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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未來33年年垃圾填埋垃圾填埋處理比例降至處理比例降至3030%%

清明臨近，從頤和園向西北驅車前行30里，到
位於海淀區溫泉鎮白家疃村南的北京老年醫院院內
，有一處90米高的小山名曰顯龍。顯龍山雖不高，
卻遍布青松翠柏，肅穆巍然。

顯龍山最顯眼處，是辛亥灤州革命先烈紀念園
，這是國民政府時期官方為灤州起義烈士所建的衣
冠塚和紀念塔，是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灤州起義
雖沒有武昌首義那樣聲震天下，但因灤州迫在京畿
，起義仍大大動搖了清朝軍心，對推翻帝制、建立
共和國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國民政府視為辛亥革
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北京老年醫院黨委副書記朱
江華與海淀區溫泉鎮宣傳部長齊貞儉的陪同下，我
們順山路繼續往上攀爬約十分鐘，一塊長方形巨
大的黑灰色石壁上， 「水流雲在」四個朱色大字就
赫然出現在眼前。字體端正大方，走筆氣勢磅，
字高1.6米。下面還有一行小字： 「英斂之攜內子淑
仲、小兒千里游此，偶取杜句寄意，時宣統退位之
次年正月也」。這裡就是被譽為北京地區最大的摩
崖石刻。而它的作者正是一手創辦了《大公報》和

輔仁大學的清末文化鉅子英斂之。
英斂之，名華，號安蹇，晚號萬松野人，北京

正紅旗籍。英斂之的老姓為赫佳氏， 「英」字為行
輩字，為對付當時社會的排滿情緒，而把行輩字改
為姓。英斂之1902年在天津創辦《大公報》，儘管
他本人在1912年清帝宣布退位後，
辭職隱居京西香山。但《大公報
》卻成為中國新聞史難以繞開的
高峰，其支脈曾遍及上海、漢口
、重慶、桂林、香港、北京等多
地，影響力在中國更是一時無倆
，言論受到國共兩黨高層重視。

如今，《大公報》歷經百年滄桑，仍是中國輿論重
鎮。隱居京西的天主教徒英斂之後又創立輔仁社，
並與馬相伯辦起輔仁大學。輔仁大學在上世紀初曾
與北大、清華、燕京一起被稱為北平四大名校。

物換星移，如今，知道英斂之者漸少，大公報
僅留香港一家餘脈，輔仁大學也從北京遷到台灣，
往事悠悠，令人不勝唏噓。與辛亥灤州革命先烈紀
念園的顯赫，並受到民國、新中國兩代官方的重視
和保護相比，英斂之 「水流雲在」石刻顯得略微冷
清，石刻旁邊甚至曾有人用石灰肆意塗寫，讓人不
忍觀瞻。

今年恰逢英斂之留下 「水流雲在」石刻一百周
年。1913年2月，隱居後的英斂之攜妻兒來到溫泉看
望其母親娘家的親戚，他登上顯龍山頂眺望，雖然
時值冬日，但山下的溫泉水湧溢，緩緩流淌，熱氣
蒸騰，以致山上雲霧繚繞，白茫茫一片。清帝退位
，民國建立後，47歲的英斂之政治理想破滅後，歸
隱的心情不言而喻，此番觸景生情，他感慨萬千，
不禁信口吟詠起杜甫的詩：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

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據說，英斂之
僱人鑿刻了半個月才完成 「水流雲在」巨作。

1926年1月10日，罹患肝癌的英斂之逝世，享年
59歲。其靈柩歸葬西郊八里莊慈壽寺塔根底下。解放
後，政府徵用這塊土地，英墓被遷移，後竟下落不
明。現如今，這裡成為海淀區的特色公園─玲瓏園
。而 「水流雲在」石刻文革中也被紅衛兵數次用鎯
頭、斧頭砍削，只是未能將其毀掉。文革後，海淀
區文物管理部門曾對石刻進行過維修，但並未列入
文物名錄予以保護。溫泉鎮副鎮長馬素霞告訴我們
，他們也打算將 「水流雲在」石刻保護起來，並希
望與大公報合作將此地設為新聞同仁的緬懷地。

儘管英斂之後人名流輩出，但作為大公報和輔
仁大學的創始人，無論在新聞界還是教育界，英斂
之的名字都顯得過於低調，與之在中國新聞史、教
育史上的地位不符。英斂之在京西的斑斑遺愛，尤
其是他的遺蹤手澤 「水流雲在」歷經百年依然存世
，作為大公報後人，我們在清明節前夕訪謁此處，
謹向先賢表達敬意和緬懷。 本報記者王德軍

