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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天晴时， 才有可能看到蓝天
白云。”长沙市民蒋芳安感慨。而在几十年
前，这样的蓝天白云几乎每天都有。

为重现蓝天白云的美景，近年来长沙
大力实施“清霾、碧水、静音”三大行动，今
年的空气质量相比去年有明显改善。12月
5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随长沙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突击检查市内加油站、建筑工地、
尾气检测站、工业企业等，各企业和单位
都在想方设法有效防治大气污染。

【尾气检测】
今年已淘汰2.8万辆黄标车

目前长沙市机动车保有量为172.7万
辆，预计到明年将突破200万辆。据测算，
长沙市大气环境中的氮氧化物约有50%
来自机动车排气，PM2.5源解析结果显示，
机动车排气污染已成为最主要的大气污
染源之一。

而要想实现机动车尾气减排，就必须
加快黄标车的淘汰。

12月5日，在城西尾气检测站，长沙市
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控中心主任刘劲介绍，
该站一个月大约检测4000多台车。全市现
有黄标车73595辆，今年1月-11月，共淘
汰黄标车和老旧车28240辆。

“全市已形成19个检测站点、63条检
测线的检测规模。 对于检测不合格的车
辆，要求维修直至检测合格为止。如经过3
次检测还不合格， 将对车辆进行强制淘
汰。”刘劲说。

本月底，长沙市政府将发布黄标车限
行公告，明年初实行限行措施，建立激励
与约束并举的黄标车淘汰机制。

【油气改造】
城区109座加油站完成改造

在河西金星加油站，中石化湖南石油
分公司工程师熊礼义打开一台加油机，向
大家展示加油机里的“秘密”。

加油机里多了一台小型泵，油枪手柄
处也多了2个小孔。 熊礼义拿着油枪一边
给车辆加油，一边解释，“用油枪加油的过
程中，通常会有很多油气挥发出来，所以
加油站里总有很重的汽油味。” 他指着油
枪上的小孔说，“现在挥发的油气都经由
这个小孔收集起来，通过吸收、吸附或冷
凝等工艺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可减少油
气的污染， 也可使油气从气态转变为液
态，重新变为汽油，达到回收利用的目的。
这就是我们正在推广的油气回收。”

熊礼义说，油气转为汽油后，汽油的
质量并不会变差，市民可放心使用。记者
闻了闻，加油站里的汽油味也确实比以前
好了很多。

“加油站、油库油气回收治理，可减少
废气排放并节约汽油用量， 减少环境污
染， 还能减少空气中苯等有害物质的散
发。” 长沙市环保局污染防治处处长陈子
珍介绍， 目前城区109座加油站、1座油库
和169台油罐车已完成油气回收改造，以
后将继续推进。

12月1日，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调研长沙环保工作，明确指出“在环
境治理上必须下更大决心，以更硬的举措来实施史上最严的环保行动”。即日起，
本报推出“大爱保护环境，铁腕治理污染”系列报道，让长沙市民了解，经相关部门
合力防治，我们的城市正如何一步步变得更美好。

长沙铁腕治污：重点污染源和企业信息全公开，明年起黄标车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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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地】
严格渣土车清洗制度

在保利西海岸建筑工
地，共有8栋房子在建，其中6
栋已完成主体工程的结构封
顶，还有2栋在进行主体工程
施工，现场施工虽热火朝天，
但并没有出现大面积扬尘的
情景。

中建五局保利西海岸项
目部生产经理张大力介绍，
在施工现场及办公生活区周
边，工地都设置了2米以上的
围挡。“施工建筑物外围采用
了密目式安全网全封闭，阻
挡灰尘影响建筑物周围的社
区环境。 还安排专人负责路
面降尘， 每天对路面进行清
扫洒水降尘，平均每2小时降
尘一次。”

记者看到， 每辆渣土车
出工地时， 都在出入口进行
车辆清洗。“有专人负责检查
车辆清洁度， 清洗后要达标
才能放行。”张大力说，平均
每天有40辆-50辆渣土车出
入， 必须让它们干净地踏上
城区道路。

据悉，长沙已制定《长沙
市绿色施工导则》和《长沙市
工程建设文明施工实施意
见》， 严格控制建筑施工扬
尘，并强化渣土运输管理，引
进并推广环保渣土运输车
辆， 从车辆装备源头上解决
堆装超载、车体积土积泥、不
密闭等污染问题。

■记者 彭可心

据长沙市环保局数据
显示，截至11月30日，按新
标准评价， 今年长沙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210天，优
良率62.9%， 去年同期为
194 天 ， 优 良 率 58.3% ；

PM10、PM2.5的年平均浓
度分别由去年的93、78微
克/立方米下降到83、74微
克/立方米。“整体来说相
较去年有好转。”长沙市环
保局副局长邓民生说。

今年3月， 长沙市政
府制定并印发了《长沙市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 涉及燃煤小
锅炉整治、挥发性有机物
污染治理、 黄标车淘汰、
落后产能淘汰、绿化生态
建设等9大类大气污染防
治项目 138个 ， 总投资
77.6亿元。

“11月， 结合长沙实
际，出台了《长沙市应对
霾 天 气 全 社 会 联 动 方
案》， 进一步明确了不利
气象条件、霾天气多发时

机，强化政府、企业、市民
等全社会联动。现在全市
上下都在齐力推进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 邓民生
说。

下一步，长沙市环保
局将进一步加强机动车
排气污染防治工作及城
市扬尘污染防治。邓民生
表示，“史上最严的新环
保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
实施，长沙也将加大垃圾
和秸秆焚烧整治力度，全
面推广清洁能源，严格落
实新环保法。”

12月5日，长沙市城西尾气检测站，工作人员正在检测汽车排气管的尾气。 记者 童迪 摄

今年空气质量较去年好

举措

下月推行“最严”环保行动

新环保法将于明年1月1
日起实施， 长沙将如何落实
“史上最严”环保法，又将如
何全面推广清洁能源，就此，
记者专访了长沙市环保局副
局长邓民生。

问： 目前影响长沙市空
气质量的因素主要是什么？

邓： 主要有三个原因。一
是复合型污染，影响长株潭三
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源为
机动车尾气、工业源、扬尘、煤
烟尘、餐饮油烟等；二是地理
和气象条件不利于大气污染
物扩散，长沙是典型的内陆城
市， 东南西三方地势较高，北
边为敞口，地形呈开口朝北的
马蹄形结构，在特定的不利气
象条件下，空气自净能力低于
大气污染物排放速度，容易形
成雾霾天气；三是外来迁入污
染时有发生。

问： 长沙将如何全面推
广清洁能源？

邓：根据市政府9月底出
台的《关于扩大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的通告》，已将禁燃区
范围由市区三环线以内扩大
至内五区全辖区和望城区及
长沙县的15个重要街道和乡
镇， 并且将淘汰分散燃煤小
锅炉，全面推广清洁能源，严
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 预计
到2017年底， 能基本实现城
区天然气全覆盖， 煤炭占能
源消费总量比重降低到30%
以下。

问： 长沙将怎样落实史
上最严新环保法？

邓：新环保法将于明年1
月1日起实施， 它强化了政
府、企业、市民和环保工作者
的法律责任， 在环境行政许
可和环境执法方面设定了更
加严格的法律规范。 长沙也
将乘势推行史上最严的环保
行动，尤其是重点污染源、重
点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加
强工业企业环保执法检查，
严厉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
为， 并增强社会公众的环保
参与、监督作用。

对话

到2017年，长沙城区
天然气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