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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管控

周边做饭改用天然气

雁栖镇的居民们被要求 ，

方圆

5

公里内的村庄都“不许冒

烟儿 ”，不用柴火做饭 ，大家都

改用天然气。

“‘APEC蓝’，请别走。”网友对“蓝天永

驻”的期盼显得情真意切。而在“APEC蓝”的

背后，是为了保障APEC期间空气质量，华北采

取的一系列“史上最严”保障蓝天的措施。

“APEC蓝”有力地证明，治霾并非总要靠

运气“等风来”，人为减排控制措施是行之有

效的， 人为干预能够治污减霾。 然而， 此次

“APEC蓝”，毕竟是以北京及周边地区采取限

产、休假和停驶等措施换来的，有的还是临时

不得已。 从短期有效干预到长期彻底治愈，还

有赖于克服各种困难，建立长效机制，真正让

“APEC蓝”成为常态。

从长效机制看， 此次最宝贵的经验就是，

相关省区市联合治霾行动体现出的一盘棋互

相协同的步调。下一步，如何借鉴本次治理的

经验，在重污染极端情况下以及常态化治霾减

排工作中， 推动建立跨区域联动长效机制，获

得制度保障显得尤为迫切。

雾霾的成因是长期困扰人们的疑团，天

气因素、秸秆焚烧、钢铁等重污染行业均曾被

列为可疑对象，但都缺乏铁打的依据。本次治

理的效果立竿见影，或许能够通过监测数据，

提供给人们一个清晰的解答， 找到对症下药

的“良方”。

环境污染涉及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传统

的生产方式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等， 需要系

统地解决。从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历程看，没

有立等见效的特效药。因此，要实行最严格的

环保制度，自觉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

碳发展，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共赢。

值得欣慰的是， 近期生态建设方面的步

伐明显加快。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新能源汽车发展方兴未艾，公

共交通、绿色出行成为人们的生活新风尚。所

有这些， 都彰显了中国将坚决治理雾霾的决

心和勇气。

“APEC蓝”展示出中国全力治理雾霾的

力度，以及让孩子们生活在蓝天、青山、绿水

之中的决心。“APEC蓝”持续时间虽然有限，

但如果我们通过这次治理，科学总结经验，坚

定治霾信心，相信“APEC蓝”最终能成为天

空的常态。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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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

夫人彭丽媛在北京为出席亚太经合

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的各经济体领导人及配偶举行欢迎

晚宴。

“为嘉宾和家人健康干杯”

习近平主席在晚宴前致辞：这

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希

望雾霾小一些， 以便让各位远方的

客人到北京时感觉舒适一点。 好在

是人努力天帮忙啊， 这几天北京空

气质量总体好多了， 不过我也担心

我这个话说早了， 但愿明天的天气

也还好。 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好，是

我们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努力的结

果，来之不易。我要感谢各位，也感谢

这次会议， 让我们下了更大的决心，

来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我们今后把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更好。也有人

说，现在北京的蓝天是APEC蓝，美好

而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

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蓝能

够保持下去。

谢谢， 我们正在全力进行污染治

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我希望北京

乃至全中国都能够蓝天常在， 青山常

在，绿水常在，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

的生态环境之中， 这也是中国梦中很

重要的内容……

现在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亚

太地区繁荣进步， 为亚太经合组织蓬

勃发展， 为这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圆

满成功， 为各位嘉宾和家人的健康干

杯！干杯！

打破“驱霾靠风吹”

