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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是一家国际性非营利机构。2001年由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共同发起建立，是亚洲领先的空气质量管理网络。机构宗旨是
通过把知识转化为政策和行动，减少来自交通、能源与其他行业的大气污染与温
室气体排放，改善空气质量，打造宜居城市。
2007年，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成为联合国认可的合作伙伴机构，拥有来自亚洲和世
界其他地区31个国家的250个机构会员，并且拥有八个国家网络：中国、印度、
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和越南。总部位于马尼拉，
在北京和德里设有办公室。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助力亚洲千余城市通过政策、规划、项目和具体措施，减少交
通运输、工业生产和能源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污染与二氧化碳排放，改善空气
质量，打造环境友好的宜居城市。
“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BAQ）是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的旗舰盛会，涵盖交通、
能源等行业，尤其侧重于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行业领袖在
BAQ齐聚一堂，相互沟通、创新、学习并分享经验。BAQ大会始于2002年，每
两年举办一次，每次大会吸引来自亚洲和其他地区近千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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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英文缩写

空气污染目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环境健康风险诱因。近年来，全球已经有不少呼吁减少空气污染行动的努力。这些关

AAQC

Ambient Air Quality Criteria

NAAQS

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于空气污染问题的全球动议加强了区域与国家行动，强调了通过合作与整合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需求。

AAQD

Ambient Air Quality Directive

NOx

Nitrogen oxides

AAQG

Ambient Air Quality Guidelines

NO2

Nitrogen dioxide

AAQGV

Ambient Air Quality Guideline Values

NZIER

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AAQS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OMB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O3

Ozone

APMA

Air Pollution and Megacities in Asia

PA

Policy Assurance

应对空气质量管理的挑战。旨在为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提供可行的指导方法，文件围绕亚洲城市所关注的优先问题，形

ARB

Air Resources Board – State of California

Pb

Lead

成关键指导领域，并描画了发展路线图与“进阶”建议。

AQ

Air Quality

PM

Particulate Matter

AQG

Air Quality Guidelines

PM10

Particulate Matter (≤ 10 micrometers in diameter)

AQM

Air Quality Management

PM2.5

Particulate Matter (≤ 2.5 micrometers in diameter)

AQO

Air Quality Objectives

QA

Quality Assurance

AQS

Air Quality Standards

QC

Quality Control

CAA

Clean Air Act

REA

Risk/Exposure Assessment

• 指导领域 1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监测

CASAC

Clean Air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SEI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 指导领域 2 - 源清单与模型模拟

CO

Carbon monoxide

SIP

State Implementation Plan

• 指导领域 3 - 健康与其它影响

CO2

Carbon dioxide

SO2

Sulfur dioxide

2006年，首届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政府间会议举办1，与会方认识到为亚洲城市空气质量长期愿景（Long‐Term

Vision,

LTV）的实施提供指导的需求，愿景描述了未来亚洲城市的空气质量管理的设想。在第三届政府会议期间，各国环境部门
识别了城市空气质量改善面临的关键挑战。
为了实现清洁空气愿景，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牵头编制了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指导框架）来满足亚洲的需求，

该自愿性实施文件包括七章，覆盖了六个指导领域。亚洲的政策制定者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可以运用指导框架的各个章节（
或其中一章），基于本地优先领域来制定本地的路线图，或行动计划。
指导框架文件包括7章:
• 介绍

• 指导领域 4 - 空气质量传播
• 指导领域 5 -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DEFRA (UK)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 指导领域 6 - 治理

TSP

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tes

EC

European Commission

UNFCCC

EU

European Union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on Climate Change

GAPF

Global Atmospheric Pollution Forum

USEPA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GHG

Greenhouse Gas

VOCs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指导框架文件由空气质量管理领域的国际/区域专家和从业人员共同开发，并通过政府会议和外部专家沟通来进行修改意

HKSAR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见征集和文件完善。文件草案在多个国际会议上进行分享，包括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区域办公室举办，2015年11月

ISA

Integrated Science Assessment

各指导领域还有相应的信息资料汇编，包括支持指导框架路线图实施的资源信息。此外，还有指导框架实施培训课程，详
见亚洲清洁空气网站的空气质量改善综合项目（IBAQ）页面（www.cleanairasia.org/ibaq）。

Convention

召开的首届亚太地区清洁空气伙伴关系联合论坛（APCAP）。指导框架得到来自亚太地区24个国家与会代表的肯定，包
括各国环境部门、政府间机构、非政府组织与专家。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地区办公室(UNEP ROAP)和亚洲清洁空气中心联合组织两年一度的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政府会议，旨在

召集各国环保部门协调区域空气污染及相关领域的管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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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重要部分包括：实现空气质量
与排放标准达标的策略与手段；控制措施的实施与执行；
达标后的持续改善，以及未来趋势预测，例如国家政策与
国际公约承诺等。

第六章
指导领域5：清洁空气行动
计划
6.1 介绍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CAAP）旨在通过识
别各行业成本有效的减排措施来改善空气
质量和公众健康，包括交通、工业、废弃
物处置、居民燃烧排放及其他。行动计划
包含了使得空气更为清洁的法规、政策与
项目。行动计划编制由政府牵头，涉及到
各利益相关方。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方针思路根据不同国
家与城市的情况、需求、制定与实施能力
不同而有所差异。尽管如此，仍是有不少
好的范例，或可适用于城市不同的空气质
量管理发展阶段。
一般来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重要部分
包括：实现空气质量与排放标准达标的策
略与手段；控制措施的实施与执行；达标
后的持续改善，以及未来趋势预测，例如
国家政策与国际公约承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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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目标

域的目标与可得资源——来解决区域内不断出现的空气污

旨在通过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制定和/或加强亚洲区国家和城

污染最严重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因大气细颗粒污染造成了

市的空气质量管理相关政策、法规；最终保护公众健康与
环境免受空气污染的损害。

6.1.2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重要性

染问题。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结果显示，在世界上
超过210万的过早死亡和5200万的健康生命年损失（Lim
等，2012）。因为亚洲城市近年来发生的重空气污染事
件，亚洲的一些城市，包括不少中国城市已经制定了清洁
空气行动计划（专栏6.1与专栏6.2）。

