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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多重因素影响，秋冬季可能出现污染反弹，大气环境改善压力加剧，部分地区
存在完不成“十三五”目标的风险———

打赢蓝天保卫战，今年秋冬这样干
■本报记者 朱妍

关关注注

进入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多发频发的
状况加剧。 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2020-2021 年秋冬
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征求
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针对京津
冀、晋鲁豫等九省市的重点区域展开专项
治理。

这个秋冬季也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计划》的冲刺阶段，事关“十三五”
既定目标能否完成，以及“十四五”大气污
染防治走向。 但据生态环境部预警，受多
重因素影响，秋冬季污染物排放量可能出
现反弹，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压力增
大，部分地区存在完不成“十三五”空气质
量改善目标的风险。 如何在精准治污的同
时防止反弹，成为多地面临的挑战。

空气质量向好，但改善幅度收窄

经多方努力， 全国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近日举行的“2020 中国蓝天观察论坛”
上，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发布的报告《大气
中国 2020：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显示，
截至去年底，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平均达标天数由 79.3%升至 82%，PM2.5
年均浓度达标城市的数量首次过半。 其
中，157 个城市实现六项主要污染物年均
浓度全部达标，同比增加 36 个城市。 但同
时，部分城市出现反弹。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总监付璐
举例，汾渭平原是实施蓝天保卫战行动以
来 ，PM2.5 浓度唯一出现反弹的重点区
域。 “从各省表现看，陕西、山东分别有 9

个、14 个城市出现反弹， 恶化比例最高达
到 29.6%。 辽宁 14 个城市全部出现反弹，
除大连和丹东外，其它均为超标。 ”

上述问题在秋冬季更为突出。 据生态
环境部统计，去年秋冬季，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 PM2.5 平均浓度较 2016 年同期下降
33%、重污染天数下降 52%。 尽管如此，京
津冀及周边、汾渭平原仍是全国 PM2.5 浓
度最高的区域，尤其秋冬季是其他季节的
2 倍左右，重污染天数占全年的 95%以上。
而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前期抑制
的产能和产量短时间内集中、 快速增长，
秋冬季污染物排放量可能反弹，导致部分
地区存在难以达到“十三五”目标的风险。
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也称，特别是近两
年，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收窄，再往前迈一
步的难度越来越大。 PM2.5 整体达标没有
悬念，但直到去年底，近一半城市仍未达
标。 “比如陕西、山西等地，最终能否完成
‘十三五’改善目标还要打问号，冲刺阶段
不可掉以轻心。 ”

四重因素叠加，用能结构仍待优化

秋冬季缘何成为薄弱环节？ 生态环境
部副部长赵英民归结于四点原因叠加：污
染物排放量超出环境容量的 50%以上是
根本原因；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浓度
高，是重污染期间二次 PM2.5 快速增长的
关键因素；不利气象条件导致区域环境容
量大幅降低，造成重污染天气；区域传输
对 PM2.5 影响显著，各城市平均贡献率为
20%-30%，重污染期间增至 35%-50%。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高度聚集重化工
产业，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利用方式、以公
路运输为主的货运方式，导致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居高不下。 除二氧化硫以外，区域
内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超出环境容量的
50%以 上 ， 部 分 城 市 甚 至 超 出 80% -
150%。 ”赵英民表示，2018-2019 年秋冬季
PM2.5 来源解析表明， 工业和民用散煤、
柴油车的贡献分别达到 36%、17%和 16%，
是贡献最大的三个方面。

作为重污染的主要来源，上述因素也
是治理难点。 生态环境部机动车排污监控
中心研究员倪红举例称，以柴油车为代表
的移动源，预计还需再减 70%左右的排放
量。 “城市间发展不均衡形成减排短板，导
致措施落地存在延后。 比如，一体化监测
体系在部分发达城市应用较好，但到了偏
远城市，数据平台根本用不起来，不能成
为执法依据。 ”

再如煤炭消费方面， 华北电力大学教
授袁家海表示，尽管“十三五”以来有效遏
制了煤电新增势头， 为空气质量改善作出
贡献，但煤电本质上仍是高碳能源。污染反
弹明显的山西、陕西等地，恰恰也是煤电规
模扩张较大的省份。 “如何进一步控制新增
产能， 从超低排放拓展至多种污染物协同
治理，对中长期治理而言作用重大。 ”

提升重污染天气应对的精准度和时效性

“能源、产业及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不
可能一蹴而就。 所以，重点区域的排放量
依然较大，要继续以控制秋冬季 PM2.5 污

