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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雾霾围城，到蓝天常驻——聚焦北京市

大气污染治理“一微克”行动》 

案例教学手册 
 

1.案例摘要 

生态兴则文明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市着眼于国际

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长远追求，不断厚植生态环境向好向优

的基础，为全市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提供坚实的生态保障。无

论是规模宏大的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还是从细节入

手的大气治理“一微克行动”，无不见证首都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铿锵脚步。作为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点

区域，近年来，北京市升级大气治理思路，打出一系列治霾

“组合拳”，克服了蓝天保卫战路上一个又一个难啃的“硬

骨头”，坚持精治、法治、共治，坚决向柴油货车、扬尘、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开战，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重污染天数明

显减少。 

2018年，北京市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的年均浓度

为 51 微克/立方米，较 2017 年同比下降 12.1%。然而，目前

北京市 PM2.5的浓度仍未达到国家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在秋

冬季节重污染过程仍然时有发生，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任重而道远。蓝天白云何时能成为常态？治霾之路还要走多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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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案例聚焦北京大气污染治理“一微克”行动，回顾

1998-2017 二十年间大气污染治理历程，通过空气质量管理

规划、法规标准、经济政策、监测能力建设、空气重污染应

急、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六个方面梳理北京空气质量管理

体系，展示大气污染重点领域的治理措施，总结北京大气污

染治理成果及经验，并尝试性地提出下一步大气污染治理的

建议。 

 

2.课前准备 

本案例要求学生在课前用 1 小时阅读案例并思考问题。

上课前每个学习小组画出一张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的措施

构成图。 

 

3.适用对象 

本案例主要适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比如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8 年

版）的“第十章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第五节 建设美丽

中国”相关知识点的讲述。本案例还可能适用于社会各界关

注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人士。 

 

4.教学目标 

本案例主要有五个教学目标： 

一是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有关大气污染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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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述； 

二是了解大气污染治理的概念，大体了解国外大气污染

治理的历程和经验； 

三是探讨近 20 年来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措施和成

效，深刻体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

地生动实践的成果； 

四是提出今后北京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改进建议。 

 

5.课堂讨论问题 

（1）国外大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和经验有哪些？ 

（2）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对我国具有什么重要意

义？ 

（3）如何治理北京大气污染？ 

（4）结合自身的感受分析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 

（5）北京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中还存在哪些值得改进的

地方，如何改进？ 

 

6.要点分析 

6.1 系统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有关大气污染治理

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应深入学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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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有关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论述。 

2017 年 10 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

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对于空气质量，“坚

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

蓝天保卫战。”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幸福感。2018

年 5 月 18 日，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精辟地指

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时刻装着人民，环境保护和治理也要

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2016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

对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要正

视问题、着力解决问题，而不要去掩盖问题。群众天天生活

在环境之中，对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掩耳盗铃的办法是行不通

的。要按照绿色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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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风险评估制度，重点抓好

空气、土壤、水污染的防治，加快推进国土绿化，治理和修

复土壤特别是耕地污染，全面加强水源涵养和水质保护，综

合整治大气污染特别是雾霾问题，全面整治工业污染源，切

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对于首都北京的生态环境保护、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习

近平总书记格外重视。 

2014 年 2月 25日、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

作，就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提出了五点重要指示，其中第五条

就是要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

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 PM2.5，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

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

措。他还指出，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环境治理是一个系

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大气污染防

治是北京发展面临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要坚持标本兼治和

专项治理并重、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协调、本地治污和区域

协调相互促进，多策并举，多地联动。 

时隔三年，2017年 2 月 23日至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视察北京，这次视察工作的重点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冬奥

会筹办工作。他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

作用。北京城市规划要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

怎样建设首都”这个问题，把握好战略定位、空间格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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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配置，坚持城乡统筹，落实“多规合一”，形成一本规划、

一张蓝图，着力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做到服务保障能力同城

市战略定位相适应，人口资源环境同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

城市布局同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不断朝着建设国际一流的

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前进。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硬约束，

确定人口总量上限，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对大气

污染、交通拥堵等突出问题，要系统分析、综合施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

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北京

市民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以解决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

