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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2019年世
界环境日全球主场活动 5日在浙江
省杭州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
贺信。

习近平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
球，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
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当前，国际社
会正积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同时各国仍面临环境污染、气候
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严峻挑
战。建设全球生态文明，需要各国
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绿色、低碳、可持

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倡导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
家发展总体布局，努力建设美丽中
国，取得显著进步。面向未来，中国
愿同各方一道，坚持走绿色发展之

路，共筑生态文明之基，全面落实
2030 年议程，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
的地球家园，为建设美丽世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向2019年世界环境日全球主场活动致贺信

地球上的空气为全人类共同呼
吸，蓝天白云也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为了携手共建一个清洁、美丽的地球，
中国也积极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双
边、区域和全球合作，与世界各国分享
经验、协同行动，共同实现绿色发展。

早在1995年，中日韩三国就共
同开启了跨国空气质量监测项目。
2015年第十七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

议期间，三国环境部长共同签署《中
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2015－
2019）》，三国将继续共同应对雾霾、
沙尘暴、汞污染等环境问题。

2018年9月，中法两国的数十名
专家学者在中国上海共议空气污染
跨界协同治理与合作，这个名为“蓝
天城市论坛”的学术活动是华东师范
大学与法国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

2018年中法环境月活动的一部分，
两国科学家就大气污染的成因、防治
政策、协同行动等开展深入交流。

今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绿色
之路分论坛上，中国倡议的“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正式成立，为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打造了政
策对话和沟通平台、环境知识和信息

平台、绿色技术交流与转让平台。
《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杂志》主

编克利福德·柯布称赞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开辟了完全不同于欧美国家的
新道路。他表示，欧美国家过去为了
保护自己的环境，把高污染工厂输出
到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对污染的治理
在为其他国家提供样板。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一束绿光从白色盒子中笔直射
出，光束随机身缓缓旋转。中国西北
甘肃省兰州市一处山坡上，这台名叫

“双镜微脉冲激光雷达”的机器正扫
描着方圆5公里可能出现的大气污
染源。

位于华北的河北沧州利用卫星
遥感技术对污染源实时监测；位于中

部的湖南长沙通过超级计算机对空
气情况进行精细化分析；而南方环境
较好的深圳也搭建了雷达监测网络
……近年来，中国将更多高科技手段
用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并统筹产业
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坚持可持续发
展，从源头上遏制污染。

迈克尔·格林斯通撰写的一份研

究报告认为，中国大气治理取得如此
良好的成果，部分原因在于采取了最
先进的污染控制技术。《北京二十年
大气污染治理历程与展望》报告也显
示，在诸多空气治理措施中，燃煤锅
炉治理、民用燃料清洁化、产业结构
调整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贡献最
为显著。

德国科学院与工程院双院院士、
比勒费尔德大学化学系教授卡塔琳
娜·科瑟－赫英郝斯对记者表示：“中
国科研人员拥有出色的创造力和执
行力，中国在能源研究领域做了很多
工作，涉及化工、交通等行业……我
很高兴地发现，现在再去中国时，经
常能看到蓝天。”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2012年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了中国“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

“美丽中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
标。“蓝天保卫战”被列为生态环境治
理三大攻坚战之一。

2013年中国国务院发布《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被称为“大气
十条”。经全社会共同努力，“大气十

条”目标全面实现。今年3月举行的
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前夕，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发布《北京二十年大气污
染治理历程与展望》报告显示，1998
年至2017年北京市大气中的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和PM10年均浓度分别
下降93.3%、37.8%和55.3%，在社会
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实现了空气
质量显著改善。

中国治理大气污染的做法和成
就获国际社会高度认可。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代理执行主任乔伊丝·姆苏
亚在报告序言中说，世界上还没有其
他任何一个城市或地区做到了这一
点，相信“北京经验”将对许多遭受空
气污染困扰的城市有所裨益。

“历史上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其
他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这样大

幅减少污染的例子，这太了不起
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
所经济学家迈克尔·格林斯通对媒
体说。

《印度斯坦时报》刊文说，中国
治理空气污染成效显著，测量与监
测、具体和可衡量的目标以及实际
的具体行动三方面经验值得印度
借鉴。

6月5日是联合国世界环境日。今年世界环境日主题确定为“蓝天保卫战，我是行动者”，旨在敦促各国政府、
工业界、社区和个人探索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共同改善全球城市和地区的空气质量。

近几年，中国有“蓝天白云”的日子明显增多了。来自中国生态环境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22.7%，74个重点城市重污染天数比2013年减少
51.8%。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经验令国际社会瞩目。

为世界治理空气污染提供“中国范本”

2016年以来，山东荣成市启动环境综合改造提升工程，昔日蚊蝇滋生，臭气熏天的荒滩沼泽如今变身为美丽的樱花湖体育公园（6月4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发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在浙江
杭州举行的2019世界环境日全球主
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空
气质量改善报告（2013-2018年）》，
首次系统总结回顾了我国6年来治
霾保蓝天的总体成效和主要措施。

不少人对2013年年初的重霾
天气记忆犹新，北京、河北等地遭遇
了持续雾霾。当时，多地出现空气
质量指数“爆表”，部分监测点位
PM2.5小时浓度最大值高达1000
微克/立方米，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
心主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
李海生在发布报告时介绍，2013
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式
实施，中国打响了史无前例的蓝天
保卫战。中国在保持经济平稳快速
发展的同时，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
善，重点区域明显好转。