對於空氣污染對於空氣污染、、污水污水、、垃圾垃圾、、違法建設這些環境違法建設這些環境 「「四害四害」」 ，，北京全城動北京全城動
員員、、限期整治限期整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在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在 「「北京生態文北京生態文
明和城鄉環境建設動員大會明和城鄉環境建設動員大會」」 表示表示，，未來三年北京將動員全社會力量未來三年北京將動員全社會力量，，深入深入
推動首都生態文明建設推動首都生態文明建設，，讓北京天更藍讓北京天更藍、、地更綠地更綠、、水更淨水更淨，，要求各級部門遇要求各級部門遇
到問題不躲到問題不躲、、不繞不繞，，落實不力將問責落實不力將問責。。據悉據悉，，未來三年北京在垃圾未來三年北京在垃圾、、污水污水、、
造林方面的投資將超過造林方面的投資將超過10001000億元億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隋曉姣隋曉姣

為改善北京的大氣質量，北京市委、市政府研
究制訂了《北京市2013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將
以控制PM2.5和大氣污染減排為重點，大到產業結
構調整、清潔能源改造，小到餐飲油煙、乾洗店污
染控制共出台69條具體措施治理大氣污染。

根據《計劃》，今年北京空氣質量改善目標為
全市和各區縣空氣中主要污染物濃度平均下降2%；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比削減2%；這一任務
具體分解為八個方面69項措施，每一條措施都明確
了責任單位、完成時限和每個季度的工作進展。

治污需治污需 「「啃硬骨頭啃硬骨頭」」
北京市副市長張工在北京市生態文明和城鄉環

境建設動員大會上表示，北京大氣污染防治既是一
場持久戰，也是一場攻堅戰，必須下大力氣， 「啃
硬骨頭」，以具體行動讓市民看到希望，以實際成
效接近市民期望。今年將以控制PM2.5和大氣污染
減排為重點，抓好能源結構調整減排工程、產業結
構優化減排工程、末端治理減排工程、監督管理減
排工程、政策創新減排工程、科技創新減排工程和
空氣重污染應急減排工程等七大工程。

對於今年以來嚴重霧霾天氣頻現，北京市環保
局副局長方力表示，北京自然環境三面環山，乾旱
少雨，環境容量小，不利於擴散的極端天氣全年超
過20%。造成霧霾的原因首先是極端天氣；其次，
作為特大型城市，北京自身的污染排放量相當大，
傳統粗放的發展模式帶來的歷史 「欠帳」，由人口
增長、生活水平提高帶來的生活性污染快速增加；
第三，在極端條件下，外來的污染物大概佔到40%
。由於地理環境擴散不利，即使北京沒有污染排放
，只要有外來污染物的區域傳輸，仍會使北京的空
氣質量達到重度污染。

方力強調，北京大氣污染防治已進入 「以治理
PM2.5為核心」的新的階段。正在進行調研和審議

的《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是以空氣質量改
善為目標，以控制PM2.5為重點，草案強調在防治
大氣污染過程中要以政府為主，同時明確污染源單
位的責任，並首次提出個人防治污染的責任。

新增新增1717項措施項措施
最新出台的《北京市2013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

（含補充措施）》由之前的52項治理措施增至69項
。這69條具體措施，涉及範圍十分廣泛，體現出北
京市治理大氣污染的決心和力度。如北京市明確提
出，淘汰高排放老舊機動車約18萬輛，完成平原地
區35萬畝造林綠化任務，減少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
5000噸以上，控制全市燃煤總量2150萬噸以內等。

修訂後的方案新增的內容包括 「研究更加嚴格
的機動車分區分時限行」， 「將空氣重污染應急納
入全市應急體系統一管理，成立空氣重污染應急專

項指揮部」， 「完成變電站的選址和
建設以及送配電網改造」， 「削減農村炊事和
採暖用散煤，放開罐裝液化氣供應，基本實現
農村居民炊事氣化。」， 「繼續實施機動車尾
號限行、黃標車區域限行」， 「完善外地車
輛 在 京 使 用 的 管 理 政 策」等 17 項 措 施 。

本報記者步瀟瀟

京京6969項措施項措施治大氣污染治大氣污染

近年來，北京市污水處理和再生水利用取得了
較大進展。主管水務的北京市副市長林克慶日前表
示，三年內北京將再建47座再生水廠，升級改造
20座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率將從83%提高到90%
，污水未經處理直接入河的現象將得到遏制。

