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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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
vi

vii
ix

空气质量治理决定了我们的天空是什么颜色。
第七章
指导领域6：治理
7.1 介绍
环境治理包含了法规、实践、政策与机构，定义了利益相
关方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界定影响环境的各不同相关方的
角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9）。空气质量治理
决定了我们的天空是什么颜色。但是一谈到治理，可能会
比较宽泛，通常与决策者的空气质量管理（AQM）日常
工作并不那么密切。比较难的是，有让宏观决策者与基层
工作人员都共同理解的语言去说清楚城市该采取何种治理
方式。本章就是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本章首先呈现空气质量管理专门的或涉及到的规制手段；
然后探讨这些手段如何纳入不同治理安排中。亚洲不同
城市面临不同的情况，没有一种方法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的。因此，在不同国家和城市要应用不同的措施和安排。
本指导领域给出核心的治理原则，帮助指出各种情况下可
行的政策手段与治理安排。本章还提供不同空气质量治理
阶段的发展路线图，使得决策者能够不断进步达到完善水
平，从而解决多种多样的问题并管理不同层次的利益相关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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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目标

7.1.2 政策手段

命令与控制（CAC）措施是大部分国家空气污染规制的

自愿性措施鼓励但是不规定应当采取哪些控制，针对如果

基础。命令与控制措施规定了“单个污染源或企业能够排

不采取措施的情况，通常还有强制性的减排要求作为后

旨在提供优秀治理方法，促进有效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支

在管理城市空气质量方面，有很多不同的政策、措施与手

放的污染物量，和/或必须安装什么类型的治理设施来满

备。自愿性措施可以使用政府引导鼓励公司来识别对他们

持信息分享与问责机制，在空气质量管理的方方面面加强

段可供政策制定者采用。表7.1汇总了不同类型的政策措

足排放要求”（美国环保局[USEPA]，2014；Blackman和

来说费用有效的污染控制措施（USEPA，2014)。日本的

相关方参与。

施。

Harrington，2000）。为了达到命令控制措施的要求，需

污染控制协议就是一种自愿性措施。自愿协议（或污染控

要进行许可、监测、检查与监管；如果排放设施或源不能

制协议）是本地政府与各个公司专门签订的协议，确保他

够达到标准时，常常会处以罚款或其它形式的行政处罚。

们能够环境达标。日本横滨市就在如何与当地的电力发展

但是，很难为不同的源去定制适用的命令控制手段，这样

公司（EPDC）签订污染控制协议从而确保公司环境达标

的成本效益创新机会也更少（USEPA，2014）。

并同时提升企业公众形象上建立起一个良好示范（专栏7.2

表 7.1. 环境规制的种类
类别

描述

例子

命令与控制

发放许可、设置标准、确认达标、超标处罚

空气污染控制规定

经济手段或市场手段（MBIs）可以直接通过排污费、税、

政府监测

环保补贴等价格手段，或者间接通过排污权交易机制解决

排放标准

这个难题（Blackman和Harrington，2000）。价格手段

落实监管政策

会直接鼓励排污者识别更为成本有效的解决方案或者从其

经济手段

）。

他减排成本低的排污者那里购买排污权。拥堵费或道路收

使用价格、补贴、税收、收费手段改变组织

累计排放收费

和公众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可交易的排放许可
差别税率
体现真实成本的资源定价

联合监管与自愿行动

在规定界限内与利益相关者商洽制定与实施

国家污染排放清单登记制度

费、排污税费、燃油税、车辆税等是交通领域的经济手段
的例子（Timilsina和Dulal，2008）。专栏7.1总结了新加
坡用经济手段解决机动车增长问题的经验。新加坡通过经
济手段控制机动车增长的成功，得益于利益相关方参与、
信息透明、基础设施与技术等多重因素。

规定、法规与导则

自主规范

自愿采取环境管理措施

环境管理系统

自实施规定与导则，行业组织开展环境审计

行业操作指南

专栏 7.1 新加坡交通控制的成功案例

行业组织自主审计
减排目标

自1975年，新加坡政府就引入了一系列传统的、实验性的措施来减缓机动车数量及使用的增长。包括分区发牌制
度、整体价格限制、新车购买配额制度、周末计划、以及电子道路收费系统（ERP）。因为与城市规划相结合，新加
坡政府制定的不同的政策在缓解拥堵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方法都取得了极大成功。

来源：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 (SEI)， 2008.

