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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指数超200就限行 要来真的吗
济南将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拟规定发布黄色预警时按尾号限行

□记者 赵冉

生活日报11月23日讯 11月
23日，济南市环保局局长高立文就

济南市大气污染问题接受采访时

表示，济南将修订《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拟降低机动车限行门槛，

借鉴北京、天津等城市经验，发布

黄色预警时尾号限行，橙色预警时

单双号限行。

指数不同限行方式不同

“我们和省里的意见逐渐趋于

统一，目前正在对修改《济南市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内容进行研

究，降低限行门槛。”高立文表示。

记者从济南市环保局获悉，根

据环保部安排，省市目前正在对重

污染天气预警方案进行调整。此次

调整或涉及重污染天气分级，由现

有的三级变为四级，增加比黄色预

警更低一级的蓝色预警。记者了解

到，蓝色预警是在预测未来1天出

现重度污染时发布，应急措施主要

是建议性的，并不包含强制措施。

除了新增蓝色预警之外，下一

步修订的应急预案中或降低机动

车限行门槛。记者了解到，按照《济

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只有

当AQI＞500，也就是爆表时，济南

才能启动限行。然而，自2013年济

南发布预案以来，除了APEC会议

期间，这一措施从未真正实施过。

今年3月份北京发布了新修订

的《重污染天气预案》，新预案降低

了预警门槛，当预测空气重污染持

续3天以上时，将启动最高级别红

色预警，强制执行全市范围内机动

车单双号限行（纯电动汽车除外）。

“对于是否限行，我们非常谨

慎。但济南的空气污染要比实施限

行的北京、天津都要差，在气象条

件较差的情况下，是不是考虑对造

成低空污染的机动车实施比较严

格的措施？”高立文表示。

“我们考虑降低限行的门槛，

不用等到AQI到500的时候才限

行，应急时AQI＞200就开始限行

两个号，AQI＞300单双号限行。”

