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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主持召开B境保<部常®会Ì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31日11:20  国家
保	局网站

　　12月30日，B境保<部部�周生±主持召开B境保<部常®会Ì，�Ì并原Ú通9《B
境空气æ量�准》、《B境空气æ量指数（AQI）技�7定》和“十二五”国家B境空气M�网
建�方案，听取《全国土壤B境保<7划（2011—2015年）》	制情况E�。

　　会Ì�¨，³行的《B境空气æ量�准》，在加强空气染防治、保<公é健康方面*
D了G极作用。但随着我国[I高速*展，B境空气染特征已由煤烟型向复合型í
，区
域性大气°a粒物和臭Æ染不断加重，一些城市[常出³��N灰霾天气，空气染(公
é健康�生了Ã重威º，同�，*布的{价V果与人民群é主6感受存在差异。¨适Î我国
[I*展水平和人民群é(空气æ量要求，落�以人¨本，切�保障人民群é健康的要求，
有必要在ïV�践[Å的基�上，(《B境空气æ量�准》Y行修%，Y一步完善B境M�
�准，增加大气染物M�指�，改YB境æ量{估�法。

　　会Ì指出，B境保<部高度重�《�准》的修%工作。2008年正式|&修%工作后，	
制ð深入研究了世界10多个国家、地区、ðã的B境空气æ量基准和�准，全面分析了我国
[I社会*展T段要求和空气æ量特征和管理需求，在此基�上形成了�准初稿。2009年9
月，B境保<部通9部网站公开征集社会各界意P，	制ð�真研究吸s了多方面意P，并
(初稿Y行了修改，完善了�准的有关内容。2011年8月，B境保<部常®会Ì听取了《B境
空气æ量�准》修%情况的E�，�Ì了修%思路。	制部門根据会Ì决定，ðã30多名大
气B境科学j域院士、知名ì家(草案Y行了反复研¢，使�准草案的内容Y一步完善。
2010年9月和2011年11月分别两次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P。2011年12月，B境保<部党ð召开
会Ì，ì門听取了�准草案修%情况E�，原Ú通9了�准草案，要求	制部門根据会Ì¢
l的意PY一步修改后提交部常®会�Ì。

　　会Ì[9�真¢l，原Ú同意修%后的《B境空气æ量�准》。与³行�准相比S，新
修%后的�准草案作了如下$整：一是$整了B境空气功能区分类方案，将三类区（特定工
É区）并入二类区（城à7划中确定的居住区、商É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一般工É区
和v村地区）；二是$整了染物·目及限ä，增�了PM2.5平均u度限ä和臭Æ8小�平均
u度限ä，收W了PM10、二Æ化�、~和苯并[a]ñ等染物的u度限ä；三是收Ã了M�数
据¥J的有效性7定，将有效数据要求由50%-75%提高至75%—90%；四是更新了二Æ化硫、
二Æ化�、臭Æ、a粒物等的分析方法�准，增加自&M�分析方法；五是明确了�准�施
�N。7定新�准*布后分期分批予以�施。会Ì决定，�	制部門根据会Ì¢l意PY一
步修改完善、并抓W履行相关的法律程序后，尽快*布。

　　会Ì原Ú通9了修%的《B境空气æ量指数（AQI）技�7定》和“十二五”国家B境空气
M�网建�方案。修%后的B境空气æ量指数技�7定与³行7定相比，$整了指数的名称
和分H分类表述方式，强$了AQI服®于公é健康指引的作用，增加了参与{价的染物·
目，完善了M�数据和空气æ量指数*布方式。会Ì决定，《B境空气æ量指数�告
（AQI）技�7定》[Y一步修改后*布�施。

　　会Ì听取了《全国土壤B境保<7划（2011—2015年）》	制情况E�，明确了“十二
五”�期土壤B境保<的指"思想、原Ú和目�，提出了土壤B境保<的主要任®、重点工程
和保障措施。会Ì决定，�	制部門根据会Ì¢l的意PY一步修改后，按程序�批*布�
施。

　　会ÌC研究了其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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