」和 「降塵」三大戰

役。

上海 月內有望發布PM2.5
【本報實習記者夏微、俞宛岑上海五

日電】上海市環境保護局 5 日發布的
《2011 年上海環境狀況公報》顯示，
2011 年上海市民全年有十二分之一的時
間生活在受污染的空氣環境中，造成灰霾
天氣的元兇正是PM2.5。

上海市環保局局長張全對此回應，上
海有望本月底前發布 PM2.5 數據。屆時
10 個符合國家標準的監控點將實時發布
PM2.5指數。

上海市環保局局長張全介紹，初步研
究表明，上海PM2.5的主要來源為：機動

車船等移動源佔25%；石化、化工、工業噴塗、鋼鐵和建
材等工業工藝過程佔15%；工業鍋爐、工業爐窰佔11%；
電站鍋爐佔10%；建築工地、道路和堆場揚塵等佔10%；
乾洗、餐飲和民用塗料等生活面源佔5%；秸稈燃燒、化
肥使用和畜禽養殖等農業源佔4%；區域影響佔20%。

珠三角 PM2.5監測全覆蓋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五日電】廣東省環境保護廳今

天舉辦 「感受科技環保、匯聚綠色自覺」環保開放日活動
，最新應急監測車輛、大氣監測儀器、PM2.5發布平台、
專題實驗室等首次向公眾開放展示，吸引了過百市民前來
參觀體驗，其中與市民生活密切相關的PM2.5監測儀器、
手機輻射測試等最受關注。

廣東省環保廳在活動上表示，該省已正式向社會公眾
發布了珠江三角洲第二批監測站點的空氣質量實況，使得
珠三角地區按 「新標準」要求實時發布的站點數量達到
62個。

目前珠三角9市1區（順德區）所有國控省控空氣質
量監測站點全部具備了 「新標準」要求的6種主要污染物
常規監測能力。這也使得珠三角提前半年超額完成了中國
環保部下達的任務，並實現了 「監測指標、發布內容、監
測站點」三個全覆蓋。

廣東省環境保護大氣環境首席專家鍾流舉坦言，儘管
該省監測能力較領先一步，但大氣污染物減排仍面臨嚴峻
形勢。

海口 5日起公布PM2.5值
【本報實習記者余曉玲海口五日電】據海口環保局長

陳超介紹，海口將從今天起正式對外發布包括PM2.5在內
的環境空氣質量監測數據。按照國家環保部要求，海口市
目前已有5個國控環境空氣質量監測點位，監測點位將新
增4個，其餘4個子站的PM2.5監測設備正在政府採購，
計劃今年9月完成設備安裝和調試，並投入試運行。目前
，海口已完成了龍昆南路東側的海南師範大學環境空氣質
量自動監測子站細顆粒物（PM2.5）設備的安裝和調試，
並開展監測工作。今年年初至本月4日共156天的檢測結
果顯示，海口PM2.5日均值在一級標準以上的有154天，
二級以上的僅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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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銀川市民在街頭了解PM2.5的
相關知識 新華社

▲6月5日，有騎手在北京街頭騎馬出行，旨
在呼籲尊重共同的生活環境，傳播綠色出行
的理念 新華社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劉卓志涉嫌受賄一案，5日
在北京市一中院審理。劉卓志被控利用職務便利收受500餘
萬元人民幣與30餘萬元美金。這是今年北京中級法院審理
的首位省部級高官。

現年59歲的劉卓志出生於吉林省，2008年1月27日當
選為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去年12月15日因涉嫌嚴重
違紀接受調查。

劉卓志從 2001 年 8 月起，擔任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
盟委副書記、盟長，後又擔任錫林郭勒盟盟委書記。其在錫
盟掌權8年，涉嫌犯罪的問題也集中在這8年。在劉卓志被
抓前，他在錫盟任職時的兩位副手和兩位得力部下，相繼被
查辦。 中通社

■林春平涉虛開稅票被追捕
據媒體報道，因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且數額巨大

，犯罪嫌疑人林春平於 5 月 23 日畏罪出逃。目前，溫州市
公安機關已對林春平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案立案並成
立專案組，上網追捕。

42 歲的林春平是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人。2011 年底，
林春平高調宣稱，其斥資6000萬美元收購了有85年歷史、
位於特拉華州的美國大西洋銀行，並更名為美國新匯豐銀行
重新試營業。然而，謊言很快被媒體揭穿，林春平被迫向公
眾鞠躬道歉，同時辭去溫州市政協委員。

自爆發民間債務危機以來，溫州非法集資詐騙案、民間
借貸糾紛案呈上升之勢，加之如今的 「林春平案」，難免讓
人對傳承多年的 「溫商信用」產生懷疑。

中新社

▲四川一批身着大熊貓服飾的民眾，通過騎遊的方式
向公眾倡議選擇低碳環保出行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