此前， 根据气象部门4日预测，

11月8日至11日期间，北京地区将出

现静稳天气， 极端不利于污染物扩

散，这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APEC会

议期间北京空气质量的担忧。但从8

日、9日的空气质量状况来看， 北京

的PM2.5浓度基本上都在100微克/

立方米以内， 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依

旧在持续。

静稳天气也能与雾霾说声再见？

这不是没有可能， 它已真实地呈现在

我们面前，给了全国人民一个惊喜，称

其打破了北京 “驱散雾霾靠风吹”的

惯例。目之所及，秋冬转换之时的北京

云淡天高， 这与往常霾伏遍野的场景

确实有着云泥之别。探究其因，无外乎

是下了血本“治污”。

据了解，早在3个月前，有关APEC

会议期间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已经在有

序推进。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

古、 山东等会议空气质量保障的重点

控制区相继出台保障方案。

“驱散雾霾靠风吹” 的铁律被打

破， 得益于环保部连续三阶段的督查

行动，以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APEC会

议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的强力落实。同

时， 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治理雾霾

“顽疾”的思考。

据新华社、央视、人民网、每日经济新闻

这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

希望雾霾小一些，以便让各位远方的客人到北京时感觉舒适一点

好在是人努力天帮忙啊，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总体好多了，不过我也担心我这

个话说早了，但愿明天的天气也还好……

热 词 汇

京津冀首次同步限行

11

月

3

日至

11

月

12

日， 北京

机动车实行单双号限行措施：单

日单号行驶、 双日双号行驶；公

车全天停驶

70%

。

11

月

4

日， 天津

和河北的石家庄等

10

个城市实

行机动车尾号单双号限行。

北京市内所有工地停工

北京全市行政区域内的所

有工地

(

抢险抢修工程除外

)

停工，

违规不停工的企业将被停止在全

市范围内投标

2

个月。施工现场的

渣土、砂石、水泥运输车辆，混凝

土搅拌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

周边城市停产

为保证

APEC

会议期间北京

市的空气质量， 山西太原

24

家工

业企业

APEC

期间停产， 包括焦

化、冶金、电力、水泥等污染行业，

以此来降低工业污染物的排放

量。此外，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

均对污染企业做出重点管控。

会议结束后再供热

往年

11

月

1

日开始供热的

滨海新区开发区、保税区、塘沽

等今年与市区同步供热。 据记

者

10

月

25

日从天津供热工作会

上获悉， 今年本市均为

11

月

15

日

0

时正式供热。

汽配城变公园

北京市朝阳区四元桥汽车

配件市场，建于

1998

年，占地面

积约

12

万平方米， 位于北四环

东路属于

APEC

会议沿线。

16

年

的汽配城现已变身绿地公园 ，

正式对外开放。

APEC蓝 美好而短暂？

习近平：希望能够保持下去

风 \ 从 \ 哪 \ 来

风 \ 往 \ 哪 \ 吹

新华社：效果立竿见影 治霾有了方向

在感受“APEC蓝”的同时，如何将其留

住，也成为了业界专家讨论的热点话题。

北京将做分析报告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副主任王凤春说：

“可以联系2008年奥运会期间的天气，这是特

殊时期的特殊措施，当时天气也很好，过后可

能还会还原。”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主任周正宇说：“现在

北京市正在实施监测， 一个是在交通层面，看

看本届的单双号限行有没有带来什么新变化；

二是在环保方面，会议结束后北京市将对排放

关系进一步分析，未来会出分析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

所所长宋国君说：“‘APEC蓝’ 不大可能留

住，关停、限产等措施经济代价太大，长期来

看， 还是要从制度上对排放企业进行约束，加

强管理。”

“不定时间、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直奔现

场、直接督查、直接曝光”，持续保持执法检查

的高压态势，这是今年初环保部门释放出加强

环境监管的明确信号。

除了约谈负责人还有处罚

2013年9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

台， 为保障这部史上最严厉的大气污染防治措

施有效落实，今年5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

对未通过终期考核的地区， 必要时由国务院领

导同志约谈省（区、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认为，“约

谈” 成了悬在地方政府头上的一把督促执行

的“利刃”，对地方政府进行了有力监督。

据环保部介绍，安阳市是河南省环境空气

质量最差的城市之一， 针对其大气污染情况，

环保部及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自2013年12

月以来，先后多次组织开展了日常督查、专项

督查。

今年11月4日， 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

中心就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约谈了安阳市政府

主要领导。同日，环保部针对安阳市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落实不力的问题启动了挂牌督办。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记者：

“在日常的监管中，约谈还是很难达到最严厉

状态， 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起到的作用有限，地

方官员多数还是考虑以地方经济为主。”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介绍，

现在第一步是约谈责任人，将来按照新环保法

实施后，会有更多手段，其中包括经济手段等。

评论

问责地方 将有更多经济手段

昨日清晨，在北京怀柔雁栖湖的

APEC

新闻中心，记者用手机拍摄东方的朝霞 新华社发

10月30日，第13届国际油脂行业会议在乌克兰基辅召开，该会议是

葵花籽油领域最大的一次国际盛会。来自欧洲、美国、中国等油脂行业相

关负责人、行业协会专家、世界各地涉及油脂投资、油脂生产加工、贸易、

市场、物流等公司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大会得到了FAO（联合国粮农

组织）、FOFSA（国际油籽、油料、油脂协会）、ISA国际向日葵协会、乌

克兰农业食品部、乌克兰植物油协会支持。

第13届国际油脂行业会议在欧洲召开

金龙鱼阳光葵花籽油获“欧洲健康食用油大奖”