专栏6.2 中国国家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中国付出极大努力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进行相关能力建设。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可按照覆盖范围
（国家、区域、省、城市），时间长度（五年计划、三年计划、一年计划）以及关注领域来划分。2013年9月12日，
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覆盖了中国六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行动计划绘
制了中国接下来五年大气污染防治的路线图，重点控制区域为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行动计划通过国家媒体
网站发布，包括中央政府网站、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迈出了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关键一步。

空气质量管理要求一致的、持续加强的努力——基于该区

总体要求
坚持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区域协作与属地管理相协调、总量减排与质量改善相同步，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

该指导领域旨在通过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制定和/或加强亚洲区
国家和城市的空气质量管理相关政策、法规；最终保护公众健康
与环境免受空气污染的损害。

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大气污染防治新机制，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多赢，为建设美丽中国而奋
斗。
奋斗目标
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
转。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具体指标

专栏 6.1 亚洲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

在德国技术合作机构-东南亚国家联盟合作框架下，东盟地区小城市清洁空气项目（ASEAN-GIZ CASC）支持了至少
六个城市（清迈、呵叻、伊洛伊洛、卡加延德奥罗、巨港和梭罗）基于科学方法和多方参与制定和起草清洁空气行动
计划。准备步骤包括但不限于：提升环境空气质量数据和污染源信息的可得性，增强对改善交通行动的重视程度，加

控制措施

强点源排放标准的落实。为了提升市民及利益相关方对行动计划的接受度，项目还促进了公众参与过程的组织。

2013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强有力的十条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也被称为“国十条”。《行动计划》为以下“国十条”

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的城市近年来的空气重污染事件为

• 一是减少污染物排放。全面整治燃煤小锅炉，加快重点行业脱硫脱硝除尘改造。整治城市扬尘。提升燃油品质，

该区域敲响了警钟。一些城市/国家纷纷制订了重污染应急方案。例如，北京市为了应对2013年1月的大气重污染
过程，启动了《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特别针对极重污染水平（空气污染指数（AQI）>500）制定了下列关键措

措施的详细扩充：
限期淘汰黄标车。
• 二是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增产能，提前一年完成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十二五”落

施）（Clean Air Asia，2013）：

后产能淘汰任务。

(1) 重污染企业减排30%。其中污染减排监控下的58家重点企业（包括建材、冶金、化工等）停产，41家企业减

• 四是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加大天然气、煤制甲烷等清洁能源供应。

• 三是大力推行清洁生产，重点行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到2017年底下降30%以上。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产，实现了30%的减排目标。

• 五是强化节能环保指标约束，对未通过能评、环评的项目，不得批准开工建设，不得提供土地，不得提供贷款支
持，不得供电供水。

(2) 28个建筑施工工地暂停土方作业，54家企业减排30%。

• 六是推行激励与约束并举的节能减排新机制，加大排污费征收力度。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的信贷支持。加强国际

(3) 限行30%政府及其下属单位公车，在重污染天增开公交车次。

合作，大力培育环保、新能源产业。

(4) 在极端污染区，中小学3天停止户外活动。
(5) 建议公众在非必要情况下减少出行；外出佩戴口罩；患有慢性疾病的敏感人群在感觉不适时应当就医。
(6) 出动了14个监察小组在14各区县监督污染减排措施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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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

• 七是用法律、标准“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制定、修订重点行业排放标准，建议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强
制公开重污染行业企业环境信息。公布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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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是建立环渤海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加强人口密集地区和重点大城市PM2.5治理，
构建对各省（区、市）的大气环境整治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对空气质量管理来说必不可少，
因为它使得政府及其它更多利益相关方能够以最有效果
与效率的方式来调配资源，以达到空气质量目标。

• 九是将重污染天气纳入地方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根据污染等级及时采取重污染企业限产限排、机动车限行等
措施。
• 十是树立全社会“同呼吸、共奋斗”的行为准则，地方政府对当地空气质量负总责，落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国
务院有关部门协调联动，倡导节约、绿色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动员全民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
制度发展：
• 在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长三角区域建立了中央政府部委与省政府共同参与的区域协作机制；
• 联合环保部门与气象部门力量建立空气污染监测与预警系统。
最新激励措施：
• 发布月度空气质量排名，公布空气质量最好和最差的10个城市；
• 将空气质量目标与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一起作为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三区考核PM2.5 ，其他地区考核 PM10）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是治理空气污染

势预测；目标污染物的基线污染源清单（EI）；排放水平

的一个高效工具。行动计划包含多种控制措施与清晰的制

预测。此外，为了确定主要的污染区域和污染物，源解析

度框架以及责任划分，经过多年的实施来实现减排。结果

（SA）信息可用于划定优先控制的污染源类别。例如，机

表明人为源的排放显著减少，在一些最为发达的国家实现

动车——无处不在的地面污染源——相比本地一些大型工

了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美国环保局 [USEPA]， 2012；欧

业高架源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基于源解析（由源模型或

盟环境局 [EEA]，2015）。

受体模型得出）结果识别出包含对环境空气污染水平贡献
更大的重点排放源[参照指导领域2 源清单与模型模拟]。专

PM10 – 粒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PM2.5– 粒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
来源：环境保护部，2013

另一方面，发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还未在污染减排上作出

栏6.4提供了印度开展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一个案例，列举

努力，甚至因为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可能还导致了污染排放

了行动计划评估过程，包括空气质量观测、源清单与受体

的增加。在发展中国家清洁空气常是最不受重视的事项。

模型模拟。

发展中国家与城市的空气质量管理能力有限，还不足以建
立系统的空气质量管理流程。而且大家还未清楚了解，其
实可以先制定简化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以免耽误了解决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对空气质量管理来说必不可少，因为它