高立文提出建议。

预案发布两年限行1次

2013年1月15日，为应对愈加

严重的雾霾天，济南市政府紧急出

台了应对恶劣天气的八条措施，其

中之一就是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然

而此次限行仅实行了一天半便随

着空气质量的好转而取消。

2013年11月18日，济南市政府

印发《济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根据污染严重程度，重污染天

气预警从轻到重分为黄、橙、红三

级，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500
发布红色预警时将启动Ⅰ级响应，

届时机动车将单双号限行。

记者了解到，预案发布之后，

济南共发布过7次预警。但气质唯

一出现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

500时的持续极重污染天气是在

2014年1月31日。不过，那次爆表原

因是当天正值春节燃放鞭炮导致。

在预案公布后，济南唯一一次

实施单双号限行是在APEC会议

期间。2014年11月7日至12日，济南

在全市范围内启动重污染天气Ⅰ

级应急响应的应急减排措施，并实

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APEC时限行日均减排18吨

根据济南PM2 . 5源解析结

果，机动车尾气污染占本地污染源

的15%，排名第四，位居燃煤、扬

尘、工业生产之后。

“这是2013年的数据，这两年

机动车增多，尾气对PM2 . 5的贡

献率肯定也会发生变化。”高立文

表示。

记者了解到，APEC会议期间

济南限行只是针对党政机关车辆

和社会车辆，公交车、出租车和特

殊车辆都不受限制，自驾出行减少

35%左右。济南机动车每年排放的

氮氧化物约有27000吨，限行区内

排放量约占全市的7成，限行后氮

氧化物日均可减排18吨左右。

和济南相比，APEC限行对北

京气质改善的效果或许会更大。机

动车是北京市PM2 . 5本地污染排

放最大来源，占总量的31 . 1%。通

过全市单双号限行、渣土车与黄标

车禁行等措施，至少200多万车辆

停驶，氮氧化物减排44%，颗粒物

减 排 5 8 %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减 排

4 9%。限行还有一个额外效果，

APEC会议期间车速从22公里/小
时上升至35-50公里/小时，平均

提速50%。

尾气排放有问题的车辆，今

后上路随时有可能会被抽检。如

果没有取得环保标志，或者行驶

中排放黑烟，今后会面临罚款

200元的处罚。

23日上午9点40分，工业南

路与奥体西路路口，一辆济南牌

照的重型起重工程车被历下交

警拦下。经过初步检查，该车属

于绿标车，前挡风玻璃处张贴了

环保标志，手续齐全。

经检测，这辆工程车是柴油

车，依照规定，该车不透光度系

数必须低于3 . 0，否则就是超标

车辆，将面临处罚。经检测，该车

检测结果是0 . 5，符合要求。

随后，另外一辆大型工程柴

油车也接受了检测，同样符合绿

标排放要求。不过，在上午的街

头抽检中，先后有7辆大型车辆

被查处，这些车辆排放标准均达

到标准，也都有绿色环保标志，

不过都没有按照规定张贴环保

标志，而且违反禁令标志闯禁区

上路行驶。

历下交警大队交通科科长

李志超表示，为治理大气污染，

从本周开始，交警部门将抽调专

门力量，会同环保部门在市区不

同的点位，对车辆的尾气排放情

况进行抽检。抽检的车辆主要为

物流重型、大型货车，以及长途

客车、班车，还有渣土车。

交警联合环保查处的交通

违法行为，主要包括三类：第一

类是黄标车违反规定上路行驶，

目前市区绕城高速以内，黄标车

一律禁止上路，12月1日之后全

济南禁止上路，违者罚款200元、

扣3分；第二类是机动车未到检

测线接受尾气检测，没有取得环

保标志上道路行驶的行为，违者

罚款200元；第三类是机动车排

放黑烟等肉眼可视的黑色颗粒

物的，处罚标准是罚款200元。

记者 吴永功

街头抽检尾气 七辆大车被罚
交警环保联手治污，主要查3类行为

雾霾笼罩下的济南。 记者 周青先 摄

阴天时污染物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就是为啥最近接连阴雨天气质还是不好

□记者 赵冉

进入十一月份以来，济南

已经经历了多场重污染天气

过程，并启动了一次重污染天

气 应 急 。然 而 不 少 市 民 有 疑

问 ，这 个 月 不 是 阴 天 就 是 下

雨，按道理扬尘污染已经被遏

制住了，为啥动不动就重污染

呢？

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副

站长张怀成告诉记者，其实阴

天情况下污染物的扩散更难，

这个时候气压较低，天气平稳，

没有风，空气中的污染物“上天

无路、入地无门”。

“我们之前进行过测算，风

力达到4级以上时才能对降低

污染产生比较好的效果，小雨

对污染物的冲刷效果其实不

大。”张怀成表示，“大的降温过

程中，空气上下对流，低空的污

染物被带至高空，所以一般降

温时空气都会转好。”

“当时那种阴雨大雾的条

件下总的环境容量变小了，虽

然之前扬尘起不来，但其他排

放依然存在，所以也会造成重

污染。”济南市环保局一负责人

表示，由于PM10浓度下降，最

近几天PM2 . 5取代PM10成了

济南的首要污染物，一些地方

PM2 . 5浓度甚至达到了PM10
浓度的两倍。

济南环保局长：我现在压力山大
“你们肯定也会刷手机看空

气质量，但你们的留心程度肯定

比不上我。”在媒体座谈会上高立

文谈起这几天的状态，“我现在是

压力山大，没办法！”

前天，高立文去山东大厦组织

会议，8点看到手机里显示首要污

染物是PM2 . 5，指数280，就是下不

来。那时候北京的PM2 . 5已经到了

100左右。周六晚上会场的工作结

束，离开会场都快10点，他又看了

下，200左右。回到家12点多又看了

一下，180，“非常反感，但也无可奈

何。”到了第二天，睁眼一看PM2 . 5
竟然成35了，“这是来风了。”

“我们自己和自己比虽然是

进步的，但是和其他城市特别是

河北比起来，进步的幅度还是

小。”高立文表示。今年1-10月份，

山东全省PM2 . 5同比下降11 . 5%，

京津冀下降幅度均超过20%，明显

高于山东。特别是河北省，2013年
PM2 . 5年均浓度是109微克/立方

米，与山东相差11微克/立方米，

但今年前三季度河北的平均浓度

下降到70微克/立方米，与山东只

差3微克/立方米。

“按照这个态势，预计今年年

底，河北的环境空气质量将会赶

超我省。”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

在省会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会议上表示。

为保证空气质量
济南限行过三次

为了保障空气质量，济南施

行机动车限行政策并非新鲜事。

2009年全运会期间：为了疏

堵保畅、保证空气质量，作为第

十一届全运会主赛场所在地，济

南于2009年全运会举办期间，首

次实施单双号限行。限行时间为

2009年10月13日至10月28日每

天7点至19点。对于违反限行规

则的车辆，全运会期间仍然以劝

阻为主。

2013年严重雾霾时：2013年

1月15日，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

雾霾恶劣天气，济南市政府紧急

出台应对恶劣天气的八条措施，

其中一条措施便是机动车单双

号限行。这次限行时间仓促，从1

月16日开始，至17日14点结束，

持续时间只有短短一天半。此次

限行效果并不好，记者曾经街头

蹲点，发现违反限行规定的车辆

很多，车流量并没有明显减少。

按照此次限行规定，交警对违反

单双号限行规定的，以劝告、教

育为主，不予处罚。

2014年APEC期间：2013年

2月5日，济南市政府印发《济南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方案》，当空

气质量指数(AQI)达到500时的

持续极重污染天气，将强制实

行车辆单双号行驶。2013年11

月18日，济南市政府印发《济南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根据

污染严重程度，发布红色预警

时将启动Ⅰ级响应，届时机动

车将单双号限行。为保障APEC

期间空气质量，2014年11月7日

至11月12日，每天7点至21点，

济南实施单、双号限行。此次是

济南第三次实行单双号限行，

交警明确规定，违反规定上路

罚款200元、不扣分。执法方式

以电子抓拍和路面执法相结合

的方式，此次政策效果十分明

显，路面交通流量减半。

记者 吴永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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