价高涨、大气污染等问题为突破口，提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

略。要健全制度、完善政策，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

供给水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把大气污染防治这一项很

具体的工作讲得非常详细，指明了污染的来源，指明了技术

路线。就某一个单项工作讲得如此之细，这在历史上是不多

见的。这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同志对首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

高度重视和关心。这是我们治理首都大气污染、建设蓝天常

在的美丽北京的根本遵循。 

2018 年 5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上指出：“要以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为

主战场，以北京为重点，以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为刚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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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联防联控，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还老百姓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 

 

6.2 理解大气污染治理 

6.2.1 大气污染的概念 

大气（也称空气）是由一定比例的氮气、氧气、二氧化

碳、水蒸气和固体杂质微粒组成的混合物。标准状态下干燥

空气的成分（按体积计算）：氮气占 78.08%，氧气占 20.94%，

稀有气体占 0.93%，二氧化碳占 0.03%，其他气体及杂质约

占 0.02%。大气污染过程由污染源排放、大气传播、人与物

受害这三个环节所构成。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定义，

大气污染通常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引起某些物质

进入大气中，呈现出足够的浓度，达到足够的时间，并因此

危害了人类的舒适、健康和福利或环境的现象。
①
引起大气

成分变化的因素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即大气污染源有自

然源和人为源。火山爆发、雷电等自然源往往局部的、短时

间的，而且是难以人为控制的。人为源被认为是导致空气污

染的主要因素，也是空气污染治理的重点。 

大气污染主要有三种污染物。 

（1）二氧化硫（SO2）。它是一种无色气体，可溶于水，

并与空气中的水滴发生反应后可被氧化。二氧化硫的最重要

                                                             
①
参见刘春兰、关婧、李铮、王海华编著《世界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与空气质量管理研究》，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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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是化石燃料燃烧，冶炼，制造硫酸以及焚烧垃圾。 

（2）氮氧化物。氮氧化物是一个集体名词，用来指氮

的氧化物中的两个种类：一氧化氮(NO)和二氧化氮(N02)。在

全球范围内，自然产生的氮氧化物（由细菌、火山活动和雷

电引起）的数量远远大于人为的排放量。人为排放主要包括

固定污染源的化石燃料燃烧，即发电和移动源（交通运输）。 

（3）颗粒物。颗粒物特指悬浮在空气中的固体颗粒或

液滴，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10 微米的颗粒物称为可吸入颗粒物（PM10）；直径小于或等

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称为细颗粒物(PM2.5)。颗粒物的成分

很复杂，主要取决于其来源。主要的来源是从地表扬起的尘

土，含有氧化物矿物和其他成分。一部分颗粒物是自然过程

产生的，源自火山爆发、沙尘暴、森林火灾等；另外一些颗

粒物往往是由于人类行为造成的，比如化石燃料（煤、石油

等）、垃圾焚烧以及汽车尾气排放。 

 

6.2.2 国外大气污染治理的历程 

世界空气污染发展演变历程与人类活动（特别是化石燃

料燃烧）关系密切，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同步发生和发展。

伴随着人类不断对新的高效能源的需求、探索和使用，空气

污染的种类、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变。世界各国空气污染

的发展历程相近，都经历了煤烟型、石油型（机动车污染）、

区域复合型污染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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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煤烟型”污染阶段。从 18 世纪下半叶工业

革命开始至 20 世纪中期，煤炭的大量使用，在使生产力迅

速发展的同时，也成了近代空气污染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

空气污染为典型的“煤烟型”污染，集中在城区和工业重镇，

代表性污染物是烟尘和二氧化硫。典型的事件是比利时的马

斯河谷事件（1930 年）、美国宾州的多诺拉事件（1948 年）

和英国的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第二阶段：“石油型”污

染（或机动车污染）阶段。由于石油类燃料使用量急剧增长，

汽车数量激增，呈现出的所谓“石油型”（或机动车污染）

污染。20世纪 50年代至 60年代，世界发达国家空气污染污

染进入到“石油型”污染（或机动车污染）时代。这一阶段

大气污染物从地域上看己不再局限于城市和工矿区，而是呈

现出广域污染的特点。从污染物的种类来看己从烟尘和二氧

化硫发展到飘尘、重金属、SO2、NOx、CO和碳氢化合物等污

染物。典型的事件是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第三阶

段：区域性、复合污染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空气污

染范围发展至区域：污染物种类由直接排放的污染物发展到

复合污染，由原来的几十种发展到现在几百种；从危害来看，

由污染物对人体的健康的影响发展到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

的影响。代表性污染物以及污染现象：酸雨、臭氧空洞、全

球气候变暖、城市雾霾天增多、城市热岛效应以及可吸入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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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物的浓度居高不下。
①
 