盟地区小城市清洁空气项目支持下最近完成了清洁空气计

空气污染问题。简版行动计划可以包含：对于最重要的污

使得政府及其它更多利益相关方能够以最有效果与效率的

划（ASEAN-GIZ CASC, 2014; Clean Air Asia, 2012）。

染源的快速评估，简易监测设备得出的空气污染浓度结

方式来调配资源，以达到空气质量目标。空气质量目标基

果，与空气质量标准对比，对公众健康与环境产生的影

于长期愿景和改善目的来制定。专栏6.3展示了印度尼西亚

响，识别空气质量目标，控制措施与关键项目或控制行业

巨港市空气质量改善的远景、改善目的与目标的说明。巨

（Schwela& Haq，2004；Clean Air Asia，2011）。

行动计划编制既针对当前状况，又针对未来情景，因为需
要考虑人口增长，服务需求与管理（能源、交通及其它）
，市政公司、城市和工业发展机构制定的发展规划（例如
路网、住宅、工业），可期的技术进步（例如，更好的新
车引擎与末端控制元件）。制定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需要识
别不同类型的控制措施，并估算其污染减排效果，识别控
制措施的成本有效性以及协同效益。

港市在德国技术合作机构-东南亚国家联盟合作框架下的东

6.1.3 开展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工作
一般来说，开展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工作的基本步骤有四个
（Clean Air Asia，2011），全程都需要利益相关者参与和

专栏 6.3 印度尼西亚巨港市空气质量改善的远景、改善目的与目标的说明

传播：

愿景：巨港市拥有清洁与健康的空气
目的：通过实施科学的减排策略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公众健康、环境与气候变化的影响
目标：到2018年，实现并维持空气质量每年中至少340天能够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QS）规定的主要污染
物的可接受人类福利与环境风险限值。

1）

评估

2）

编制行动计划

3）

实施与强制执行

4）

回顾与改善

对当前状况与预测情景的评估是开展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
康与环境的影响；重点污染物及污染源的排放信息；经济
增长、能源利用、人口增长等关键指标及其未来数年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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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旨在摸清城市的现状、促成相互学习与最佳实践分
享、加强城市能力（Clean Air Asia，2013）。调查总结与
梳理了16个城市（7个中国城市、9个其它国家城市）的清
洁空气行动计划，列出了计划共有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些
关键组成部分反映了DPSIR（驱动-压力-现状-影响-反映）

第一步。包括回顾与分析空气质量现状与趋势；对公众健

来源： 东盟—德国技术合作机构小城市清洁空气项目， 2015

2011年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就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开展了一项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

框架：
• 驱动：介绍与背景
• 压力：一般性的影响分析与归因分析
• 现状：当前状况、空气污染指数、与目标/标准的对比、
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清单
• 影响：公众健康与环境影响
• 反映：行动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以及以下部分
附件V-A提供了本研究识别和建议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组

5

成部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组成部分的内容或许不一

计划的制定过程也要不断发展。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发展

样，取决于当地的情况与空气质量现状。无论是简化的还

呈现了一些新趋势（Clean Air Asia，2012）：行动计划

是详尽的计划中，基线评估、目标设定与评估是必不可少

从单个污染物控制到多污染物控制向区域空气质量管理扩

的步骤。随着国家与城市向着更为完善的阶段发展，根据

展；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纳入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本地的需求与能力情况，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组成部分的内

规划长期空气质量改善，整合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与温室气

容的详细程度也会不断进步。

体（GHG）减排计划。

实施与强制执行政策对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与实现空气质

概括起来，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有助于国家或城市提升其空

量目标来说至关重要。行动计划的成功实施需要清晰的制
度框架与责任划分，利益相关方协同与沟通，政治支持，
资金资源分配，技术能力，不断回顾与改进（Clean

Air

Asia，2012）。以下三个要素决定了国家或城市是否能成
功实现空气质量改善：
• 是否有政策与行动计划，以及相应的实施细则（机制、
时间表、任务分配）；
• 是否能提供足够的资源来保障政策与行动计划的实施；
以及

气质量管理的发展阶段。好的行动计划包含以下优秀实践
的尝试：

6.1.4 改善空气质量的政策与控制措施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包括短期、中期与长期的减排与控制措
施来减少移动(交通)源、固定（工业）源、面源的排放。

（可充分代表时间与空间的变化），空气质量目标（标准
或目标值），源解析与暴露评估相关信息（通过扩散模
型），以及国际经验；
• 评估源减排与控制方案的有效性（基于成本-效益分析或
成本有效性分析），技术可行性，执行难易度；

• 政策与行动计划的实际执行。

• 为行动设置目标与时间节点；

依照措施实施与整体排放变化（在空气质量监测中对比计

任；

• 与所有主要的利益相关方商洽，界定他们的角色与责

• 节能：通过节约能源减少资源的使用

• 对新晋重点行业的工业企业强制开展环境影响评价，要

• 效率：提高生产效率，节能减排
• 减排：应用减排技术方法
• 需求管理：实施对产品或服务需求产生控制或影响的政
策或措施
• 行为改变：改变每个个体或机构的行为习惯，从而减少

料，如天然气；和
• 采用新技术。

逐一实现：

结合本地需求、条件限制与空气质量目标，清洁空气行动

• 定期回顾与更新。

• 确定监督与评估机制，提供中期调整改正的机会；并且
1） 提升排放与技术标准；
2） 清洁燃料；
3） 提升能效；
4） 加强检测与维护；

建设指引以减少道路扬尘排放等等。城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包括分行业的行动点，要求达到现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还建议在 一些热点区（重污染区）限制排放作为附加措施。

iii. 工业排放减排
• 集中控制主要排放源；
• 要求使用清洁燃料；
• 特定工艺流程使用最先进技术的规定 - 并为实施提供一
个行动计划；
• 事故通知义务；
• 特定污染工艺的许可；
• 需要执行强制性排放标准，以及强制执行的策略等；和
• 设置严格的超标罚款。

