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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霾沙暴襲京 人代委員促治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江鑫嫻、王

添翼 北京報道）全國「兩會」進入
最後倒計時，而霧霾結伴沙塵、大

PM2.5再「爆錶」 空氣顏色由灰變黃

風昨日突襲京城，主要污染物
PM2.5濃度再次「爆錶」，造成全
市大部分地區空氣質量達嚴重污染
級別，京城籠罩在一片霧霾沙塵
中，空氣顏色由灰白轉為土黃。據
悉，「兩會」期間，霧霾沙塵天氣
還將襲擊京城。多位人大代表及政
協委員認為，建設「美麗中國」，
立法治污已是刻不容緩。

■北京處於大風藍色、霾黃色預警中，上游內蒙古中
部較大範圍沙塵也可能波及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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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上午十點半左右，受冷空氣影響，大風
日一早，北京的天空再次被霧霾籠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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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塵天氣同時降臨北京，讓京城遭遇霧霾、大
風、揚塵三重襲擊，造成全市大部分地區空氣
質量達6級嚴重污染級別，且處於大風藍色、
霾黃色預警中，城區多地可吸入顆粒物
（pm10）濃度達1000微克／立方米，細顆粒物
（pm2.5）濃度升至500微克／立方米以上，霧
霾污染轉變為沙塵污染，空氣顏色由灰白轉為
土黃。

姚明抬頭看天不禁皺眉
京城塵土飛揚，空氣質量極差，這點不僅民
眾體會深切，前來參加新一屆兩會的民意代表
們更是感同身受，其中，前中國籃球巨星姚明
昨日以新晉全國政協委員身份現身政協禮堂，
出門時仰望漫天灰黃，不禁緊縮皺眉。
多位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均認為，中國的環保已到了非常嚴峻的程度，
呼籲以立法的方式治理空氣污染。來自貴州的
人大代表姚曉英表示，貴州正以存量換增量的
方式，在加快經濟的同時，更加注重生態保
護，確保當地「天空的濕潤中能持久瀰漫 花
香。」她將提議加快空氣保護立法，用環保技
術促進經濟和諧增長。
來自上海的政協委員馬國湘認為，建立清潔
空氣的立法保護，預防霧霾的民生工作要守住
乾淨的水、清新的空氣這一底線，就必須由國
家高級管理層綜合制定適應國情的一系列空氣
污染防控法案。

「兩會」期間霧霾沙塵或持續
2月以來，整個華北地區可謂霧霾不斷，中國
氣象局新聞發言人陳振林稱，2月以來的霧霾天
數比常年同期偏多0.7天，與1990年、2007年並
列為1961年以來歷史同期第三多，中國中東部
地區的霧霾日數普遍在3天以上，其中江蘇大
部、河南中西部、山西西南部等地超過10天。
根據國家氣象局預測，「兩會」期間霧霾沙
塵天氣可能持續。陳振林透露，北京地區多弱
冷空氣活動，氣溫偏高降水偏少，還需特別注
意霧霾及沙塵天氣的侵擾。陳振林提醒說，除
了做好防寒保暖措施之外，還需特別防範霧霾
及沙塵天氣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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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嘆要「逃離北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添翼、江鑫嫻 北
京報道）「開完發佈會出來走了不到100米
就滿身灰塵，這樣的天氣實在讓人無語。」
國家氣象局的有關官員如此感慨。在霧
霾、大風、沙塵「接力式」的肆虐中，昨
日的京城度過了新年以來最難熬的一天。
本報記者在街頭採訪時，親歷並記錄了霧
霾沙塵中民眾的無奈。

口罩售罄 記者食塵

■兩名行人帶 防塵口罩走過國家大劇院。
記者王添翼 攝

記者為採訪特意跑到附近藥房買防塵口
罩，但藥房職員透露，前幾周囤積下的數
百個各式口罩，昨天上午就全部售空。
帶 滿鼻腔的塵土味和滿嘴的沙土，記者
無奈地一頭扎進了外面的8級大風中。天安

門廣場及其周邊，被霧霾、沙塵嗆得措手不
及的外地遊客，紛紛將手頭能找到的圍巾、
手帕等物品蒙在臉上。而不遠處的國家大劇
院，亦落滿塵土，被蒙上了一層灰黃色。德
國遊客Erhard向本報記者坦言，「這和他想
像中的北京有太大的差別。」
在CBD地區工作的張先生表示，早上看
到高聳的寫字樓直插入灰白的霧霾中時，
心裡不由暗叫了一聲「糟糕」！到公司後
發現，房間裡果然落了一層厚厚的塵土。
他表示實在受不了這種連續的極端天氣，
同事們談到天氣，幾乎都帶 失望情緒，
甚至有人提出了「逃離北京，回歸鄉
野」。

中參政議政。
首批抵京的新晉政協委員26日入住華北
賓館、萬達鉑爾曼酒店、北京會議中心等
賓館。而全國政協今年有八個駐地，除上
述賓館外，還有北京友誼賓館、昆泰酒
店、北京鐵道大廈、建銀飯店、貴賓樓飯
店。與以往不同，今年全國政協委員駐地
普遍離市中心較遠。港澳地區政協委員繼
續享受優待，3個團組全部入住貴賓樓飯
店，緊鄰人民大會堂。
為響應新會風號召，多家賓館將提供給

和煤焦化、有色金屬冶煉、鋼鐵
冶煉等企業，未配備脫硫脫硝裝
置或者採取相應措施的，處以10
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的罰款。
目前環保部正在根據有關部門
的新要求，對上述建議稿進一步
增補和修改，建議該法在下屆全
國人大從第二類立法項目上升為
第一類立法項目。