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PM10
平均浓度为 71 微克/立方米，比
2013年下降27%；首批实施《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
平均浓度为 42 微克/立方米，比
2013年下降42%；北京市PM2.5浓
度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降
到51微克/立方米，降幅达43%。

2013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地区成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开展区域联防联控。2018年，这3个
重点区域的PM2.5平均浓度分别比
2013年下降了48%、39%和32%；珠
三角9个城市的PM2.5平均浓度从
2015年起连续4年达到环境空气质
量二级标准；北京市重度及以上污染
天数从2013年的58天减少到15天。

李海生介绍，我国空气污染防
治成效来自多方面的努力——
2013年以来，我国制修订并实施了
多项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涵
盖了大气污染治理的各个领域，不
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力度；环
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迅速发展壮
大，基本建成了“天地空”一体化监
测体系，国家、省、市、区县4个层级
的空气监测站点总数超过5000个；
大力推进综合减排，实施钢铁、水
泥、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污染治理
设施提标改造工程，加快淘汰落后
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的同时，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淘
汰老旧车辆，加快油品升级等。

“蓝天保卫战取得阶段性进展
的同时，要看到大气污染形势依然
严峻。”李海生说。报告指出，全国
尚有六成以上城市PM2.5年均浓
度仍未达标，北方地区秋冬季重污
染天气仍旧多发频发。下一步要继
续强化源头防治、标本兼治、全民共
治，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
结构、用地结构的优化调整，全力以
赴打赢蓝天保卫战。

（据新华社杭州6月5日电）

保护环境
离“我”并不遥远

6月5日，贵州省台江县城关一小学生听
老师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新华社发

关注世界环境日

成效显著 “蓝天保卫战”被列为生态环境治理三大攻坚战之一

科技助力 坚持可持续发展，从源头上遏制污染

携手世界 将继续共同应对雾霾、沙尘暴、汞污染等环境问题

6月5日，2019年世界环境日全球主场活动
在杭州举行，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中文主题是“蓝
天保卫战，我是行动者”。以“我”为主、从“我”做
起的主人翁意识，从主题中扑面而来。一度电、
一滴水、一次志愿活动……保护环境，其实离“我”
并不遥远，我们能为地球做的，还有很多。

垃圾分类，人人动手

人们常说，“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将垃圾正确分类处置，对后续总体减量、回收
利用至关重要。

在上海徐汇区，凌云绿主妇环境保护指导中
心在徐汇区梅陇三村率先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活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8年来，“绿主妇”从干湿
垃圾分类做起，逐步摸索出一条“厨余变宝、循环利
用、便民利民”的湿垃圾源头减量生态循环链。

“这户分类合格，厨余垃圾能准确分拣。”家
住杭州余杭区毓秀小区的志愿者吴丽芳和邻居
们多了一项“兼职”：记录评价小区居民的垃圾分
类情况。“扫描垃圾袋上与每户对应的二维码，我
们志愿者就能检查垃圾分类结果，之后将评价结
果在小区公布，通过这种形式，最重要的是培养
垃圾分类的意识并让大家养成习惯。”吴丽芳说。

住建部提出，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
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
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
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绿色出行，我在行动

“1985年，我第一次到中国，那时候满大街
的自行车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留在全球环境
基金首席执行官兼主席石井菜穗子脑海中“绿
色”的出行方式，在经历了汽车消费快速增长的
阶段后，正再次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在今年世界环境日全球主场活动举办地
杭州，柔美的西子湖畔、静谧的灵隐古刹、新兴
的科教园区、热闹的老街菜场……总有一抹

“流动的红”映入眼帘，它就是穿梭于杭州大街
小巷的公共自行车。

自2008年5月试运营以来，截至2018年
12 月底，杭州市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已有
4198个服务点，10.17万辆公共自行车，累计
租用量突破9.25亿人次。

杭州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吴国雄说，每周少开一天车，这个简单
的选择，就能为“蓝天保卫战”贡献一份力量。

杜绝新业态造成“新浪费”

像许多大学生一样，网购是武汉大学博
士研究生徐伟的日常选择，但与几年前不同
的是，现在他会将部分纸箱等快递包装收集
起来循环利用。

“新经济形态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方
便，但快递、外卖等新业态绝不应成为造成资
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新领域。”他说。

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应引导快递、外卖
等行业的包装废弃物使用可回收材质，同时消
费者也应从自己的点滴做起，在日常消费领域
践行绿色生活理念。对于日益凸显的快递废
弃物等新问题，要从源头找到破解之道。

由菜鸟网络等多方发起并已进行了3年
的“菜鸟回箱”计划，已成为公众广泛参与的快
递纸箱共享行动。通过在全国200个城市的
菜鸟驿站铺设5000个绿色回收箱，该计划培
养了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垃圾分类、回收利
用的习惯，近日获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主题实践活动十佳公众参与案例。

（据新华社杭州6月5日电）

6年治霾
成效几何？
——透视《中国空气质量改善
报告（2013-2018年）》

这是湖州市新开元碎石有限公司的绿植小公园（6月5日
摄）。近年来，浙江湖州市推进传统矿山企业向绿色环保高效的矿
山企业升级改造，推动矿山企业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新华社发

6月5日，游人在贵州赤水丹霞旅游区“美人梳”瀑布游览。
近年来，贵州遵义赤水市加大力度进行环境治理，以“千瀑之市”
的美誉吸引国内外众多游客。 新华社发

中科院和相关部门监测评估显示，当前西藏高原各类生态系统
结构整体稳定，气、声、水、土壤、辐射及生态环境质量均保持在良好
状态，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