5） 改善交通规划与交通需求管理;

c) 面源减排措施

6） 转向公共交通，推广非机动交通方式（如骑车、步

生物质燃烧、废弃物露天焚烧、森林大火、沙尘暴、道路

行）

国家与城市计划。在国家层面，建议逐步收紧机动车排放和燃油质量标准，制定老旧机动车处置政策，以及制定道路

• 节约能源及耗材；

与面源——包括：

• 是渐进的，并考虑到技术进步；

散模型评估了一系列分行业的控制措施方案。研究中还建立了本地源谱和机动车排放因子。研究建议了空气质量管理

ii. 促进清洁生产

说，减少移动源与固定源排放的措施——例如交通、工业

果、降低成本或修改措施来改变计划。

究内容包括主要污染物的空气质量观测，详细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清单，基于受体模型开展的PM10贡献源分析，用扩

区。

技术应用等多种方式来实施[参照指导领域6治理]。具体来

动车使用决定。因此，机动车污染控制需要通过下列措施

与国际接轨，并出台和定期更新行业排放标准。2007—2010年间，印度6城市开展了全面的污染源解析研究项目。研

• 搬迁现有工业，使其远离居民区和其他敏感的土地功能

• 提高所用燃料的质量（如含硫量低），或改用清洁燃

• 考虑未来的活动增长与空气污染情景的预测；

印度已经有应对空气污染的国家环境政策与法规框架（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 [CPCB]， 201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技术和排放限值等提出改进建议； 以及

这些措施可以通过立法强制、经济手段、自愿协议与可行

机动车排放由车辆技术、燃料类型与品质、土地利用及机

专栏 6.4 印度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求评估其潜在的空气污染，并对选址、工艺、燃料、生产

• 提高生成过程的效率；

与资金资源；

有效性评估成为可能；确认是否需要为了实现更大减排效

区；

排放——例如公交出行代替开车

a) 减少交通排放的措施

是确定监控/追踪的机制与责任，使得对已有控制措施的

i. 土地利用规划与分区
• 利用规划条例限制新建产业的位置，并建立合适的工业

• 处理实施遇到的问题，例如机制安排与合作、基础设施

划与变化）的追踪和记录过程，不断回顾与改进。重要的

工业源减排措施

工业污染源的减排措施可包含以下关键领域：

包括不同类型的空气质量改善措施，可分别为以下类别：

• 燃料替代：将高污染燃料替代为更清洁燃料

• 基于空气污染来源与排放情况评估，环境空气污染水平

b)

一些措施需要与其他特定干预手段一并实施才能见效。例
如，没有更严格的油品标准就无法实施更严格的排放标
准。表6.1为交通排放控制措施概览。
专栏6.5与6.6介绍了日本多污染物控制思路的清洁空气行
动计划中的交通与工业排放减排。专栏还强调了严格的监
控与回顾系统，促成长期空气质量改善。

与建筑施工是城市主要污染面源。相应的控制措施包括：
• 禁止焚烧材料及废弃物；
• 推广替代焚烧的办法；
• 更好的废物管理；
• 以及通过路面硬化、绿化及街道清扫等方法控制扬尘面
源。
低成本、高效率以及短实施时间的措施要优于高成本、长
实施期限的措施，即使后者也有高效率。用源模型能够评
估一些不同的措施组合情景的效果。特别需要针对污染热
点区域进行模拟预测。或许需要与利益相关者（例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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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交通排放控制措施概览
措施

法规

经济手段

排放标准与技术

• 对于常规污染物（一氧化碳（CO），碳

• 针对不同减排技术实施差别化税收

氢化合物（HC），氮氧化物（NOx），颗

• 依据排放水平设置车辆税

粒物（PM）和毒性空气污染物设置最大排

• 奖惩机制

放标准

• 淘汰老旧机动车资金奖励

• 认证和组装线测试
更清洁的燃料

• 汽油油品标准（铅、挥发性、苯、芳烃）

• 清洁燃料的价格优惠

• 柴油油品标准（挥发性、硫、芳烃、十六
烷值，多环芳烃（PAH））
• 燃油添加剂限制
燃油效率

• 机动车燃油效率

• 碳税

• 最大功率/重量比

• 基于燃油经济性收取车税

• 速度限制

• 研发激励（直接资金支持、税额、排放测

• 各种交通管理措施，增加防止拥堵的优化

试豁免）

措施，以及控制单车行驶里程措施
检查与维护

• 强制执行检测与维护，防篡改与监查方案
• 柴油烟度控制方案

交通规划与交通需求

• 公共交通系统

• 基于道路的燃料碳税

管理：增加车载负

• 停车控制措施

• 与排放相关的车辆税

荷、减少出行次数与

• 购车限制

• 道路收费或里程收费

出行时间

• 城市步行区

• 停车收费

• 车辆使用限制

• 停车场项目经济激励

• 高乘载车辆权限（比如高速公路专用车

• 行驶里程保险调整

道）

• 通过土地利用与空间规划手段来减少通勤

• 改善自行车道/步道条件

与进城活动

• “停车换乘”方案

• 高效率交通模式的融资与配资机制

• 货运交通限制

高燃油品质的方案需要与油气公司沟通，更严格的机动车

费”原则以及“排污税”来筹集资金[参照指导领域6治理]

规范需要与汽车制造商沟通）商洽，并选取最恰当的方

。有机会也可利用国际金融机构与捐赠方的外部资金。对

案。

基线情景与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实施情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技术方案（高成本）与管理方案（相对低成本但较难执
行）的选择常常是两难。作为一项指导原则，清洁技术方
案的影响更为长远。例如，更严格的油品与排放标准（例

（也包含健康成本），可以获取更大的支持与利益相关方
的努力[参照指导领域3健康及其他影响]。表6.2a与6.2b提
供了确定成本有效的策略与行动的指南。

如欧四、欧五、欧六）可以在长期带来更好的效益。类似
的，在工业燃烧中用天然气代替煤以及采取有效的控制系
统（静电除尘器和/或袋式除尘器）可能效果也更好。但
是，一些技术干预方案（如提升车用油品质）需要在国家
层面决策，而非地方层面，除非地方被赋予了这样的决策

来源： 引自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 （SEI）， 2008.

