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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地方

政府对当地空气质量负总责”,著名环
境化学家王文兴很兴奋：“我们特别

希望政府能将环境质量改善情况作

为指标列入政绩考核”。

5月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排名中 , 在
10个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中，京津冀
地区占据 8席。

雾是天然的，霾是人为的。雾终

将随风飘去，而霾却留在我们的身体

里。随着本届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高度

重视，两高出台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

法解释，只是近期环境法律组合拳中

的第一拳。

不断恶化的空气质量

“北京很多外企的雇员因为担忧

环境而离开, 还有一些海外的专家也
因此打消了回国发展的念头。环境状

况已经成为中国人才流失的一个重

要因素。”王文兴说,大气污染、环境问
题, 不仅是危害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
量,现在,更直接影响到了经济发展。

通常在低层大气中，气温是随高

度的增加而降低的，但某些情况下会

出现逆温现象———气温会随高度的

增加而升高。

“逆温现象出现时，有害颗粒分

布在空中，像锅盖一样压着，挥之不

去。”对于雾霾天气的出现，武汉市环

保局原副局长王家源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解释说，“霾的出现，说明有

颗粒物排放，其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比如，如果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农

村，由于没有太多污染，这样的天气

下只会出现雾，而不会有霾。”

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一项

对比研究，如果环境水平与 2010 年
比没有明显改善的话，那么 2012
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这四座城

市，因为 PM2.5 引发多种疾病造成
的过早死的人数，将会达到 8500 多
人，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会达到 68

亿元。

与上月相比，北京市空气质量再

度转差，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
化氮等主要污染物月均浓度均有所

上升，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由

62.1%下降到 25.8%，下降 36.3个百
分点。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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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禹出席
联合国秘书长与全球契约
中国成员企业 CEO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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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百亿“赢娶”雅士利
中国乳企整合大幕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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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4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大气污染防治

十条措施，特别强调企业要承担防治大

气治污主体责任。明确企业承担防治大

气治污的地位与责任，意义重大。

新的“国十条”举措的新看点在于运

行机制的建立。即地方政府对当地空气

质量负总责，企业承担治污主体责任，国

务院有关部门协调联动。在此基础上，动

员全民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显然，防治

大气污染是政府的事，企业的事，全民的

事。政府要敢于担责，企业要有责任之

心，群众要有参与监督之热情。

新的“国十条”不仅规定企业要承

担防治大气治污主体责任，而且大部

分内容都与企业相关。企业一定要明

确责任，有助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公

众参与的机制的形成。

雾霾飘在天上，根子却在地上。

我国目前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

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工业生产也是

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煤烟型污染尚

未得到控制，以细颗粒物（PM2．5）为

特征污染物的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又

日益突出。高能耗生产、超承载力排

放、低水平防治，正在给人类、给地球

以环境恶化的回报。企业本是大气污

染的首要之源，现在担任防治大气污

染的首要之责，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主体责任，意味着企业在防治大

气污染中发挥主力军作用，是起到或

发挥主要作用的力量。企业应该把承

担大气污染防治的责任放到突出位

置。我们知道，我国大气污染类型已

经由燃煤型污染转变为目前燃煤—

机动车—工业排放多类型污染、高负

荷共存的重度复合大气污染类型，这

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新情况。

然而，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来

自企业，这是决定企业担任防治大气

污染主力军的客观规律。

治理好大气污染，首先要做到的

是要把握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

平衡点。我国大气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问题长期难以得到根治，根源就在

于没有对经济发展与治理好大气污

染平衡点的问题作出明确和正确的

回答，在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上“先污

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修复论”、“保护

第一论”、“不可调和论”等观念严重

制约了大气环境建设。经济发展与大

气环境保护的平衡点包含定性、定量

两方面，定性方面是产业结构和布局

符合功能区定位，定量方面是排污总

量、生态扰动满足环境质量达标要

求。环境质量超标就要减排污染物，

减排目标为环境质量达标；环境质量

不超标就可适当增加污染物排放，增

排的约束仍为环境质量达标。达标就

是发展与保护在定量方面的平衡点。

在守住平衡点定性、定量底线基础上

追求经济较快增长，就会倒逼产业结

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根本

性转变。

（下转第三版）

企业要发挥防治大气污染主力军作用

深陷泥潭

本田倚重“中国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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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一行 10人于 6月 18日在钓鱼台国
宾馆与全球契约中国成员企业 CEO举行座谈会。座谈会由中
国企业联合会全球契约推进办公室、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和联