其他国家能够从新加坡借鉴的经验包括：
•

该指导领域旨在提供优秀治理方法，促进有效的政策制定与执
行，支持信息分享与问责机制，在空气质量管理的方方面面加强
相关方参与。

基于公众和其它利益相关方的反馈定期调整政策，尽可能使得政策制定过程透明化。新加坡也从自身实践汲取经
验：每三个月检查一次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收费情况，同时根据道路和经济情况来调整收费结构和时间。

•

投资基础设施。增加需求侧管理，建设更多的道路设施，进行好的道路维护，调整交通信号灯系统，建设快轨与
大众捷运（轻轨）。从机动车征收大量税费带来了庞大的财政收入，不仅应用于需求与供给侧管理，还应用于刺
激性税收。

•

技术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电子道路收费系统需要依靠精细化技术使得在一天中的分时段收费能够反映交
通状况。早在1986年，新加坡就在中央商业区（CBD）安装了电子交通控制系统。后来，被更为先进的自动交
通信号系统——“优化交通信号系统”所替代，该系统能够通过交通自适应信号控制系统中央监控并调整交通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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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地方政府通常会结合各种规制手段，尤其是针对多
专栏7.2 横滨市污染控制协议

种不同的污染源。依据本地的情况以及更广泛的治理安排
来选取不同措施组合。表7.2列出了选取合适的政策手段时

横滨市提供了自愿协议的成功示例。在上世纪60年代，横滨市因粗放工业化造成了空气质量与水质都严重恶化。而
1964年，电力发展公司（EPDC）希望在横滨建一座新的燃煤电厂。当时考虑到国家法律还不足以控制电厂可能产生
的空气污染问题，当地政府与该公司签订了“污染控制协议”，要求公司承诺“采取措施以达到比法律要求更严格的
目标水平”。

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在许多情况下，许多或单个政策措施的效果会在空气质量
改善中呈现。2011年，欧盟环境署（EEA）评估了欧盟
要污染源（道路交通与工业燃烧）排放控制措施，例如欧

• 排放二氧化硫浓度 （SO2）低于500 ppm。

盟道路机动车排放标准与大型燃烧装置的综合污染防控指

• 烟尘排放量小于0.6g/Nm 。
3

不同治理安排也会影响到规制手段的选择与组合。在典型
的由上至下的空气治理模式中，国家政府制定空气污染控
制措施与法规时与地方政府或污染行业的互动不多。强调

（EU）近几十年来实施的部分政策措施的效果，包括主

协议包括的一些目标如下：

7.1.3 治理安排

• 电力发展公司应该定期检测烟度、噪音水平、废水、水质等等。

令。评估显示，相比无政策情景，污染排放得到了大幅度

因为电力发展公司需要当地政府批准才能建设火电厂，因此签订了该协议。而且，这个过程中也通过公开不同污染物

国家都有了潜在的改进空间（EEA，2011）。

由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就是服从于政府制定的法规。由上至
下治理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快速采取行动，特别是政治意愿
非常强的时候，例如中国在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后就立即
采取行动（专栏7.3）。但是单纯的由上至下模式也有缺
点，法规与措施对不同情况的适用性会比较有限，对政府
资源、人力也有较高要求，学习机会更少。