权。
一些措施——例如清洁交通与清洁能源——需要充足的资
金来源，有时候会因此延误实施。可能要通过内部与外部
资源来筹措必要的资金。内部资金更容易带来主人翁意
识，使得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实施更高效。除了公共财
政，也可开发私营部门资金来源，通过应用“污染者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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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5
日本三大都市区NOx和PM减排的基本方针和计划

在基本方针和计划之外，在上述划定区域引入了以下措施：
• 在用车管理办法（禁止使用达不到相应卡车、巴士、柴油机动车排放标准的机动车；仅适用于在上述区域注册的

日本在指定的三大人口密集的都市区强制实施机动车NOx和PM减排的基本方针和计划（见图6.1）。2001年颁布了
《指定地区采取特殊措施减少机动车的总氮氧化物与颗粒物排放》法案（机动车NOx 与PM 法）。目的是2010年在
这些区域保证大部分空气质量监测站监测结果能够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车）
• 商用车减排（大型运营商制定机动车管理计划）
• 控制本地车与外地车污染的措施1
划定区域均实现了年均悬浮颗粒物（SPM）浓度目标——如图6.2所示，294个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与165个路边站的
监测数据显示了空气质量稳步提升的趋势。

45
40
35
3
年均浓度（μg/m
） 3)
Annual
Average ( µg/m

划定区域

爱知与三重地区

30
25
20
15
10
5

东京都地区

0

大阪与兵库地区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Fisc财年
al Year
路边浓度
Roadside

Ambient
环境浓度

图 6.2机动车NOx 与PM 法实施后，划定区域年均SPM浓度变化
来源： 日本环境省，2014.

图 6.1机动车NOx 与PM 法覆盖区域
来源：日本环境省 （MOEJ） 与国土交通省，（MLIT），（时间不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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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a 排放控制方案的评估
专栏 6.6 日本川崎市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源类别

控制方

预期减排

技术可行

案

与影响

性

1

资金需求3

2

执行期(短/中/
长期)

实施时间4

负责部门

其他信息

日本川崎市在上世纪50年代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发展，并遭受了空气污染带来的严重不利健康影响。为此，城市自
那时起付出了极大努力来控制空气污染。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代表了该市的显著政策特点。
1972年川崎市发布了《污染防治条例》，引入了其特殊的排放总量控制系统，被称为“川崎办法”。基于该条例，
川崎设置了空气污染的环境目标值，比日本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更为严格。针对每个污染物，考虑其位置和排放源（
例如工厂）的排放情况都设定了该区域排放总量限制。在排放总量控制系统下，基于每一类的排放设施对环境浓度的

1. 最好是量化每个优先控制污染物。否则须给一个定性的说法（低/中/高）。

贡献（大气扩散模型模拟结果）都设置了不同排放标准。川崎激进的排放总量控制系统在国家与地方层面的污染控制

2. 是否技术可行（例如，如果不能保障持续供应，天然气代替煤的方案就不可行）；是否存在任何执行问题（例如，低收入群体可能负

推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担不起用液化气做饭）；评估控制效果。
3. 预估实施期间的总成本（投资和维护成本），并提供资金来源。

此外，由于环境问题的特征更为复杂，1999年川崎又出台了《居住环境保育条例（含污染防治）》，其中又引入了
降低SPM的综合排放总量控制法规（又称为一篮子法规）。该法规不仅控制一次悬浮颗粒物（烟尘与粉尘），还控
制其前体污染物，例如SOx，NOx与氯化氢。在该法规下，还建立了一定规模以上新建设施的PM相关排放标准。其

4. 界定开始年份与完成年份 （如2015—2020）。

表 6.2b实施障碍评估及相应的解决方案

后在2005年又进一步覆盖了已有运行设施。

识别出的障碍

结果，川崎市工厂排放的烟尘与粉尘逐年下降（如图6.3），SPM环境浓度也开始降低。自2004年后，都有相当好的

烟尘与粉尘排放总量（吨）

达标状态，除了2006与2010年所有的环境监测站点监测的浓度均能够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编号

控制措

制度、法

施

规与政策
框架

经济、投
资与市场

需要采取的解决方案

人力资源
与私营部

制度、法
公众意识

规与政策

门支持

框架

经济、投
资与市场

人力资源
与私营部

公众意识

门支持

6.1.5 协同效益——整合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与
温室气体减排计划
空气污染控制措施基本是在地方或区域范围实施，但是对

效率，特别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优先于缓解气候变化的亚

于气候变化将产生长期、全球性的影响。从协同的角度去

洲发展中国家（SEI，2008）。协同思路能够最大化协同效

看待空气质量与气候变化问题——并同时解决——能够存

益，气候变化的减排措施也能够减少空气污染物，反之亦

在极大的公众健康与生态风险成本节约空间。协同控制空

然。表6.3列出了能够同时带来空气污染物及温室气体减排

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GHGs）比逐一单独解决要更为有

的措施。

协同控制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比逐一单独解决要
更为有效率，特别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优先于气候变化
应对的亚洲发展中国家。

财年

图 6.3 川崎工厂烟尘与粉尘年排放量
来源： 川崎市， 2013；川崎市， 时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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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空气污染物及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示例
专栏 6.7 协同效应方法：清洁车队管理