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共同举办，与会代表和秘书长就应对气候

变化企业行动问题进行经验介绍和互动讨论。十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出席座

谈会并作主旨发言。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全球契约中国网络

轮值主席、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介绍了全球契约中国网络

在关注气候方面的行动和举措。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全球契

约中国网络主席，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

长兼理事长李德成主持会议。

王忠禹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企业正在积极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很多制造加工企业正在向“制造+服务”的综合服务方向转型，
企业产品也向智能化、节能环保方向转变，重化工企业比重日

趋下降。还有更多企业在化解过剩产能、推进技术创新、商业

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下大力气，取得了积极成效，为中

国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贡献。

他强调，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一直致力于推

动和动员企业积极参与政府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

变化等方面的工作。在 2011和 2012年，连续两年对中国企业
的节能减排现状进行评估并发布了权威调研报告，对“十一

五”规划期间中国企业的节能减排成绩和问题进行了客观评

估，并对优秀的企业案例进行了宣传推广。今年以来，向政府

提交了关于化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建议、关于加强环境污

染治理的建议、关于促进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的建议等专项报

告，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许多内容和建议被纳入政府的

有关政策和规划。

傅成玉在发言中强调，为响应中国政府号召，回应国际社

会关注气候的呼吁，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将于 2013年 7月 29—
31日举办以“生态文明·美丽家园”关注气候为主题的中国峰
会。峰会将介绍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目标、政策和

措施，交流推广工商界应对气候变化成熟有效的实践经验，通

过创新与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此次峰会将形成四个成

果，与会企业界领袖将首次发起共同签署《中国工商界关注气

候倡议书》，提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保护环境，共同应对气候

变化；中国青年代表将签署《中国青年关注气候倡议书》，表明

青年在推动关注气候变化的决心和方向；中日韩三国青年代

表将签署《中日韩青年关注气候倡议书》；百家上市公司董事

会秘书将签署《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关注气候倡议书》。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陈清泰和中国建筑建材集团董事

长宋志平向潘基文秘书长提出了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的申

请，中远集团、港中旅、国家电网、大唐集团、工商银行、国家开

发银行、远大集团、天创数码等已参加全球契约的中国企业

CEO参加座谈会，介绍了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具体措
施和行动。

潘基文秘书长在听取企业发言后，高度赞扬了中国企业

领袖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心和热情，充分肯定了全球契

约中国网络在全球契约成员发展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方面做出的显著贡献。潘基文秘书长表示，应对气候变化

等环境问题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企业在参与应对

气候变化等联合国重大议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许多中

国企业采取了有效举措来建设资源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成就

斐然。

出拳十面“霾”伏

“钱荒”持续发酵
银行流动性管理短板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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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社会人员套印中国

企业报社公章，以我报的名义向

相关企业发送“关于组织 2012
年度广西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

专版发布的通知”，并向企业收

取发布公告费。

我报现郑重声明：此类活动

为社会人员盗冒我报名义开展，

与我报无关，我报将保留追究相

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

同时希望有关企业接到此

类通知时，向我报进行核实。（监

督电话：010-68735789）
中国企业报

2013年 6月 25日

声 明

王忠禹（左）、傅成玉（中）与潘基文（右）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本报记者 闵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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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夫妻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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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持续发力内资药企
觊觎中国基层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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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模式成发展掣肘
中投海外路径待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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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凝聚发展新力量
2013年全国企业文化年会在京召开，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出席会议并作

了题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凝聚新的发展力量》的主题报告，指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发挥企业文化

在企业发展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广大企业和企业家要继续发扬创新精神，转变企业发展方式，加强企

业文化建设，提升企业软实力，凝聚新的发展力量。 （《全国企业文化年会特刊》详见 T01-T08）

mailto:guozhiming007@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