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4月14日讯(记者
刘红杰 廖雯颖 ) 从省环保厅
获悉，我省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机
制首次运行，17城市一季度大气
质量同比均改善，获得省级生态
补偿共计7029万元。一季度，聊城
空气质量综合改善幅度最大，获
得950万生态补偿资金，而就在去
年，它的全年平均空气质量考核
指标还位列全省倒数第一。烟台
改善幅度最小，获32万资金。

根据《山东省环境空气质量
生态补偿暂行办法》，我省将生态
环境质量逐年改善作为区域发展
的约束性要求，以各设区市细颗
粒物 (PM2 . 5 )、可吸入颗粒物
(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季
度平均浓度同比变化情况为考核
指标，建立考核奖惩和生态补偿
机制。

我省对各设区的市实行季度
考核，每季度根据考核结果下达
补偿资金额度。各市完成空气质
量改善目标，每改善1微克/立方
米，就能从省里获得20万元补偿
资金。如果完不成目标，每恶化1
微克/立方米，就要向省里缴纳20
万元补偿资金。

一季度聊城空气质量改善幅
度最大，获得950万生态补助资
金，其次是莱芜、德州、济南、淄
博、菏泽、潍坊、济宁、日照、滨州、
东营、临沂、青岛、泰安、威海、枣
庄、烟台。

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省财政预算全年拿出2个多亿的
生态补偿资金，第一季度就花了
7000多万，如果每个季度都是这
样的改善幅度，预算可能不够。但
是，他们不怕钱不够花，就怕钱花
不出去。“未来7年我省实行分阶
段的标准，每年改善情况都做了
任务分配，如果生态补偿能花出
去，我们就有底气实现大气质量
改善目标。”

该人士称，虽然一季度17市
全部实现同比改善，但通过补偿
资金的金额就能看出，很多市情
况不容乐观，第二季度也许要向
省里倒交钱。枣庄、烟台一季度改
善幅度非常小，枣庄只得了2 . 2
分，烟台只得了1 . 05分，和第一
名的聊城47 . 5分相去甚远。

在一季度全省17市的“蓝
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排名
中，烟台位列第三，聊城位列
倒数第三。但是，聊城却以第
一名的成绩拿到了950万元生
态补偿资金，烟台以第17名的
成绩拿了仅仅32万生态补偿
资金。为什么空气质量好的市
反倒不如空气质量差的市拿
钱多？

不考绝对值

考改善幅度

在一次全省环保工作会
议中，来自沿海市的一位环保
局长曾表示，他就是什么也不
干，该市的空气质量也比内陆
一些市要好。这话虽然直白，但
道出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原理，
不考核空气质量的绝对值，而
是考核改善幅度，每个市都和
自己比，确保相对公平。

省环保厅有关人士解释
说，在制定生态补偿机制时，
充分考虑了自然气象对大气
污染物的稀释扩散条件，将全
省17城市划分为两类进行考
核。据气象部门观测，青岛、烟
台、威海、日照四市年均风速
是其他城市的1 . 6倍，大气污
染物稀释扩散条件较好，环境
空气质量受扩散条件影响较
大，因此，将青烟威日四市的
稀释扩散调整系数设置为
1 . 5，其他13市的稀释扩散调

整系数为1。利用稀释扩散调
整系数进行调整，可以较为客
观地反映青烟威日四市为改
善环境空气质量付出的努力。

同比恶化

得向省里交罚款

省环保厅有关人士表示，
在实施生态补偿之前，各市环
境空气质量改善或恶化的外
部环境成本不能体现到其自
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本中。为
激发各市大气污染防治的积
极性，我省采取经济政策措
施，市级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对全省空气质量改善作出正
贡献，省级向市级补偿；市级
环境空气质量恶化，对全省空
气质量改善作出负贡献，市级
向省级补偿。

补偿系数暂定为每改善1
微克/立方米补偿20万。若青
烟威日四市环境空气质量同
比恶化，向省级支付的生态补
偿资金数额也要乘以1 . 5的
调整系数。实行分类考核对各
市来讲是相对公平的。