措施

效果
减少每千瓦发电量产生的CO 2排放量，同时减少SO 2与

天然气替代燃煤发电

NOx排放量

减少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但是有些效率改进

家电与工业生产效率提升

措施会带来需求增加，需要避免这种情况。

节能 （减少能源使用）

减少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

道路交通新技术应用，例如：

每公里行驶里程排放的CO2、NOx 与颗粒物都会减少。

• 混合动力车

分析燃料/车的全生命周期（例如产氢产生的排放）很关

• 天然气或新能源动力车

键

• 配有氮氧化物处理器的稀燃汽油车
需求管理/行为改变：鼓励公共交通，同时给私家车使用
负向激励。

减少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

UNEP清洁车队管理工具
2008年UNEP 的清洁燃料与机动车伙伴关系（UNEP-PCFV）发布了“UNEP清洁车队管理工具”，旨在帮助车
队运营商与管理者在制定策略时以正确的、成本有效的方式减少车队的环境与健康影响。印度尼西亚的Hiba
Utama 与Sinar Jaya公司成为首批工具试点单位。Hiba Utama有1,500辆载客汽车。Hiba Utama公司采用了
节能驾驶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运营成本以及负面环境影响。绿色驾驶不仅节能减排，还能够提升意识，让他们
了解驾驶习惯对于环境和安全的影响非常重要。
评估基线
2009年，基于车队基本信息（如油耗、不同车型的形式里程），该工具估算了Hiba Utama公司车队的排放量，
得出CO2 与主要空气污染物 （PM10、 NOx、 SOx、 VOCs 和CO）的排放量。
选择合适的措施
UNEP工具为Hiba Utama团队提供了选择合适的车队节能（最终来减排）策略方面的指导。Hiba Utama希望
能采取可操作且经济可行的措施。团队坚信持续实施节能驾驶是合适的策略。基于分析工具数据，节能驾驶可以
节约2,088,431,100 到 4,176,862,200印尼盾（合143,000到286,000美元）。2009年，Hiba Utama公司燃油花

来源：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2014.

费约41,768,622,000印尼盾 （2,858,924美元），开支正常。团队选择继续实施节能驾驶来提升机动车保养。通
过这些措施，Hiba Utama公司有望产生燃油成本节约、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减排、更高的生产效率与企业形

专栏6.7列举了协同效益方法的应用案例——印度尼西亚在

理工具来监控与评估燃油效率提升措施对空气污染物与温

一家巴士公司应用了联合国环境署（UNEP）清洁车队管

室气体排放产生的影响。

象提升等效果。
监控
Hiba Utama公司采取能耗监控措施——要求驾驶员在行程单上认真填写行驶里程与还车时的燃油量。公司还要
求驾驶员根据不同驾驶车型，在每次还车或用车时加满油。确保油耗数字与行驶里程数对应。
更好的保养
对于一个迈向清洁化的车队来说，正确的保养是基本必备的，但也最容易忽视。正确保养可以保障行车效率最大
化，同时排放水平低。Hiba Utama制定了车辆保养标准时间表，确保所有的车都得到保养。
结果
相比2009年，2010年公司采取上述措施的实施后实现了9.4%的燃油效率改善。进一步，Hiba Utama公司的业
务量也增加了，从2009年的972辆车增至2010年的1,225量。总行驶里程减少33.6%的同时，燃油效率仅减少了
1%。主要污染物与CO2的排放量都减少了。但是，NOx排放量增加了，因为车队中还有较多欧0标准的中型车和

欧0前标准的大型车。Hiba Utama公司在未来需要进一步清洁化车队来实现减排。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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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发展阶段

成功与挑战
项目实现了首年实施的目标。管理支持有助于快速适应变化，需要使其认识到采取措施的效应。项目在意识提升

阶段

与减排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但是，Hiba Utama公司还需要更大改进。其中最迫切的就是要将欧0前
标准的车辆更新至更高欧盟标准的车辆。Hiba Utama公司还需要在2010年后加强车辆检测与维护项目，许多

指标
空气污染控制措施、政策、计划与策略的制定未基于数据与评估的有力支持

老旧车辆都出现了问题。

在国家环境法中提到应对空气污染问题
不完善

总结
项目的初步成功确保了它的继续实施。Hiba集团目前整体都开始推广Hiba Utama公司试行的不同措施。此

只有执行空气污染措施、政策、计划与策略的机构参与制定过程
缺乏支持制定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资金资源

外，Hiba Utama公司接受了项目团队的建议，要求更重视安全和高绩效的司机接受节能驾驶进修班培训。

由于缺少监测系统，没有重污染天提前预警的系统来减少影响

来源： UNEP 清洁车队管理工具——印度尼西亚试点研究报告， 2010.

空气污染控制措施、政策、计划与策略的制定基于空气质量数据（来自不定时监测）
在国家与地方层面出台了专门的空气污染相关政策
发展中

定期开展减排项目
空气污染控制措施的制定过程中听取除空气质量管理实施机构以外的了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建议

6.2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不同发展阶段

从不完善阶段发展到完善阶段需要考虑的关键指标包括：

空气质量管理在完善发展阶段要求定期更新的、完备的清

•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制定的科学方法；

洁空气行动计划。为了使计划行之有效，它应当满足当地

•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制定中的利益相关方参与程度；

需求，并与管理能力相匹配。为了使得城市能够制定和实

• 资金资源的可得性；

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表6.4列出了能够帮助城市识别其所

• 制定预警系统与应急计划；

点区域），源清单数据与源解析结果

在空气质量管理发展阶段的指标。

• 实施框架的界定。

在国家与地方层面出台了专门的空气污染相关政策并开始实施

资金支持有限，基本需要依靠外部资金支持
由于缺少监测系统，没有重污染天提前预警的系统来减少影响
空气污染控制措施、政策、计划与策略的制定是基于有限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包括特定污染物和热

指定了针对重点污染源控制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但是操作层面仍然不太清楚（包括牵头机构、时间
点、预算等）

空气质量管理在完善发展阶段要求定期更新的、完备的清洁空
气行动计划。为了使计划行之有效，它应当满足当地需求，并与管
理能力相匹配。

逐渐形成

制定分行业的增长与发展规划1，包括控制主要排放源的措施
开始制定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但是与其他发展规划目标尚未对接
开始尝试制定促进多部门协调与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有充足的政府预算与其它资金支持保障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制定
建立了重污染天提前预警的系统来减少影响；初步考虑污染对健康及其他方面的影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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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制定基于充足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源清单、简化扩散模型以及污染暴露评估
在国家与地方层面制定并实施了专门的空气污染相关政策