作为国内粮油业著名品牌， 金龙鱼一

直致力于为国人提供健康优质的粮油产

品，同时，不遗余力关注着居民膳食营养的

健康问题以及相对应的国人膳食健康解决

方案的研究。 金龙鱼阳光葵花籽油含丰富

的天然维生素E和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亚

油酸，为国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在大会上，益海嘉里小包装油项目部高

端品牌组经理陈绍洪表示，此次获奖，我们

既激动又感到责任重大，金龙鱼阳光葵花籽

油获得“欧洲健康食用油大奖”这项殊荣，

是国际各界对金龙鱼阳光葵花籽油的极大

肯定， 更赋予了这一品牌更大的责任和义

务。未来，金龙鱼将会利用好全产业链的优

势，严格控制产品品质，同时还会利用全国

销售网络，秉承“健康、安全、高品质”的原

则为全国亿万消费者服务，把欧洲品质的金

龙鱼阳光葵花籽油带到百姓餐桌。

李晶

欧洲第三大河第聂伯河流域

被誉为“欧洲粮仓”，生长着充满

阳光能量的太阳花。 从这里的葵

花籽中提取的葵花籽油， 油色金

黄、清明透亮，含有丰富的亚油酸

和维护人体健康的多种营养物

质，在欧洲被誉为“保健佳品”、

“高级营养油”或“健康油”等。

位于第聂伯河流域敖德萨区域的

Delta� Wilmar因此获得“欧洲葵花

籽油最佳原产地生产商”， 而这

个工厂就是金龙鱼在欧洲布局的

葵花籽油原料供应基地。

乌克兰植物油协会主席Mr. �

Stepan� Kaphuik指出，Delta� Wilmar

获得“欧洲葵花籽油最佳原产地生

产商”是有确切依据的，乌克兰的

母亲河第聂伯河贯穿乌克兰南北，

流域气候怡人，温度与湿度适中，并

且有世界最大的黑土带， 富含有机

营养，日照时间比较长，非常有利于

优质葵花的生长。

“作为金龙鱼阳光葵花籽油原

油供应商， 我们会收购品质最好的

原料，经过欧洲非转基因检测，通过

欧洲脱壳压榨技术制取原油， 保证

了产业链前端的安全。” 金龙鱼敖

德萨工厂负责人Mr.Subhas接受走

访时说。

欧洲最佳原产地，

金龙鱼的欧洲选择

金龙鱼欧洲品质，为健康护航

此次大会上， 来自中国的金龙鱼阳光

葵花籽油备受关注，获得“欧洲健康食用油

大奖”， 受到了权威专家们的高度认可，成

为众多葵花籽油品牌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在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及我国的港澳台

地区，家庭普遍食用葵花籽油。多年来，金

龙鱼不断探索世界餐桌奥秘， 致力于将欧

洲的阳光葵花籽油产品延续到中国。 金龙

鱼在欧洲设立自有工厂（敖德萨工厂），是

目前国内所有葵花籽油企业中唯一一家。

“原料安全，品质优良，营养健康”，成为金

龙鱼阳光葵花籽油的一大特点。

本 次 大 会 主 席 、 颁 奖 嘉 宾 Anna��

Platonova女士对金龙鱼阳光葵花籽油给予

了高度评价，她表示，金龙鱼放眼全球，精选

世界上最好区域的葵花籽油原料，并通过欧

洲严格的检验标准，确保带给中国消费者高

品质的食用油产品。金龙鱼阳光葵花籽油此

次获奖实至名归，是国际葵籽油领域对金龙

鱼的充分肯定。

“欧洲健康食用油大奖”，

金龙鱼阳光葵花籽油获权威认可

益海嘉里方刚做中国葵花籽油发展报告

大会主席

Anna Platonova

颁发欧洲健康食用油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