控制，并且在所有欧洲国家实施这项政策措施后，更多的

的监测结果让市民参与。
使用自愿协议有一些独特的优势。首先，政府能够与重要部门通过协议实施比国家现行标准更为严格的规定。其次，
这些协议不同于国家法规，更能够针对不同城市面临的环境问题特征。第三，政府不会简单假定所有行业都具备相同
的减排能力。通过持续商讨，企业与当地政府能够达成一个更为可行的特定方案。最后，公司还能提升社会形象，因
为市民能够看到这些公司的环保意识。
来源： Tsunoda， Inui & Takeuchi， 2002；OECD， 2003； Matsuno，（时间不详）

专栏7.3 应对公众关切问题，中国向空气污染污染宣战
2011年末席卷北京的重度空气污染引发了媒体对空气质量问题的广泛关注与公众热议。新社交媒体、公众人物以及
在网上发布污染水平的行动（包括驻美国驻京大使馆）进一步增加了关注度。人们开始知道长期暴露于细颗粒污染特
别是PM2.5的健康风险，但那时还未有相应的标准与监测。这种关注使得全社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既有由上至下也

有由下至上的治理方法。
表 7.2. 在实施空气污染防治策略时要考虑的因素
因素

需要考虑

技术

效果

一开始的行动主要是由上至下推动。2012年2月，中国国家政府出台了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空气质量指
数(AQI)技术指南》，新增了PM2.5、 臭氧 （O3）与一氧化碳 （CO）的标准与监测要求。标准在2016年生效，但是

2012年就开始逐步进行监测工作。国家政府还设置了全国监测网络建设的时间节点。2014年底，已经有190多个城
市建成了监测网络并且按照国家政府要求向公众发布实时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在本地的可持续性
管理

在特定法律与管理框架下的可行性

经济

成本与效益

社会

成本与效益分配公平性

在这些变革发生后，由下至上的推动力带来了PM2.5治理的更大努力。2013年初，中国因北京发生了比2011年浓度更

高、范围更广的污染而再次登上头条。此时，公众开始可以获得PM2.5实时数据，智能手机用户普遍都下载使用AQI

应用软件。当地政府快速回应，告知公众如何进行防护、减少污染排放，但是公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压力从未如此
之强。为了迫切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国务院在2013年9月12日发布了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
）。

合规文化
政治

来源： Clean Air Asia，2013

公共支持
利益相关者压力
来源： SEI，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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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随着不断发展以及结合了更多的空气
污染控制手段，城市会从偏向由上至下的治理模式转向
多利益相关方和多层级的方法。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注
意，几乎没有任何方法是独立存在的。
由上至下的模式主要通过压力推动落实，而由下至上的治

多利益相关方和多层级的方法可以引起对跨部门和行政边

理模式则强调合作。由下至上的治理安排常鼓励不同的利

界问题的关注。这种方法试图对准不同层次决策的不同角

益相关方，特别是地方政府通力合作，促成创新的解决方

色进行调整，除了针对国家和地方，还包括区域和全球层

案、借鉴本地知识来提升表现（Matland，1995）。在一

面。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甚至涉及到在不同地方及层级

些例子中主要发挥推动作用的是地方政府，例如东京柴油

识别和分享“优秀实践”。这些经验能够通过一些灵活的

污染控制案例。自1999年，东京市长成功的通过一些传播

非政府网络，例如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国际环境自治体协

策略提升了柴油排放控制的相关公众意识。在一些公众宣

会（ICLEI）在城市和国家之间分享传播。重要的是需要强

传活动之后，东京都政府制定了创新法规，禁止重污染柴

调，多利益相关方的治理方法不必要在不同层级的政府涉

油机动车在市区行驶，这是在日本前所未有的举措。但这

及更小的角色：相反，政府经常需要“引导”利益相关者

推动了柴油污染控制的进程，日本其它地区也渐渐开始效

的不同群体共同寻求务实的解决方案，并将之在合适背景

仿东京的做法（专栏7.4）。但是，由下至上的方案并不总

下推广。

专栏 7.5.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

是考虑在不同决策层面去推广的潜力，面临跨部门、跨行
政区域的污染问题，也会遇到困难。

2013年9月12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为中国设定了20132017年空气污染综合控制路线图，针对的三个重点区域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行动计划提出，到2017年，三
个重点区域的PM2.5年均浓度分别要降低25%，20%和15%，其中北京的PM2.5年均浓度需要控制到60 μg/m3。