基于关键污染物的减排潜力、成本有效性和技术可行性识别出优先措施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目标与其他发展规划目标对接

然只是少数。大部分亚洲城市还未制定行动计划，受制于

成空气质量目标的达成。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多部门协调与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包括公众参与、变得更加普遍2

• 政府内部具备空气质量管理知识与技术技巧（能够理解

有足够政府预算支持行动计划的制定以及根据所覆盖领域需求定期进行更新

并促成空气质量改善进展）的人力资源不足。

建立了重污染天气预警系统与应急预案来减少影响；定期更新污染对健康及其他方面影响的相关信息

资金

以下因素：
制度

1

开始筹集政府之外的资金用以支持行动计划制定（如国际机构、私营部门合作）

• 地方上在制定和实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时，较难从其
他部门获得支持。行动计划涉及多个部门以及多方面的问
题。而其他部门可能看不到行动计划的效益，以及对他们

在大部分亚洲发展中国家，空气质量管理的挑战主要就是
资金资源不足。在用于发展的资金盘子里，划拨给环境管
理的部分往往只有一小块。除了公共财政资金来源，政府
还可利用其它外部资源，例如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国际金
融机构的赠款或贷款。但是，可能又缺乏获取这些资源的
信息、意愿与尝试，还是会有碍于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政
策与措施的制定与实施等努力。

自身部门发展目标的贡献。因此，如果能排除这个障碍，

基于科学与成本有效性识别控制措施

完善

取得进展进行评估至关重要。这将确定控制措施是否能促

尽管一些亚洲城市已经制定了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但也仍

在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规定了措施实施与资金的框架，包括牵头机构和利益相关者、时间点、预算等

成熟

6.3 问题与挑战

就会获得支持。

基于全套空气质量管理体系制定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包括：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由下至上编制的源清

• 缺乏相关部门之间清晰的协调机制来执行和落实行动计

单、扩散模型、源解析、环境空气质量与排放标准的达标监测、减排潜力评估、成本与效益分析结

划，包括立法与治理要求，机构设置与程序，实施流程。

果、健康与环境影响评估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全过程需要多部门（例如能源、交通、

在国家与地方层面全面实施专门的空气污染相关政策

工业、土地利用、规划、健康等）的共同努力，而非仅仅

在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规定了清晰的措施实施与资金框架（包括牵头机构与利益相关者、时间点、预

• 缺乏决策者的政治支持及公众支持，以及各有关利益相

是环保一家。

算等）与措施资金

关者的领导力。在清洁空气计划的推动与确保取得进展的

建立了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实施的跟踪与评估系统

过程中，领导力都至关重要。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有全面优先的减排行动，并与特定部门发展规划、社会经济规划包括气候变化减排
计划关联

• 缺少公众关注与认知，这可能是因为空气污染的健康影

6.4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发展路线图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通过识别不同行业部门的减排措施，改
善空气质量、保护公众健康的，被证实是空气污染控制的
有效手段。没有它，则无法获取空气质量管理的资源。因
此，需要给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配置充分的人力与资金资
源，促进国家或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的发展。表6.5给出了评
估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现状、克服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障碍、
不断向更完善阶段进步的步骤建议。

响及（改善）效益的信息不充分，迫切需要将空气污染问
题告之于众。在制定和实施计划时需要努力充分获得公众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充分实行多部门协调与利益相关方及公众参与机制

支持，来达到可接受，一致性与可追踪的目标。在许多亚

政府每年划拨足够资金支持行动计划的制定以及更新，资金支持是可持续的
制定筹资策略，寻求广泛的资金来源用以支持行动计划制定
建立了重污染天气预警系统与应急预案来减少影响并定时审查；有健康及其他影响、污染的社会-经

洲城市，问题往往在于缺乏关注空气污染问题的民间社会
团体。
管理与技术

济成本、污染控制的效益等方面的信息
• 用以识别有效污染浓度降低措施的相关污染来源、排
放、空气质量水平的相关信息有限。
• 目前的做法未将空气污染、气候变化政策与可持续发展
结合。在国家与地方层面，空气质量管理与气候变化策略
需要整合，特别是有明显交叉的领域——例如能源、交通
与工业等部门。
• 其它相关部门缺乏对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认同，包括负
1

工业、交通、能源、住建、土地利用。

责发展规划的部门。这会阻碍计划的实施与执行。相关部

2

例如，成立工作组，包括各相关政府单位、私营及其它部门、与利益相关方共同制定路线图/愿景/目标，举办公众咨询活动与论

门必须认同空气污染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之一。

坛。

• 缺少对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实施的定期跟踪与回顾。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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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发展路线图与政策建议：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制定与实施
发展阶段

管理步骤
• 明确利益相关者包括不同政府部门、公众在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推进中的角色

应采取步骤

• 开展一系列的公众研讨/听证会，作为政府发展规划过程中的部分或者独立于此规划，收集
空气质量改善项目与行动的公众建议。开展结果与行动听证会，汇报全部发现与可选方案供公

管理步骤

众与决策者考虑，在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编制过程中清楚界定利益相关方的角色和职责。

• 识别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决策者与影响者，将空气污染问题提上公共议程

• 建立清晰的制度框架和机制（包括牵头单位、利益相关方与公共部门）来支持措施的实施、

• 培养关键利益相关者、决策者与影响者在空气质量管理规划与开展工作方面（如不定时的减

跟踪和评估系统

排项目）的能力
• 举办利益相关者会议，增强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相关的意识，推动决策者将空气质量管理纳入
发展考量
不完善

逐渐形成

•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与政策的制定基于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基础源清单，数值模型初步模拟结
果，污染暴露评估，初步健康影响评估。

