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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后的褐煤被压制成型，曾是一道世界性难题。10月
13日，记者在河南洛阳双勇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看到，该公司
自主研发的国内最大规格的高压大型压球机，在不添加任何

黏结剂的情况下，直接将干燥后的褐煤压制成型。通过这台机

器，能将部分随风飘荡的尘埃雾霾“消灭”在萌芽状态。

褐煤是煤化程度最低的矿产煤，水分大、燃点低，极易风

化碎裂，干燥后直接变为粉末。露天开采的褐煤，堆放过高容

易自燃，长途运输又会产生大量粉尘，被视为煤中“鸡肋”，这

也是造成目前“雾霾”天的元凶之一。将其压制成型，是解决褐

煤运输和扬尘污染的最佳途径。

2010年，双勇公司研制的大型压球机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经过科技成果转化，2013年年初，可直接为褐煤开采企业
砍掉巨额添加剂成本和繁杂工艺的双勇高压大型压球机投入

工厂化生产。这项攻克世界性难题的科技成果于今年 9月被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鉴定为“国际首创”，其规格、产能、压力

等测评数据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据测算，该设备每小时压块量可达 50吨至 100吨。目前，
来自新疆、云南、内蒙古等地的最难成型的褐煤粉末均被成功

压制成球团，创造了装备制造业领域的奇迹，也为双勇公司高

压大型压球机撬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北京雾霾天成因引业内分歧

“金九银十”的北京，秋高气爽刚

刚取代了此前的雾霾沉沉。

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发布的监

测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北京 PM2.5的
平均值达到 350微克 /立方米，个别地
区甚至高达 434 微克 /立方米，PM2.5
浓度已达最高的六级严重污染水平。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重度污染和严重

污染的天数达到 42天。
雾霾天的成因成为各界讨论的

焦点。在 2013 气候传播国际会议期
间，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

最近 60年的增温，至少一半以上是由
于人类活动引起的。其中，工业排放、

汽车排放、建筑排放，基本是各 1/3的
比例，各个国家发展情况不同，因此产

生的碳排放比重有所不同。

中国以工业排放为主

改革开放 35年来，中国保持了
经济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2012年国
民经济达到 52万亿，实现年平均增
长率接近 10%，进入本世纪以来“十
一五”增长率达到 11.4%，这使中国规
划增长率整整高出 40%。
无疑，这对能源提出了巨大的需

求。中国能源结构大约 70%是以煤为
主，90%以上的能源是化石能源，包括
核能和水能都占不到 10%。

2010年，中国正式宣布温室气体
排放达到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大学学

院院长马中给出了一组世界第一，

“倒推一下，中国已经有很多第一了，

上个世纪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世界

第一，钢铁产量也在上个世纪达到世

界第一，化学需氧量和水污染达到世

界第一，氮氧化物前几年也达到世界

第一，能源消费 2009年达到世界第
一，2010年碳排放世界第一。”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气

候环境污染更多的是由工业排放。”

巢清尘如是说。

马中表示，与此同时，中国一次

能源消费量占到世界 1/5，“换句话
说，我们以两倍能源生产了一倍的经

济总量，粮食产量占到全世界 1/4，比
重明显高于人口比重，但是我国排放

量更高，二氧化碳占到全球 1/4，钢铁
和水泥更是远远超过全球生产总值

一半，这是中国环境能源资源还有经

济在全世界全面的比重，这样来看中

国经济总量虽然增长非常快，但是效

率并不高，需要占用大量的环境能源

和资源。”

“汽车尾气说”遭质疑

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明确

提出，到 2017 年，北京全市的空气
质量将明显改善，重污染天数将实

现较大幅度的减少，细微的颗粒物

也就是 PM2.5 年均浓度下降 25%

以上，控制在每立方米 60 微克左
右。

25%减量是否可以实现被画上
了一个大问号。令马中不解的是，

“目标是可以设的，但是依据在哪？”