专栏 7.4 日本柴油机动车减排
更为有趣的是，日本的柴油控制方案是由地方政府发起而非国家政府。1999年，国家政府还未引入更为严格的柴油
机动车法规的时候，东京都政府（TMG）就发起了“清洁柴油机动车运动”。一年后，东京都环境安全条例中纳入
了柴油机动车控制核心法规。该法规要求在用的不能达到PM排放标准的柴油车都必须改装排放控制系统；否则就不
能在东京使用。此外，还出台一系列其他措施，包括停车熄火；禁止使用产生大量颗粒物（PM）的燃油；部署机动
车污染监管机构查明违规车辆。重要的是，在大东京地区的其他都道府县（例如，大阪府和兵库县）也采取了类似的
强制执行措施，引领了全国其他地区的柴油改革。
来源： Rutherford 和 Ortolano， 2008；DieselNet，2012

在某种程度上，随着不断发展以及结合了更多的空气污染

定制”。国家与城市会受到不同层面情况的影响，从而决

控制手段，城市会从偏向由上至下的治理模式转向多利益

定用哪些措施、做什么安排（亚洲开发银行 [ADB] 和亚洲

相关方和多层级的方法。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注意，几乎

清洁空气中心， 2006）。空气污染治理模式还会受到已有

没有任何方法是独立存在的。例如，在中国发生空气重污

制度背景的强烈影响，例如中国会比菲律宾更倾向于由上

染后，来自一般公众的压力很大，地方政府也积极主动采

至下的模式。它还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总是完全连续的

取了措施。中国的国务院集中控制三大重点区域——京津

或线性的过程：大部分的自上而下方法的组成要素可能更

冀、长三角、珠三角——进而也有多层次、多利益相关方

会用于多利益相关方的治理模式。不过，也有环境治理的

的治理方法（见专栏7.5）。

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核心原则，这应该有助于解决空气
污染难题（详见表7.3）。

治理方法类别与规制方针需要根据城市的特定需求“量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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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表 7.3 环境治理系统的核心原则

法规框架

描述

有效的法规

环境法规需要清晰、公平、可实施、可监管。

人力与资金资源
能力与协调

培训与学习
部门协调

参与和问责机制

由上至下

核心原则

管理部门需要有充足的人力与资金资源来设计与执行法规与政策
规定的行动。

治理安排

管理部门需要具备实施法规与政策规定行动的知识与工具。

命令控制

空气质量管理的职权与角色界定应当清晰，协调、设计制定出高

政策手段

效且不重复的方案。

相关方参与

应当给利益相关方提供环境决策中的参与机会。

问责

做出环境行为决策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都需要负责。

信息公开/发布

应当收集、评估并向公众发布环境信息。

争端解决

利益相关者应该有机会得到合理、负责的争端解决。

市场手段

核心原则
有效法规

法规框架
解决纠纷的规则机制可以帮助解决执法不公的索赔问题，

调、参与和问责。

并加强政策与实施部门的公信力。

法规框架包括通过一般法律授权来推动实施的系统。法规

如图7.1所示，不同的核心原则之间可以互为支撑。图7.1

框架为问责、审查、机构设置、协调机制等提供了基础。

提供了一些例子，解释核心原则如何帮助和推动本章前面

多层级，
多利益相关方

由下至上

来源： 引自 USEPA， 2011

核心原则可以大概分为3大方面：法规框架、能力与协

自愿措施

部门协调

资源

相关方参与

问责

参与与问责

能力与协调

信息公开

培训与学习

争端解决

图 7.1 环境治理框架

所述不同政策手段和治理安排的发展。有了手段与安排，
能力与协调指的是具备充分的资金与人力资源，清晰界定

这些原则在不同城市与国家的应用会根据已有制度背景的

政府各部门、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职责，这能够加强效果，

差异而不同。

最小化可能因职权重叠而产生的矛盾或不作为。能力与协
调可以进一步通过设计好的培训方案来加强，使得相关方
具备知识与工具来执行法规与政策。最终的结果将是，法
律得到有效落实，并如预期般解决问题。