大城市空气污染防治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过去几十年

来，世界各国大城市普遍针对空气污染开展了治理工作，治

理重点从工业污染源等固定源逐步过渡到交通污染源等流

动源，空气质量管理的手段由简单限制、末端污染治理过渡

到空气质量目标管理和风险控制阶段。世界各国大城市空气

污染治理在经历了一个漫长艰苦历程后，取得了一定的治理

效果。 

与国外城市相比，中国大城市面临的局面要更加复杂，

庞大的人口数量、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复杂的燃料结构以及

高密度的产业集聚，产生了更为复杂的污染物，造成了严重

的空气污染，给空气污染治理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6.3 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必要性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

觉，失之难存。”
②
“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

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

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③
 

众所周知，大气污染的危害是多方面的。首先，危害人

体健康。人活着就要呼吸，被污染了的空气对人体健康有着

                                                             
①
参见刘春兰、关婧、李铮、王海华编著《世界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与空气质量管理研究》，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8 页。 
②
 2016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

话。 
③
 2015 年 10 月 29 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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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影响。大气中污染物的浓度很高时，会造成急性污染

中毒，短期内夺去人的生命。即便大气中污染物浓度不高，

人长期呼吸这些污染了的空气，也会引发呼吸系统的疾病。

其次，危害工农业生产。大气中的污染物，尤其是二氧化硫

会形成酸雨，会造成植物产量下降、品质变坏，腐蚀工业设

备和生活物品。其三，影响天气和气候。大气污染物质还会

影响天气和气候。颗粒物使大气能见度降低，减少到达地面

的太阳光辐射量。尤其是在大工业城市中，在烟雾不散的情

况下，日光比正常情况减少 40%。高层大气中的氮氧化物、

碳氢化合物和氟氯烃类等污染物使臭氧大量分解，引发的

“臭氧洞”问题也对全球气候产生重要的影响。 

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大气污染治理的必要

性和意义更为突出。2014 年 2月 25 日至 26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强调，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北京要立足优势、深

化改革、勇于开拓，进一步做好城市发展和管理工作，在建

设首善之区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2018 年 5 月 18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坚决打赢蓝天

保卫战是重中之重。这既是国内民众的迫切期盼，也是我们

就办好北京冬奥会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良好的生态环

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北京市将蓝天作为市民幸福生活的

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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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措施 

2015 年 8月 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进

行了第二次修订。国务院在 2018年发布了《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北京市到 2020年明显降低 PM2.5

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北京

市也发布了《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做出

了更多具体的安排，采取了系统多样的治理措施。 

2019 年 3月 9 日，第四届全球环境大会前夕，联合国环

境署在肯尼亚内罗毕发布《北京二十年大气污染治理历程与

展望》报告，该报告系统总结了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和

经验。北京在 1998-2017这二十年的不懈治理过程中，首先

是逐步形成了一套全面、有效的空气质量管理体系，这套体

系包括：完备的法治系统、系统性的环保规划、严苛的地方

排放标准、强而有力的监控体系、以及北京市民对环境保护

的高度重视；其次是持之以恒地推动城市能源结构调整，电

力、天然气等优质能源比重提高到 90%以上；再次是建立了

“车-油-路”一体化的机动车排放控制管理体系；最后是成

功的区域协作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而广之，实现环境

质量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坚定的决心，清晰的

目标，制定能够提供有效支撑的法规、计划和政策，以及有



13 
 

效的实施安排和执法监察。在这个过程中，公众的积极参与

对于推动环境改善和促进社会的和谐都是至关重要的。
①
 

 