“25%，有一部分是依靠汽车减
量的。”马中反问道，“现在汽车对天

气的影响还不能确定就已经列为 1/4
了，如果没有 1/4那么大呢？”
“北京天气主要污染源是机动

车”的质疑声在今年“十一”黄金周

被迅速扩散开来。

有网友称，“国庆长假期间，北

京车辆稀少，市内道路畅通，呛人雾

霾依旧。主要污染源是机动车的谣

言不攻自破，机动车终于得以沉冤

昭雪。”

不过，10月 17 日由北京市委常
委会通过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

急预案》规定，当北京市发布空气污

染红色预警时，即预测未来持续三

天出现严重污染时，机动车将实施

单双号限行措施。

“单双号限行是有意义的，但是

单双号限行这个措施不应该产生，

算得上是不得已而为之。”马中表

示，“就因为我们政策总是在应急，

只解决危机，没有长期的判断，造成

空间越来越小。”

在马中看来，“征收交通拥堵费

也是一个解决办法，降低购置成本

增加使用成本，不妨碍百姓够买车

辆但制约用车。”如果设置交通拥

堵费则可以由消费者自己做主，

“限行是限制权利，但是交通拥堵

费则属于强制性的，拥堵费应该更

适合。”

建筑能耗全球居高

中国是建筑大国，正处于建设高峰

期，每年新建房屋面积超过所有发达国

家建设量总和的一半，而其中 95%以上
的建筑都是高耗能的建筑。建筑能耗大

约是发达国家的 3倍。在中国，即便达
到节能 50%的建筑，每平方米的采暖耗
能也要达到 12.5公斤标准煤，是欧洲
国家的 1.5倍。因建筑能耗高，仅北方
采暖地区每年就多耗标准煤 1800 万
吨，直接经济损失达 70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建筑行业的能耗

每年占到了全球总能耗的 40%，与此
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排放总

量的 30%。事实上，再加上建筑材料
生产过程的消耗，在社会总耗能的占

比则达到 46%至 47%。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住宅产业发展

和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孙克放此前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列出了这样

一组数字，我国每建成 1平方米的房
屋，约释放 0.8吨的二氧化碳，每生产
一度电要释放 1公斤二氧化碳，每燃
烧 1升汽油释放 2.7公斤二氧化碳。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

必须要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将排放

量降低 15%甚至 1/3，这是城市改革
时期的一个必要趋势。建筑在未来扮

演的角色日益明显，在城市化过程

中，如今竖起的大楼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要多。业内专家呼吁，我们必须

关注建筑的绿色技术，关注如何高效

利用能源，不能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

事情，而留给后代一个高能耗高污染

的时代。

日前，邢台市全面出击，采取车辆

限行、禁放爆竹、重奖污染举报等一系

列措施，为改善邢台空气质量积极“亮

剑”。

10月 17日邢台市政府一则公告，
在整个邢台市区引发热议。

公告内容为：为妥善应对重污染天

气，提高预警和应急能力，邢台市决定于

2013年 10月 22日、23日开展重污染
天气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应急演练。演练

内容是按照《邢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启动重污染天气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应急响应措施。在邢台市区演练区域内，

10月 22日 7：00—20：00对汽车号牌尾
数为 1、3、5、7、9的实施单号限行，10月
23日 7：00—20：00对汽车号牌尾数为
2、4、6、8、0的实施双号限行（车牌号末位

为字母的，按最后一位数字执行）。

10月 22日、23日两天，在邢台市
区规定的机动车限行期间，《中国企业

报》记者在邢台市区街头随机做了采访。

记者发现，限行期间邢台市区主要

街道机动车数量较以往减少了许多，个

别未按规定行驶的车辆也都会在交警

的耐心劝导下自觉将车原路驶回。

针对邢台市实行机动车限行措施，

市民仍旧议论纷纷。有关人士谨慎表示，

“机动车限行并不是一个长效措施，而是

出现重污染天气时，所采取的应急措施

之一。”邢台市民对此反应异常敏感。许

多市民认为，这个在许多大城市施行没

几年的措施，在邢台提前到来，“还没有

做好准备，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此外，邢台市政府还做出了市区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决定，出台了环境污