7.2 空气质量治理发展阶段

在参与和问责方面，利益相关方通过适合的渠道参与，能

治理对空气质量改善非常关键。表7.4提供了帮助城市识别

够完善设计过程与加强政策实施。这不仅仅在政策设计方

空气质量管理中处于哪个治理阶段的指标。需要考虑的关

面有所助益，并且还能督促负责政策实施的有关部门为他

键要素包括：

们的作为负责。过程中透明度与相关方参与度越高，越能

•

使得空气污染控制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接受度更好。阐明

8

清晰、可执行、可监管的环境政策与措施，以及政策

•

空气质量管理相关的政府部门与单位有清晰的机构授
权、有效的机构安排；

•

有意义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包括环境信息的获取；

•

可通过审查与评估达标与落实情况进行问责。

执行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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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问题与挑战

进展的评估能力。一些亚洲国家与城市没有能力确定

亚洲国家与城市的空气质量治理发展和提升面临了许多制

同样，极少进行回顾阻碍了管理者确认是否对重点排

度、管理、资金方面的挑战。

放源采取了减排行为。

空气质量管理行动是否实现了空气质量水平的改善。

因为传播方面的差距，空气质量相关行动缺乏政治力

•

制度

量与公共支持。愿景、政治意愿与公共支持的缺失会
破坏设计好的规制措施。有效地传播空气污染的严重

空气质量相关的不同的部门与利益相关方职权和角色

•

健康影响以及经济价值，是获得空气质量管理政治力

不清晰和/或交叉重叠。空气污染是一个复杂的环境问

量支持的一种有效方法（SEI，2008）。[参照指导领

题，它不仅受到环保部门的重视，也涉及到国家与地

域 3 健康及其他影响与指导领域4 空气质量传播]

方上的能源、交通、工业、规划、卫生、气象等多个
表7.4.空气质量治理的发展阶段
阶段
不完善

指标

逐渐形成

在不同的部门与机构之间缺少明确的协调与沟通机

•

制。缺少设计好的协调与沟通机制会引发部门之间的
2008）。因为空气污染问题跨越地理边界，所以这些

严重依赖于外部机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机制缺失。
足。清洁空气措施实施的政治支持力度不够。对于政策和措施执行的水平理解有限，主要采取命

问题特别突出。
需要加强机构能力: 在极端情况下，国家与城市可能缺

•

令控制法规与由上至下的治理模式。利益相关方参与基础不牢靠。

乏了解城市空气质量的人力资源，政府议事日程上都

国家与地方层面确定了清晰的空气质量管理职权。清洁空气措施实施的政治支持力度有所加强。

经提上了政府管理日程；但是，相关部门与单位并不

没有空气问题。在其他国家与城市，空气污染问题已

有评价特定部门政策合规与落实的策略。中央与地方政府均有资金支持。有空气质量管理能力培

充分具备系统的空气质量管理知识、技术技巧以及实

养的机会。不同形式的规制、治理相关知识逐渐累积。有通过信息公开促进不同利益相关方参与

施的关键要素。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缺乏

的机制。

监管以及合规监测的能力（World Bank， 2007）。

国家不同部委与地方层面均确定了清晰的空气质量管理职权，以及邻近城市之间有协调机制。清

验教训。

完善

•

在许多发展中的亚洲地区，用于环境保护的公共财政
仅仅占GDP的一小部分；更不用说空气污染治理。

7.4 提升空气质量治理的路线图
表7.5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提供了提升至完善的空
气质量治理应采取的步骤——如果合适，也可用于省或国
家。附件VI提供了实施以下步骤建议的详细补充信息。