作為缺水的北方城市，再生水的利用顯得尤
為重要。北京市每天近500萬噸污水通過城市下水
道進入污水處理廠，經過10多個小時的處理，流
向河道和綠地。據了解，截至2012年年底，北京
市已建成大中型污水處理廠41座，中心城區污水
處理率達到96%，再生水利用量已佔水資源利用
總量的20%，累積利用量已達到38億立方米，成
為穩定的 「第二水源」。未來3年，北京市將新
建再生水廠47座，升級改造污水處理廠20座。

中心城處污率將達中心城處污率將達9898%%
《北京市加快污水處理和再生水利用設施建設

三年行動方案（2013─2015）》日前正式發布，北
京將通過建設再生水廠和污水處理廠升級改造、配
套管線建設、污泥無害化處理設施和臨時治污四大
類共計83項工程，到 「十二五」末，使全市污水
處理率達到98%，四環路以內地區污水收集率和
處理率達到100%，新城達到90%，全市污泥基本實
現無害化處理。

方案規定，將用三年時間建設完成四大類工程
，實現首都水環境的明顯好轉。按照 「政府主導、
城鄉統籌、遠近結合、源頭削減、循環利用」的原
則，以加快污水處理和再生水利用設施建設成為核

心加強體制機制創新，構成完善的設施體系、運營
體系和監管體系。

260260億資金投入污水處理億資金投入污水處理
北京市水務局副局長劉斌表示，未來三年北京

治理污水的方案，大概需260多億元的工程投入。根
據區域，中心城區大概需要180多億投入，郊區需要
80多億投入。

劉斌表示，投入的資金將從四個方面投放，一
是平時公眾交納的污水處理費，二是政府的補貼，
今後政府也將加大補貼力度。

另外兩個方面，需要企業能帶資金投入到污水
治理建設中，此外也將啟動融資平台，籌措資金。

本報實習記者胡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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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北 京 市 各 種
「看得見」的生活垃

圾問題，分管城市管
理等問題的北京市副
市長張延昆日前在 「
北京市生態文明和城
鄉環境建設動員大會
」上表示，北京將落
實生活垃圾處理設施

建設三年實施方案，到2015年，全市生活垃圾處
理能力將達2.4萬噸，比目前增長37%。同時，垃圾
焚燒、生化等資源化處理比例將達到70%以上，填

埋處理比例降至30%以下。

將建將建4141座垃圾處理設施座垃圾處理設施
數據顯示，目前北京市8座大型垃圾處理設施處

於超負荷運行狀態，最高負荷率達246%，縮短了垃
圾處理設施的使用壽命，有7座垃圾衛生填埋場將在
未來2-3年內填滿封場。市市政市容委副主任吳亞
梅說，當前，北京垃圾處理的主要問題是生活垃圾
處理缺口大，現有設備普遍超負荷運行，垃圾管理
不到位。

張延昆指出，提高垃圾處理水平，要解決好總
量不足問題，將加快推進 「十二五」規劃中確定的

36座生活垃圾、餐廚垃圾和滲瀝液處理設施，以及5
座建築垃圾處理設施建設項目。 「各單位要全力以
赴，確保按時優質完成，使全市垃圾處理能力得到
實實在在的提高。」

同時，進一步提高垃圾焚燒的比例，今年要建
成魯家山焚燒項目並投入運行，同時加快推進重點
垃圾焚燒和生化處理項目建設，解決生活垃圾處理
缺口的問題。

提高垃圾處理水平提高垃圾處理水平
張延昆表示，要加強新技術在垃圾處理設施運

行和管理中的應用，嚴格執行相關工藝標準，做好

垃圾滲瀝液處理。採取有效措施控制好垃圾填埋場
的氣體。張延昆強調，要強化垃圾全過程管理，實現
垃圾收集、運輸、處理的全過程、全覆蓋管理，探索
垃圾分類到位的措施，消除管理盲區。

在提升環境建設整體水平方面，張延昆表示，
要嚴控非法大牌檔、露天燒烤、嚴厲查處非法張貼
小廣告、違規設置廣告牌匾、施工揚塵、道路遺撒
。嚴厲打擊黑車，嚴控道路散發廣告。嚴厲打擊非
法一日遊、黑旅遊車、黑導遊。他強調，要讓城管
部門成為政府發現環境問題的 「眼睛」，成為其他
行政部門執法的重要補充力量。