染为核心做好防治工作，以差异化、精细
化管控为导向，着力提升重污染天气应对
的精准度和时效性。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大气领域首席科学家柴发合进一步指
出，为彻底消除重污染，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需在 2016 年
的基础上消减 40%-75%，不同污染物、不
同城市的削减量应有所差别。

付璐建议，开展减排潜力、治理成本、
改善效果等综合评估，通过成本有效的方
式实现协同治理的效果。 根据不同城市的
治理意愿、能力，制定差别化的空气质量
管理目标及策略。 针对尚未达标地区，公
开限期达标规划、量化评估效果，以确保
最终达标；对于已达标的城市，可提出“进
阶”目标，督促其继续改善、防止反弹。 “特
别是出现反弹的城市， 以深化结构调整、
优化能源结构，优先选择能够实现结构性
减排措施，包括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淘汰
落后产能、推进清洁取暖、公转铁运输模
式调整等，才能进一步实现空气质量持续
优化。 ”

围绕治理难点，《征求意见稿》“对症
下药”提出：今冬，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前提
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基本完
成平原地区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基
本建成无散煤区。 具有铁路专用线的大型
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区，煤炭、焦炭等
大宗货物铁路运输比例原则上达到 80%
以上；华能、大唐、华电、国电投、国家能源
集团位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的
火电企业，煤炭清洁方式运输比例要达到
80%以上。

宁夏全天候实时监控
高风险移动放射源

本报讯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日前传出消息，宁夏高
风险移动放射源在线监控系统
于日前建成投运，实现了宁夏对
高风险移动放射源的全天候实
时监控，彻底结束了宁夏高风险
移动放射源只能依靠现场核查
的常规监管历史，提升了宁夏核
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和监管体
系现代化水平。

“对于高风险移动放射源
的监管 ， 以前需要监管人员实
地核查 ， 现在只需通过 PC 浏
览器或者手持监管终端设备 ，
随时随地都可以掌握某一枚高
风险移动放射源的实时状态信
息 ， 有效缓解了监管人力不足
的问题。 ”宁夏核与辐射安全中
心主任谢向阳介绍 ， 我区建成
的宁夏高风险移动放射源在线
监控系统，由 PC 端和手机 App
系统平台 、放射源终端设备 、放
射 源 暂 存 库 中 心 机 三 部 分 组
成 ， 采用物联网 、 地理信息系
统 、有源电子标签 、辐射采集 、
GPS 定位 、 无线通讯等先进科
技手段 ， 对宁夏境内高风险移
动放射源使用单位在用放射源
全方位 、 全天候在线实时状态
的统一监管 ， 可随时随地掌握
区内高风险移动放射源地理位
置 、移动轨迹 、剂量率水平 、作
业状态等信息。

据了解 ， 高风险移动放射
源被广泛应用于移动探伤等行
业 ， 宁夏高风险移动放射源在
线监控系统的建成和运行 ，可
降低放射源丢失 、 被盗等事故
发生机率和保障各相关单位做
好放射源安全防护及预警等工
作。目前，宁夏高风险移动放射
源监管系统已与生态环境部高
风险移动源在线监管系统完成
数据对接 ， 可实时传输宁夏高
风险源监管数据信息。 （李锦）

长庆油田实现
水平井高效开发

本报讯 截至 9 月 30 日，中
国石油长庆油田长庆气区自营
区块已累计完钻水平井 388 口，
平均水平段长度 1228 米， 储层
钻遇率 85%， 完试 125 口井，创
新形成了多个水平井高效开发
模式。

今年年初以来，长庆油田勘
探开发研究院紧密围绕提质增
效这条主线 ，以 “高水平 、高质
量、高效益”为目标，持续深化气
藏基础地质研究，聚焦产建开发
核心技术突破，以提高优质储层
钻遇率为抓手 ， 创新形成了以
“地质研究精细化、 地质设计差
异化 、地质导向多元化 ”为核心
的水平井高效开发模式，水平井
系列配套技术在油气田得到规
模化应用，推动了长庆气区高效
开发。

针对不同区块 、 不同层系
的开发现状及气藏特征 ， 科研
人员积极开展气田区块经济指
标及未动用地质储量评价 ，多
专业联合研究 ， 深化低渗—致
密砂岩储层精细表征研究 ，加
强地震预测和测井精细评价 ，
提高储层预测精度 ，落实剩余
储量分布 。 同时 ，积极创新水
平井开发思路 ， 推行差异化 、
个性化设计 ，通过开展不同储
层静态参数 、生产及效益指标
等研究 ，明确水平井目标层优
选地质条件 ，解决了水平井选
层难题 。 在此基础上 ，精细描
述砂体发育规模 ，创建了 “水
平井立体开发 、大丛式混合井
组开发 、大丛式水平井组开发 ”
三种差异化部署模式 ， 实施效
果明显。