策者、管理者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确定其应对空气污

力和资金来源。国家与地方层面都有空气质量管理能力培养的机会。国家和地方层面都有促进不
同利益相关方参与支持清洁空气政策实施的机制。试点一些新的规制方法，总结更多和更广的经

（如公私合作模式）获取的资源都比较有限。

极少有系统性的、基于需求的能力建设机制，帮助决

•

洁空气措施实施的政治与公众支持力度足够。有评价各部门政策合规与落实的策略。有充足的人
成熟

资金与人力资源不足可能会阻碍有关部门实施政策法
规。缺乏资源往往意味着公共资源以及通过创新途径

冲突，阻碍政策法规的制定、弱化执行效果（SEI，

空气质量管理授权不清晰，缺乏政治支持。人力与资金资源不充分。没有固定的能力培养活动，
空气质量管理职权交叉重叠。不同的部门/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空气质量管理上互相之间协调不

发展中

资金

•

部门。

染的能力水平并弥补潜在差距。
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机会极少。缺乏让不同的利益相关

•

方参与空气质量管理的机制，可能会有几方面的问

国家不同部委与地方层面均确定了清晰的空气质量管理职权，以及邻近城市之间有明确的协调机

题。首先，排放污染或被污染影响的群体缺少机会来

制。清洁空气措施实施的政治与公众支持力度很强。有系统对各部门政策合规与落实的情况进行

参与确定可行的解决方案。准许民间团体向法院提交

评价并对政策制定过程提出反馈。有充足的资金与人力资源。有筹措资金的创新策略。有持续的

相应的民事、刑事或者行政诉讼文件，能够督促排污

能力建设系统。综合了不同的规制方法，将不同利益相关方参与空气质量管理制度化。

企业达标排放。其次，利益相关者参与可以填补存在
的能力差距。利益相关者的知识与资源可以补充管理
部门工作的缺失；需要在空气质量改善的共同责任和
信念下，最大化合作机会。
管理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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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 提升空气质量治理的路线图
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

管理步骤

应采取的步骤

机构协调、能力与培训

管理步骤

• 在专业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已有内部培训计划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机构协调、能力与培训

• 清晰界定相关政府部门与非政府利益相关方（例如民间社团、学术研究机构、媒体、私营部门等等）

• 界定空气质量管理关键的角色与职责

的角色和职责，满足空气质量管理职能的能力需求

• 梳理利益相关者，确认是否有机构胜任空气质量管理的角色和职责

• 持续安排政府预算，通过城市财税政策筹措额外的资金，也可引入外资

• 基于上述摸底工作，授权于一个已有或新成立的领导机构/部门来进行空气质量管理工作

• 制定面向其他城市与中央政府部门建立交流、数据分享与发布机制

• 对空气质量管理的整体预算需求进行评估，为关键的部分提供政府资金支持
不完善

利益相关者参与和问责

利益相关者参与和问责
• 让知名人士/本地社团参与宣传工作，动员公众、媒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支持空气质量管理机构的工作

逐渐形成

• 设计公众宣教与意识提升活动（让本地优秀团体参与），让空气质量问题众所周知[参照指导领域4 空
气质量传播]

愿
污染防治；(ii)评估与减少风险；(iii) 科研与技术；(iv) 法规教育；(v) 立法；以及 (vi) 监管。
技术步骤

• 从国际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双边合作机构寻求技术支持，建立空气质量管理机构，筹措资金，加
强利益相关者沟通

• 通过清楚和强制性的语言表达来设计空气质量管理政策与措施，识别和应用恰当的监管工具，或将命
令控制手段与市场手段相结合[参照指导领域5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 寻求可与自身配对的城市，学习其空气质量管理机构建设经验，分配预算，并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交流