该人士称，虽然烟台空气
质量比聊城好，但其改善幅度
小，对全省空气质量改善的贡
献小。而聊城虽然差，但改善
幅度大，对全省空气质量改善
的贡献大。要改善就要有措
施，改善的多说明措施多，所
以聊城拿钱多，烟台拿钱少。

17市一季度大气质量均有改善，共获7029万元生态补偿

““气气质质后后进进生生””聊聊城城领领走走995500万万

烟烟台台蓝蓝天天那那么么多多，，为为啥啥补补偿偿最最少少？？

补偿资金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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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知此次生态补偿考核结
果，聊城市环保局局长马荣锁喜
忧参半。他说，接下来的第二季
度，聊城不敢掉以轻心，大气污染
攻坚战是一场持久战。

马荣锁一见记者便自爆家
丑：“去年全年，聊城的‘蓝天白
云、繁星闪烁’天数、PM 1 0 和
PM2 . 5的均值，都是全省倒数第
一，加上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综
合排名全省倒数第二。每一个环
保人都坐不住。”

聊城的空气质量如此糟糕，
与大规模拆迁有关系。2013年以
来，聊城拆迁量达到1600多万平
方米，相当于过去10年的总量，在
全省位居第一。“去年聊城空气
差，主要就在扬尘上，PM10就从
未达标过，比全省倒数第二还差
一倍，可知有多严重。”马荣锁说。

2013年10月15日，聊城市大气
污染防治小组成立，组长由市长
担任，马荣锁任办公室主任，建
设、环保等多个部门联合成立了
近70人的综合执法队伍。分管市
长带队，查企业、查工地，对企业
限产。70人的队伍两班倒，从查烧
树叶开始，到查扬尘，查所有与大
气污染有关的因素。“能用的方法
都用了，能见度一下子提高了。”

本报记者 刘红杰 廖雯颖

青烟威日四市的稀释扩散调整系数设置为1 . 5，其他13市的
稀释扩散调整系数为1。

(上年同季度PM2 . 5平均浓度-本

年考核季度PM2 . 5平均浓度)×60%
+(上年同季度PM10平均浓度-本年

考核季度PM10平均浓度)×15%
+(上年同季度SO2平均浓度-本年考

核季度SO2平均浓度)×15%
+(上年同季度NO2平均浓度-本年考

核季度NO2平均浓度)×10%

考核

得分
= ×

稀释扩散

调整系数

考核得分×生态补偿资金系数

【生态补偿资金系数为20万元/（微克/立方米）】

省环保厅表示，生态补偿
考 核 有 四 项 因 子 。我 省 将
PM2 . 5的权重定为60%，PM10

和二氧化硫均占15%，二氧化
氮定为10%。

省环保厅有关人士介绍
说，省级对各市实行季度考核。
主要考虑如果按月来考核，受
自然气象条件的影响可能太
大；如果以年为尺度考核，则由
于时间跨度较长，不利于推动
工作。因此，权衡下来，按季度
考核较为合适。

本报记者 刘红杰 廖雯颖

补偿
资金
额度

=
聊城：

去年PM10倒数第一

是因拆迁扬尘

聊城市要求，进出工地的车辆必须经过冲洗，防止尘土带入工地之外的道路。 本报记者 刘红杰 摄

聊城市要求，所有渣土车要进行自动化封闭改造，否则不允
许运营。 本报记者 刘红杰 摄

一季度生态补偿资金

聊城 950■
莱芜 751■
德州 662■
济南 638■
淄博 558 ■
菏泽 525 ■
潍坊 443 ■
济宁 432 ■
日照 405 ■
滨州 385 ■
东营 293 ■

临沂 282 ■

青岛 275 ■

泰安 178 ■

威海 176 ■

枣庄 44 ■

烟台 32 ■

合计7029(万元)

本报记者 刘红杰 廖雯颖

按月考核变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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