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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传统城市空气质量管理传统城市空气质量管理

好 坏

空气问题差
异？

治理难度差
异？

综合评估？

如何改进？
温室气体？

清洁空气管理评价工具清洁空气管理评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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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试点城市

珠三角三大经济圈基本数据对比(2010年)

土地面积(平
方公里)

常住人口
(万人)

生产总值
(亿元)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亿元)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亿元)

广佛肇 26232.1 2381.3 17321.9 5608.4 6496.4

深莞惠 15617.8 2317.5 15487.1 3953.7 4691.3

珠中江 13057.2 913.0 4579.3 1793.7 1790.0



试点城市空气质量现状

2001～2011年，珠三角SO2年平均浓度介于0.023～0.039mg/m3，年均

浓度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2001～2011年，珠三角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介于0.038～0.043mg/m3，

年均浓度总体呈起伏略有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不明显。

2002～2011年，珠三角PM10年平均浓度介于0.058～0.076mg/m3，
2003年后，珠三角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

2006～2011年，珠三角O3年平均浓度介于0.048～0.059mg/m3。 O3
浓度表现为逐年上升趋势。

2006～2011年，珠三角PM2.5年平均浓度介于0.032～0.05mg/m3。
PM2.5年均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2009年年均浓度有所反弹。



城市群大气复合污染是珠三角面临
的最突出的大气污染问题



珠三角空气质量面临的新问题

• 质量浓度正在下降，传统大气污染逐步改善。

–SO2、PM10

• 灰霾污染突出。

-PM2.5

• O3及其前体污染物的浓度较高。

-O3、NO2

• 新空气质量标准带来的挑战。

-O3、PM2.5和NO2将取代PM10成为首要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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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整治综合整治

1. 珠三角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2. 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规划

3. 广东省“十二五”主要污染物

总量减排实施方案

……

专项治理专项治理

1. 广州亚运会空气质量保

障方案

2. 深圳大运会空气质量保

障联防联控措施方案

……

1. 珠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

治联席会议制度

2. 广东省区域大气质量科

学研究中心

……

大型活动经验大型活动经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

1. 广东省工业锅炉污染整治工

作方案

2. 广东省“十二五”机动车污染

物总量减排实施方案

3. 广东省水泥行业降氮脱硝实

施方案

……



珠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

区域大气质量科学研究中心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办法》

《广东省珠三角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火电厂、工业锅炉、机动车等污染源减排

广州亚运会

深圳大运会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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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清洁空气管理评估工具所需信息的收
集、分析和校核；进行试点城市实地调研

组织进行程序数据输入；进行评估

编制完成清洁空气评估报告；分析评
估城市在评估年份的优势和不足。

清洁空气质量清洁空气质量
管理评估管理评估

工作流程

清洁空气评价工具
Clean Air Assessment Tool



•空气质量水平

•管理能力

•政策措施

清洁空气评价工具
Clean Air Assessment Tool



清洁空气评价工具
Clean Air Assessment Tool

空气污染与
健康指数

+ 清洁空气管
理能力指数

+ 政策与行动
指数

= 综合清洁空
气指数

空气污染与健康指数
– 以WHO指导值和临时目标评估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

清洁空气管理能力指数
– 用以评估城市以下方面的能力：确定污染源、水平与影响，解决空气污染与温室
气体排放的能力。

清洁空气政策与行动指数
– 评估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行动是否存在及执行情况，这些政策行动是用以解决

来自流动源、固定源、面源和跨界输送的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



指数1：空气污染和健康指数

 评价城市空气污染水平，基于WHO指南和中期

目标

基于空气污染指标(API)
指标包括PM10, PM2.5, SO2, CO, NO2, Pb 和O3

监测数据至少包括: PM10的数据

非监控和非报告的数据: “黑匣子”-未知的空气质

量



指数1：空气污染和健康指数

对各种污染物评价的等级划分，以PM10为例：



指数2：清洁空气管理能力指数

基于DPSIR框架: 
Drivers-Pressures-State-Impacts-Response（因素-压力-现状-影
响-反应）



►► 排放测算排放测算

不同的污染物不同的污染物

不同的来源不同的来源 方法和出版物方法和出版物

辨别排放来源
和影响的能力

指数2：清洁空气管理能力指数



测量方法测量方法

可得数据可得数据 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评价空气质量现状的能力

指数2：清洁空气管理能力指数



健康
Text in 

here

气候
农业
材料
旅游
植被
可见度
经济
其他

评价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

指数2：清洁空气管理能力指数



减少/管理GHG排放和空气污染的能力

指数2：清洁空气管理能力指数

清洁空气政策环境

清洁空气管理融资

制度安排



指数3：清洁空气政策与行动指数

评价现有的国家/地方的空气污染/GHG排放的政策和行动:
车辆, 固定源, 区域和其他来源



指数3：清洁空气政策与行动指数

总体政策总体政策
和行动和行动

法律框架

相关方的参与

评价空气质量的可接受性

地方措施



指数3：清洁空气政策与行动指数

交通行业交通行业
政策和政策和
行动行动

城市规划中的可持续交通

标准(燃油、车辆排放)

可持续交通项目的指标和措施



指数3：清洁空气政策与行动指数

能源与工能源与工
业行业业行业

政策行动政策行动

城市规划中的固定设施排放管理
（SSEM）

排放标准

SSEM的指标和措施





试点城市评估与分析试点城市评估与分析



指数1：空气污染与健康指数及其分指数

广州 佛山 肇庆



指数2：清洁空气管理能力指数及其分指数

某市:

确定空气污染源及其贡献的能力 评价空气质量现状的能力

评估空气污染影响的能力 应对空气污染的能力

清洁空气管理能力指数



指数3：清洁空气政策与行动评估
总体政策与行动 交通行业政策和行动

能源和工业行业政策行动 其他排放源的相关政策与行动

清洁空气
政策与行
动指数

某市:



城市综合评价结果对比



清洁空气管理工具评估结论

共性：
广州、佛山和肇庆的综合清洁空气指数得分分别为

71.9分、69.7分和64.5分，都同属于“成熟”级别。

珠三角各个行政市之间地理上相邻相近，政策上也相同
相似，空气污染区域性特征明显。

相同高得分点：交通行业污染防治、固定工业源排放
管理、应对空气污染能力…

相同失分点：重金属及有毒有害物质管理、路边监测
站建设、空气污染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管理、空气
污染与健康影响评价、燃油效率政策、污染相关车辆
税…



清洁空气管理工具评估结论

差异性：
广州、佛山、肇庆的综合清洁空气指数存在阶梯性，对

不同的指标而言，都呈现出“广州得分≥佛山得分≥肇
庆得分”的现象。

如：排放源估算能力、空气质量模型能力、空气污染与
健康影响评价、本地清洁空气计划的发布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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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挑战与管理动向

– 强化科技支撑，提高污染源识别与评估能
力

– 强化环境监管，提升应对空气污染能力

– 创新经济政策，优化清洁空气管理财政

– 完善法律标准，加快清洁空气政策推行

– 开展宣传教育，营造公众参与氛围

– 以机动车为切入点，防治光化学烟雾污染

– 深化固定源管理，减少工业污染排放

– 推行立体环保，全方位管理非重点源

指
数2

指
数3



谢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