染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车辆限行、禁放爆竹、重奖污染举

报，邢台市为改善城市空气质量，采取

一系列措施，出予重拳治理污染，对环

境污染敢于“亮剑”举报，作为政府还会

对举报给予奖金奖励。“政府的大力支

持，更增加市民对于污染现象的举报力

度，同时也加大了相关部门对污染企业

的整治和查处力度，为提升邢台空气质

量提供了保障。”谈及邢台市政府出台

的治污政策，邢台学院讲师薄文峰如是

说。

邢台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

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

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理念，

提高招商引资企业准入门槛，对不符

合环保要求的一律拒之门外。相关执

法部门必须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对

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应立即关

闭，并对相关人员追究责任。对偷排污

水情节较轻的企业也要从重处罚。维

护生态环境，提升城市空气质量，最终

才能让邢台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

环境共赢之路。

气候变化是一个持续的热点问题，作为行动主体，“企业不

仅要挣钱，还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有别于一般的社会责任。”在

2013气候传播国际会议期间，新华社原副社长、中国气候传播
项目顾问委员会委员马胜荣这样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此前，有机构调查结果显示，在对几十家承诺要应对气候

变化的企业进行调查发现，83%被调查企业表示，他们相信气
候变化对自身的业务有影响；86%的企业表示，气候变化也带
来了商机；只有极少数企业表示，他们能将气候危机与潜在的

发展机遇结合起来形成商业模式。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认为，中国企业在

气候污染防治方面扮演被动角色，可以从树立大传播观着手，

实现向上传播，传导到相关部门；并且向下传播，让更多的消费

者身体力行。

产品传播环保

未来 5到 8年，中国经济转型将处于关键时期。而“经济转
型有两件事情和气候传播直接关联，一件事情在拉动内需，另

一件是绿色消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如

是说。

“未来 8年，到 2020年，中国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处在内
需。”迟福林分析道，尤其是消费释放最重要的 8年，现在初步
估计，到 2020年中国的消费水平规模有可能从现在的不到 20
万亿人民币，增加到 45万亿人民币到 50万亿人民币，又有至
少 50万亿的投资需求。也就是说，未来 8年中国将有 100万亿
人民币的内需规模。

“如果还继续上重化工业项目，这样的一些投资可能产能

过剩就会越来越严重，可能就会发生严重的经济风险。所以，投

资转型关键是能不能把投资更多地用到教育、医疗、环保等领

域里。”迟福林表示。

在提及绿色消费时，迟福林表示，中国的人民币未来消费

结构将发生变化，处在一个消费释放的重要阶段，消费最大的

问题，就是如何消费。

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主任安东尼·莱斯维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可以通过生产节能环保产品，来

传导给消费者一个环保理念。

倒逼企业转变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企业需要履行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

任与其他社会责任是有区别的，气候变化传播的这种社会责

任，是不容忽视的。”马胜荣说道。

“企业对污染问题如果不能提前认识，未来将倒逼企业去

改正。”马胜荣认为，中国目前就已经有这种情况存在，现在通

过气候传播也好，气候变化认识也好，来促进大的企业或者是

重要的能源消耗多的企业提前能够认识到，就是社会认知到这

种责任是对人类所赋有的，对人类将来生存是赋有的，对我国

持续发展所赋有的责任，那么企业才可能比较自觉地去做这个

事情。

不过，企业实现这类社会责任受制于多方因素。“一个是政

府的因素，政府需要有政策的引导；其次是企业本身的责任；另

外，还需要社会监督。公众的舆论可能影响到其他地方，影响到

政府的决策，并且影响到企业。”企业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传播

低碳环保的同时，可以将其中的难题诉求传导给政府。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认为，目前企业对气候传播还

缺乏了解和认知，“毕竟企业还是趋利的，因此需要企业从自身

能够提升。”

在迟福林看来，在环境保护方面，企业要发挥社会作用，更

重要的是发挥市场作用，价格形成机制，环境产权制，都由市场

安排，这样企业才能明确到底应该如何做。

邢台启动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演练

国内最大规格
高压大型压球机问世

中国企业要
树立大气候传播观

助力消灭“雾霾”

【空气战争·探究】

【空气战争·举措】

【空气战争·视角】

【空气战争·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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