本報實習記者江哲

▲北京高碑店污水處理廠

▲北京市環保監測中心的技術人員在檢查北京市環保監測中心的技術人員在檢查
PMPM22..55監測裝置監測裝置

▲北京環境保護監測中心網站公布北京環境保護監測中心網站公布PMPM22..55研究研究
性監測小時濃度數據性監測小時濃度數據

2013年的早春
北京，頻發的霧霾
天氣，使得環境問
題成為了各界最為
關注的焦點。北京
市民對於新鮮空氣

、乾淨飲水、整潔環境的訴求，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更為強烈。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加
強環境保護因而成為了北京市最近各項工作
的重心。

從3月下旬，在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和市
長王安順的日程表上，環境成為頭號關鍵詞
。3月20日，北京市委常委會召開會議，討
論通過了關於首都環境建設、生活垃圾處理
設施建設、污水處理和再生水利用設施建設
的三個文件。3月28日，北京市召開了範圍
更大的生態文明和城鄉環境建設動員大會，
提出治理大氣污染、污水、垃圾、違法建設
環境 「四害」。4月1日，郭金龍和王安順又

到朝陽區實地調研污水處理和再生水設施建
設情況。

綜合來看，北京市擬定的治理措施，包
括要必須加強統籌規劃和頂層設計、創新管
理體制、創新投融資體制、加強科技創新、
依靠中央單位和駐京部隊的大力支持等等，
可以說從各個層面切中了環境治理的肯綮。
生態文明在首都五位一體的總體建設格局中
，被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建設生態文
明，不僅是一種新的發展模式，更是一種新
型的社會生態，是中國發展的必然選擇。在
這一過程中，必然會有陣痛和犧牲，但卻是
無法迴避、無法繞開的目標。這不僅需要經
濟發展的轉型，更需要政府施政的轉型。

去年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建設美麗中國，
使得 「美麗」成為了一個熱門詞。但 「美麗
」絕不能是趕時髦，空喊口號式的走走過場
，它是一種執政理念，一種施政方式。要將
「美麗」成為衡量工作得失、評估政策取捨

的一個標準，真正提高對 「美麗」的關注和
重視，加大生態文明在政績考核中的權重，
督促各級官員提高生態文明自覺，將更多的
政策、資源投向生態文明建設，真正為廣大
人民提供美麗、健康、宜居、舒適的環境。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環境改善與否，關
係到北京建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成敗，甚
至關係到人心向背和政府公信力。北京市最
近密集出台的政策 「組合拳」，也表明了黨
政當局對此問題的清醒人心。 「政之所行，
在順民心」，這些措施，順應了市民對美好
生活的新期待，做到了 「民有所呼，我有所
應」。

另外，必須看到的是，作為首都，北京
的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絕非一隅一地
所能完成，需要中央部委的政策扶持、各大
科研院所的技術支持，也需要周邊省市的鼎
力幫持。因此，在更高層面上加強統籌協調
，也是當務之急。

馬浩亮

京污水處理率京污水處理率將提高到將提高到9090%%

去年一年，北京市PM2.5污染濃度超標1.5倍， 「受多方面影響，北
京霧霾天氣多發，且多次出現持續時間超過4天的情況，引起市政府高
度重視和國內外廣泛關注。」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王安順坦言，治理
環境污染、加強生態建設成為現階段北京躲不開、繞不過的重大挑戰。

三年為限 北京彰改善環境決心
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市長王安順攜李士祥、陳剛、張工、林克慶

、張延昆五位副市長參加動員會，動員會罕見的高規格背後，是北京全
面治理環境污染，改善生態質量的決心。在這個動員會上，《北京市
2013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任務分解表）》正式公布。會議指出，改善
環境既是一場持久戰，也是一場攻堅戰，必須下大力氣 「啃硬骨頭」，
以具體行動讓市民看到希望，以實際成效接近市民期望。

郭金龍指出，北京面臨人口過快增長，機動車保有量快速增加，資
源約束越來越緊，生態環境和公共服務設施的承載能力有限等嚴峻挑戰
，當前要緊緊抓住廣大群眾關心的大氣質量、污水、垃圾、違法建設等
突出問題，整體規劃，綜合治理，突出重點，分步實施，一個戰役一個
戰役地打，積小勝為大勝，讓人民群眾不斷看到新的變化。