• 有针对性地开展公众的意识提升活动（例如吸引媒体传播），教育公众提升其对空气污染问

• 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实施空气污染治理的专门政策

题的关注
• 成立由政府与非政府相关方代表组成的技术小组，监督国家和地方层面空气污染相关政策、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减排措施的制定过程

技术步骤

技术步骤

用简化方法评估污染暴露、估算健康风险与/或其他影响、减排措施执行的评估与跟踪系统

• 为减排措施的实施加强相关能力，包括空气污染监测、基础源清单的建立、建议扩散模型、

• 为识别和监测污染热点培养能力（使用简易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监测设备）[参照指导领域1环

• 在重污染天发布预警以减少影响

境空气质量标准与监测]

管理步骤

管理步骤

• 确立一个全面稳定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制定程序：
o 举办提案研讨会评估成本有效性、成本效益、技术可行性以及执行策略。

• 持续提升公众意识来吸引公众关注，以及对控制措施的要求（例如，通过不同的媒体渠道向

o 举办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发布与实施研讨会来展示完成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分析仍然存

公众传递关键信息）

在的问题与初步实施步骤。

• 在负责部门之间增进沟通与协调；通过定期汇报机制加强空气质量管理政策与其他政策的相

o 建立指导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委员会的组建可基于前期公众研讨会。委员会负责为

容性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编制提供指导，审阅技术小组提供的完善建议。总的来说，委员会需要包括

• 确保部门增长与发展规划中包含控制关键排放源的措施
• 确保有充足的政府预算与来自其它方面的潜在资金支持，用以制定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 举行利益相关者会议与公众研讨/听证，形成初步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编制的路线图并确定针
对主要排放源的减排措施
发展中

• 保障充足的政府预算用于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制定与修订；探索外部资金资源

• 开展愿景与目标研讨会、公众传播策略研讨会来确定宣传与意识提升项目

成熟

负责计划实施的关键的政府部门，还包括政府外部的关键相关方代表作为补充，使得委员会更
够更好地代表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述求。
• 制定执行方案。在技术小组的领导下，基于利益相关方（在一个清晰的制度框架下明确界定
其角色和责任、并承诺付出时间与努力）的建议编制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与实施方案。

• 计划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实施空气污染治理的专门政策

• 确保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全面实施，并有与部门发展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包括气候变化减

技术步骤

• 保障持续的资金支持用于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制定并定期审查；探索多种外部资金渠道

缓）目标关联的优先减排行动

• 加强空气质量监测能力，使得监测站点产出的关键污染物数据质量好

• 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全面实施空气污染治理的专门政策

• 提升基于已有方法学和数据识别排放源及排放估算的能力[参照指导领域2 源清单与模型模
拟]
• 考察空气质量监测结果，估算排放量，作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基础
• 提高识别空气污染带来的主要健康风险及/或其它影响的能力[参照指导领域 3 健康及其他影
响]
• 培养能力监测重污染预警系统以减少影响

20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

21

技术步骤

管理步骤

• 确定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实施地区（例如基于地理边界划分）

• 定期编制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提高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将其与社会-经济规划与应对气候变

• 准备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纲要。本文件提供了巨港市（成熟阶段）、德国清洁空气实施计划与

化行动计划联系起来

旧金山市湾区（完善阶段）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编制的步骤以及计划大纲示例（参照信息资料汇

• 确保有清晰的框架来执行与落实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包括相关部门职责、跨部门协调机制，

编附件V-B）。

公众参与以及定期评估

• 分析该地区空气质量现状与排放源情况（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对比标准、源清单、污染物浓度

• 通过明确的机制保障公众参与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过程（例如公众研讨会）

的空间分布、部分污染源解析）[参照指导领域1与指导领域2]

• 确保政府预算对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编制的资金支持，同时寻求更广泛的外部资金来源

• 通过疾病负担分析方法或快速的流行病学/生态学研究来评估当前（或潜在）健康与环境影

• 有清晰的机制来确保政策与策略中很好的体现评估结果

响；用于计划实施的资源配置，预测并评估控制成本以及相应的健康与环境效益。首先提出计

• 定期评估技术可行性与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执行策略

划纲要，然后说明实现设定目标的步骤。
• 为选定的优先控制污染源提供一系列潜在控制措施方案清单，通过公众听证会了解更多建议
成熟

完善阶段

• 使用目标传播策略定期向利益相关方（包括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系统地公布清洁空气行动计
划的实施结果来影响政策

• 评估减排与控制方案的有效性（基于成本效益分析或成本有效性分析、以及潜在影响）。此
外，还有技术可行性（实用性、容易实施的办法、技术可得性以及实施难易度），实施期限（

技术步骤

短期、中期、长期）、资金需求与负责部门。在6.1.4节中会给出示例。一些案例中，还可能加

• 识别出科学的、成本有效的控制措施

上社会可行性（公众接受度、安全性、美学）的考量，以及解决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协

• 开展一系列空气质量管理工作来继续加强能力建设：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编制源清单（基

同效益。

于由下至上方法），扩散模型、源解析、排放达标监测、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潜在减排效果评

• 识别实施障碍与优化执行效果所需要的支持行动，例如政策与法规框架、人力资源、私营部

估、成本有效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结果，健康与环境影响评估

门支持、市场机会与公众意识。表6.2a与6.2b提供了评估障碍与需要采取解决问题的行动的指

• 确保开展空气污染其他影响（例如建筑与农业）的研究，包括社会-经济成本与污染控制效

导。

益分析

• 确定定期跟踪与评估的机制，保证中期有机会修正错误。需要定期回顾与更新计划。需要在

• 开展空气质量预测以支持决策

指导委员会或政府高级决策层设立合适的监督机制，评估计划进展，采取中期纠正措施。
• 出台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将其纳入具体行业、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规划（如包括减缓气候变
化）。一旦批准通过，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就需要通过国家/地方发展规划系统产生约束力。
• 定期发布预警系统与应急预案以减少影响并预测重污染天气；定期回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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