长庆油田强化科技创新驱
动 ， 深化三维地质建模在水平
井开发各环节的应用 。 结合多
专业研究成果 ，采用 “确定与随
机结合 、分级相控 、地震数据体
约束 ”技术 ，建立高精度三维地
质模型 ， 规模化应用到水平井
选区 、井位部署 、轨迹设计及随
钻地质导向中 。 借助三维地质
模型在煤矿重叠区开展了致密
气长水平段攻关实验 ， 指导完
钻国内陆上最长水平井 ， 提高
了储量动用程度 ， 为气田开发
建设增添了新动能。 （石文）

广东启动蓝天保卫战“百日冲刺”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启动 2020 年蓝

天保卫战战百日冲刺行动，把臭氧（O3）污
染治理作为主攻方向， 突出精细化管控，
强化执法监督， 确保完成今年的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率 （AQI） 约束性指标任
务，进一步改善广东省空气质量。

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广东省蓝天保卫战取得阶段性成
效。 截至 9 月 21 日， 全省 AQI 达标率
96.1%， 同比上升 1.4 个百分点，6 项主要
污染物评价浓度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5
项主要污染物评价浓度均大幅下降，臭氧
浓度同比也下降了 4.4 个百分点。 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低至 19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17.4%），再创历史新低。 1 至 8 月，
深圳、珠海、惠州、中山、江门、肇庆、东莞、
佛山 8 个城市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中

排名居前 20 位。
但是 ，当前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形

势依然严峻 ，AQI 指标成为巨大挑战 ，
特别是臭氧污染成为打赢蓝天保卫战
的重要 “拦路虎 ”。 2020 年广东省 AQI
不达标可用天数为 345 城次 ，目前仅余
124 城次 （平均每市只有 6 天 ），主要污
染因子为臭氧 。 监测数据显示 ，广东省
臭氧浓度波动上升 ， 从 2015 年的 126
微克/立方米逐年攀升到 2019 年的 158
微克/立方米， 逼近 160 微克/立方米的
国家二级标准限值 ， 总升幅达 25.4%。
今年截至 9 月 21 日 ， 臭氧污染天数占
比已达 92.0%。 广州、河源、梅州、阳江、
清远等 5 市臭氧评价浓度同比上升 ，其
中广州臭氧评价浓度全省最高 ， 达到
159 微克/立方米 ，已接近国家二级标准

限值（160 微克/立方米）。
专家指出，9-11 月又是广东省臭氧

污染高发期，必须采取切实有力措施集中
攻坚，努力实现年度 AQI 约束性指标。

2020 年蓝天保卫战百日冲刺行动聚
焦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不合格成品油（含
船用燃料）， 工业污染源废气排放管理等
五大方面，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

百日冲刺行动将开展成品油市场专
项整治行动， 加大对加油站和企业自备
油库排查力度。 同时，加强柴油货车、非
道路移动机械尾气达标排放执法检查 ，
加大对擅自闲置污染控制装置行为查处
力度，及时查处冒黑烟、未编码登记的非
道路移动机械， 并对责任主体实施联合
惩戒。

行动方案还要求，进一步强化工业污

染源废气排放管理，加强石油化工行业废
气、工业炉窑废气、重点企业挥发性有机
物的排放检查。 以石油、化工等行业为重
点，建立健全涉挥发性有机物储罐管理清
单，尽早实现全省油库、加油站油气回收
在线监控全覆盖。 对燃煤电厂脱硫脱硝设
施开展一次“地毯式”检查。

“为强化奖惩激励，生态环境厅将百
日冲刺重点任务完成情况作为下一年度
生态环境污染防治资金分配的重要参考
依据，并将发现的有关问题纳入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范围。 ”对于空气质量改善滞后
或重点任务进展缓慢的地级以上市，提请
省政府约谈该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对于在
百日冲刺行动中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
不碰硬，甚至失职失责的，依法依规严肃
问责。 （广生）

中国石化扬子公司炼油厂催化车间对照设备标准化 OPL 看板，开展班组小班化设备培训活动，对点检部位、内容、方式、标准从流程上加以规范，逐
台梳理出 31 台高危机泵运行状态，100%完成泵区备用机泵点动测试，并根据生产条件，完成 8 台关键机泵切换，提高巡检质量，确保装置安稳长运行。

图为催化车间人员对照设备标准化 OPL 看板了解设备运行情况。 任诗韬/文 李树鹏/摄

扬扬子子石石化化 多多举举措措确确保保设设备备安安稳稳长长运运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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