• 通过以下手段制定信息收集与政策合规性评估机制：(i) 检查；(ii) 自监测、记录与报告； (iii) 市民监

管理步骤

督与举报；以及 (iv) 区域监控

机构协调、能力与培训

管理步骤

• 评估能力需求并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招聘更多需要的工作人员

机构协调、能力与培训

• 积极与指明任务和本地社会团队在公众宣传和意识提升方面合作，并共享关键的空气质量信息

• 或基于重新评估的需求，加强能力建设活动

• 基于机构部门分工，负责部门要设计传播、数据分享与报告的机制

• 加强与扩宽传播渠道，建立机制为其他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提供数据分享与发布

• 明确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如交通部门）以及与国家环保部门/大气处之间的关系

• 与邻近城市开展区域空气质量管理的初步合作，或将从信息分享与数据共享开始

• 确定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加强与上述部门之间的合作

• 持续安排政府预算，通过城市财税政策筹措额外的资金，也可引入外资

• 持续拨付政府资金，通过城市财税政策筹措额外的资金

• 开发创新融资机制，包括与私营部门合作

利益相关者参与和问责
• 运用宣传和意识提升活动促进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减少空气污染的活动（如无车日）
•

•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即分享空气质量数据），通过信息发布增进透明度、获取支持力量与加强政治意
• 建立利益相关方参与和咨询机制，收集一些关键空气质量管理职能相关的外部建议与意见，包括：(i)

技术步骤

发展中

应采取的步骤

在负责部门内，空气质量管理的关键职能部门的组织结构和人员分工要清晰，可能包括：(i) 污染防

利益相关者参与和问责
成熟

• 加强与拓宽公众信息传播机制（如分享空气污染、健康影响、气候变化与其他协同效益的数据信息）

治；(ii)评估与减少风险；(iii) 科研与技术； (iv) 法规教育； (v) 立法；以及 (vi) 监管。

• 加强与拓宽利益相关者参与与咨询机制，为空气质量管理提供相应的外部建议

技术步骤

技术步骤

1

• 识别和应用恰当的规制工具，结合命令控制手段与市场手段及其他（如自愿机制）[参照指导领域5清

• 设计有效的监察方案：

洁空气行动计划]

° 对排放源提出可实施的要求。

• 通过以下手段加强与拓宽信息收集渠道与合规评估机制：(i) 检查；(ii) 自监测、记录与报告； (iii) 市

° 确定哪些污染源应服从哪些监管要求和规定。

民监督与举报；以及 (iv) 区域监控

° 促进达标、以及合规性监督。

• 基于达标监测收集的信息来回顾与评估本地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效果

° 应对违规行为。
° 明确角色和责任。
• 评估方案的成果以及负责人员的绩效。
1

12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策略.指南. https://www.elaw.org/system/files/handb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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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发展阶段

应采取的步骤
管理步骤
机构协调、能力与培训
• 有需要的话，基于重新评估的培训需求继续开展能力建设
• 与能够帮助提升其他城市能力的机构建立、加强合作
• 与近邻城市开展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合作，或可制定统一标准、开展联合监测、制定管理措施、开展能
力建设
• 持续安排政府预算，通过城市财税政策筹措额外的资金，也可引入外资
• 开发创新融资机制，包括与私营部门合作
利益相关者参与和问责
• 加强与拓宽公众信息传播机制（如分享空气污染数据、健康影响、气候变化及其它协同效益）

完善

• 加强与拓宽利益相关者参与与咨询机制，为空气质量管理提供相应的外部建议
• 通过以上机制来获取持续的政治与公众支持，从而提升透明度，加强问责制，改善传播策略[参照指
导领域4 空气质量传播]
技术步骤
• 识别和应用恰当的规制工具，结合命令控制手段与市场手段及其他（如自愿机制）[参照指导领域5清
洁空气行动计划]
• 通过以下手段加强与拓宽信息收集渠道与合规评估机制：(i)检查；(ii)自监测、记录与报告；(iii)市民
监督与举报；以及(iv)区域监控
• 基于达标监测收集的信息、以及其他指标来回顾与评估本地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效果，如达标率、间
接达标监测、执法次数、处置罚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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