汽車排污有望立法
參與《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
徵求意見工作的中國環境科學學
會環境法分會副會長常紀文表
示，作為「環境基本法」的《環
保法》和針對汽車尾氣的《機動
車污染防治條例》的修訂和立法
工作也有望提速，「排污許可
證」
、「大氣污染聯防聯控」等新
政有望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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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添翼、 成員有氣象專家、語言專家、環
江鑫嫻 北京報道）全國科學技術 境 專 家 等 ， 命 名 會 上 ， 「 細 飄
名詞審定委員會副主任劉青昨日 塵」
、「煙塵」等通俗詞彙用語被
表示，針對媒體及民間就PM2.5值 提 出 討 論 ， 但 由 於 定 義 不 夠 精
稱呼中文名稱不規範問題，全國 準，紛紛被否決。最終，「PM2.5」
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在27日 被定名為「細顆粒物」
，PM1或稱
特意為此召開了「PM2.5命名討論 「超細顆粒物」
。
會」，委員會專家已將之定名為
劉青表示，目前只需再與氣象
「細顆粒物」。但有評論認為，在 局和環保局等部門進行溝通，經
霧霾如此嚴重、有關部門又一直 過相關程序後，將於近期正式發
無所作為的時候，此舉有些不合 佈該消息。
時宜。
對此，《新華視點》官方微博
據《法制晚報》報道，委員會 稱，「與人們面對毒氣無處可逃
副主任劉青介紹，參加該會議的 相比，它叫什麼重要嗎」？

冬春交替 霧霾沙塵多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王添翼
北京報道）京城緣何接連遭遇霧霾和沙
塵污染？北京的空氣污染為何如此嚴
重？何時好轉？中國天氣網首席氣象專
家李小泉表示，一般來說，北京的空氣
污染冬天主要受霧霾影響，春天主要是
沙塵。「眼下正是冬春交替之際，28日
兩種天氣狀況集中爆發並不稀奇。」隨
春天到來，北京大風沙塵天氣會逐漸
增多。另有專家表示，霧霾沙塵天並非
北京「風土病」
，已成為多地的通病。

28日上午，冷空氣攜大風抵京。然而大
風未解北京污染之急，反而吹來了沙塵
污染。10時監測數據顯示，蒙古國及內蒙
中部的沙塵已開始從西北方向向東蔓
延，逐漸影響北京，與前期霧霾污染積
累疊加，整體污染情況更加嚴重。李小
泉表示，冬春交替北方沒了積雪覆蓋，
植被尚未長起來，地面裸露，隨 氣溫
回升，土壤不再冰凍，土質變得鬆散，
大風一吹就容
易起沙塵。

救人少女當選人代 盼為「90後」立榜樣

委員陸續抵京 酒店接待從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
全國兩會召開在即，首批外地政協委員已
經抵京，二十餘家駐地飯店的接待工作緊
鑼密鼓展開。記者多日探訪發現，與以往
相比，承擔接待任務的賓館多陳設簡單，
並沒有太多鮮花、標語和其他裝飾；餐飲
接待亦從簡節約，避免浪費。
今年適逢兩會換屆之年，大批代表委員
更新。按照慣例，新晉的代表委員通常提
前抵京，接受培訓，如了解兩會各項程
序，熟悉提案寫法等，以便更好地在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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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
嫻、王添翼 北京報道）持續長時
間、大範圍的霧霾天氣終將促使
環保部門加速修訂《大氣污染防
治法》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
環保部、國務院法制辦、全國人
大已就《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
達成共識。環保部起草的修訂建
議稿不僅將企業違規排污的罰款
上限由原來的50萬元提升到100萬
元，還取消了大氣污染事故罰款
上限。
據環保部提出的提高罰款數額
建議，將加入「按日計罰」；並
借鑒2008年修訂後《水污染防治
法》的體例，對大氣污染事故取
消罰款上限。建議稿顯示，新建
開採高硫分、高灰分煤炭的煤
礦，排放含有硫化物和氮氧化物
氣體的石油煉製，以及生產煤氣

■在文藝界委員駐地酒店，「光盤行
■在文藝界委員駐地酒店，「光盤行
動」公益廣告在報到處展示。中新社
動」公益廣告在報到處展示。中新社
委員的洗漱用品換成了大包裝，根據委員
在酒店住宿時間定量供應。以往，洗漱用
品都是一天一換。在飲食方面，各飯店都
已將兩會期間的菜單提前上報，食品供應
全環節嚴格控制。

香港文匯報訊 十二
屆全國人大代表名單前
日（27日）公布，
2,987名代表中有2名為
「90後」
，除了年齡最小
的奧運跳水冠軍陳若琳外，同為「90後」20
歲的鐵飛燕（見圖）則是普通公路收費員。
據《新京報》報道，首次當選全國人大代
表的鐵飛燕來自雲南昭通，生於1992年。
2010年5月4日，鐵飛燕隨父親一起到綿陽旅
遊，飛身跳河勇救4名落水工人，及後被網

友評價為「最美90後女孩」、「90後的楷
模」。2011年獲得第三屆全國道德模範提名
獎。
鐵飛燕表示，她是2月中旬才知道當選全
國人代，當時非常驚訝，「選我當代表，是
因為信任我，我不能辜負大家的期望，要做
一些實事，不能說靠這個榮譽待 就完
了。」她希望證明「90後」也是值得信賴
的，是勇於擔責的一代，未來「90後」會擔
負起更大的責任。她表示最關注的是留守兒
童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