王安順介紹，今年以來，針對新情況、新問題，北京對深化大氣污
染、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加強城鄉環境建設，推進拆違打非等進行了
專題研究，分別明確了近三年的行動計劃和目標要求。他要求，對三年
行動計劃確定的各項任務，各區縣、各部門、各單位要對照職責、責任
認真進行梳理，制定具體的工作計劃，明確目標和要求，立下 「軍令狀
」，倒排工期，限期完成。對於一時不能徹底解決的問題，要分門別類
深入研究，完善工作思路，制定切實可行的路線圖。

今年全市主要污染物濃度均降2%
根據《北京市2013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今年北京空氣質量的改

善目標為全市空氣中主要污染物濃度平均下降2%；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量同比削減2%。今年起，北京PM2.5監測網絡開始全面正式運行，
將通過網絡、手機等空氣質量發布平台，實時更新數據，為公眾提供服
務。

具體而言，北京將實施多種污染物綜合治理、協同減排，既治理各
行業直接排放的一次污染物，也注重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揮發性
有機物等通過反應生成的細顆粒物，列出包括 「研究更加嚴格的機動車
分區分時限行」， 「成立空氣重污染應急專項指揮部」， 「完成變電站
的選址建設及送配電網改造」， 「推動高污染企業淘汰退出機制」， 「
推廣使用新能源汽車」， 「削減農村炊事和採暖用散煤、基本實現農村
居民炊事氣化」等69項措施以減少空氣污染。

污水處理方面，北京同樣制定了相關的三年行動方案，計劃在3年
中完成再生水廠的建設、配套管線建設、污泥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臨
時治污工程建設等項目，新建再生水廠47座，升級改造污水處理廠20座
，新建改造污水管線1290公里，新增日污水處理能力19萬立方米實現全
市污水處理能力的大幅提升，將污水處理率由83%提高到90%。據悉，
這些項目大概需要260多億的資金投入，除了市民平時所交的污水處理
費，政府將加大補貼投入，同時鼓勵企業帶資金投入到污水治理中。

至於垃圾處理，北京計劃到2015年達到生活垃圾日處理能力2.4萬噸
的水平，垃圾焚燒、生化等資源化處理比例達到70%以上。同時，新增

餐廚垃圾集中處理能力1750噸／日、滲瀝液4320噸／日、建築垃圾400
萬噸／年，完成253處非正規垃圾填埋場治理任務。

生態環境治理納入政績考核
郭金龍強調，要把生態環境建設的實際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幹

部政德政績的重要標準。組織部門要進一步完善幹部考核評價機制，將
生態環境建設作為重要的考核指標，進一步建立健全生態環境指標體系
、監測體系和考核體系。紀檢監察部門要加強對生態環境重大項目落實
情況的監督檢查，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對落實不力、工作
不作為的要給予問責。

他表示，未來北京將創新管理體制，推進職能整合，推動資源共享
，解決越位、錯位、缺位的問題，形成管理的合力，增強履行職責的力
度。有關部門和各區縣要加強在區域生態文明和環境治理工作中的聯動
配合，建立各方面工作無縫銜接的工作機制。

此外，在不斷加大財政投入的同時，北京要進一步深化與環境掛
的投融資體制改革，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稅費改革，建立 「反映市場
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的資源有償使用、生態補償制度
，為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創造條件。

他還呼籲，首都的高校、科研院所及專家學者要充分發揮科技智力
資源優勢，圍繞生態文明和城鄉環境建設的重大問題，組織科技攻關，
加大科技成果轉化和推廣力度，為破解生態環境建設中的難題提高科技
支撐能力。

雪後的龍潭公園雪後的龍潭公園 胡芳攝胡芳攝

雪後的角樓雪後的角樓 雪後的龍潭公園雪後的龍潭公園 胡芳攝胡芳攝

▶▶一排左起一排左起：：海淀區溫泉鎮宣傳部長齊貞海淀區溫泉鎮宣傳部長齊貞
儉儉（（左一左一），），大公報董事大公報董事、、大公網總裁林大公網總裁林
學飛學飛（（左二左二），），北京老年醫院黨委副書記北京老年醫院黨委副書記
朱江華朱江華（（左三左三），），大公報社長助理大公報社長助理、、北京北京
分社社長王文韜分社社長王文韜（（左四左四））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英斂之英斂之

政之所行政之所行 在順民心在順民心

清明尋謁英斂之水流雲在石刻

4月2日，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
、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來到北京市
豐台區永定河畔參加首都義務植樹活動。這是習近
平同少先隊員一起給剛栽下的銀杏樹澆水

（新華社）

▲ 「北京市生態文明和城鄉建設」 新聞發佈會

世界新潮 投資全方位 體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