6.5 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 

《北京二十年大气污染治理历程与展望》报告指出，19

98-2017这二十年间，北京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

分阶段持续实施有力的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措施，全市的污染

物排放强度逐年下降，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二氧化硫(SO2)、

二氧化氮(NO2)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较 1998 年分

别下降了 93.3%、37.8%和 55.3%。 

1998年北京市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北京煤烟型大气

污染特征突出，大气煤烟-机动车复合型、压缩型污染特征

愈加显著，各项主要污染物均超过国家标准。到 2013年，

一氧化碳（CO）、SO2、NO2和 PM10 年均浓度比 1998 年分别

下降了 58%、78%、24%和 42%,其中 CO 和 SO2能够稳定达到国

家标准。2013 年至 2017年是北京市大气污染控制历程中措

施最系统、力度最大、成效最显著的五年。2017年，北京市

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的年均浓度从 2013年的 89.

5 微克/立方米下降到 58微克/立方米，整个京津冀区域实现

了 PM2.5 年均浓度较 2013年降低 25%的目标，其中，北京下

降了 35.6%。在诸多治理措施中，燃煤锅炉治理、民用燃料

                                                             
①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9，北京二十年大气污染治理历程与展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内罗毕，肯尼亚。

第 49-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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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化、产业结构调整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贡献最为显著；

这五年间，北京市的 SO2、氮氧化物（NOX）、挥发性有机物

（VOCs）、PM2.5年排放量分别下降了 83%、43%、42%和 55%。

①
 

 

6.6 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问题和建议 

尽管多年来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成效显著，但空气污染

形式依然严峻，2017 年 PM2.5年均浓度距离 35微克/立方米

的国家空气质量标准要求仍超标 66%，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的 10 微克/立方米差距更大。此外，臭氧（O3）污染近年来

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大气环境质量的持续稳定改善依然任重

道远。结合已有的经验和现实的状况，建议北京市今后从以

下几个方面继续推进空气污染治理。 

（1）PM2.5 和 O3协同治理，加强监测，管控领域从工业

生产扩展至餐饮、汽修等生活层面，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

产生； 

（2）调整能源结构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并重，推动能

源低碳化，统筹考虑空气质量改善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继

续推进无煤化战略，通过节能和清洁能源替代，从源头上降

低对化石能源的需求； 

（3）移动源排放控制和交通结构优化并重，建设低排

                                                             
①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9，北京二十年大气污染治理历程与展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内罗毕，肯尼亚。

第 4、6、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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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高效率运输系统，增加电动汽车的比例，大力发展公共交

通； 

（4）继续深化区域协同，北京市更加积极地参与和配

合中央政府主导的区域大气协同治理，并在其中做出重要贡

献。
①
 

总之，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

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要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报告中的重要指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

们这代人的努力！” 

 

7.课堂安排 

首先，教师用 10-20 分钟左右的时间提纲挈领地介绍一

下案例的梗概，教师也可以通过播放本案例的配套视频的方

式来让学生了解案例的内容。 

其次，教师开始引导学生逐步进行案例剖析和案例讨论，

用时 30分钟左右。讨论的内容可以包括：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有关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论述

是什么？ 

                                                             
①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9，北京二十年大气污染治理历程与展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内罗毕，肯尼亚。

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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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必要性和意义是什么？ 

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如何？ 

北京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目前还有哪些应该改进的方面？

如何改进？ 

此外，由于本案例是从政府职能部门的视角来讲述北京

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措施，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可以根据

学生特征和教学需要，让学生扮演不同的人物角色和利益主

体，比如重污染企业的老板、想购买小轿车的市民、夜间拉

渣土的司机、财政预算制定者、低收入者等，切实体会行为

主体的自身利益与大气污染治理、城市治理之间存在的矛盾。 

在分组讨论后，考虑到思政课教学班级人数一般较多，

教师可以先随机的抽取 1-2个小组来介绍自己小组讨论的结

论，然后再请其他的小组来补充。教师一定要引导好主题、

掌控好时间，以便保证讨论的效果、保证自己有足够的时间

进行总结和理论提升。 

教师在总结和理论提升时，既要对各组讨论的结果进行

点评，又要回归到教材的知识点上来，通过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的生动实践案例进一步加

深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认

同。 

 

8.后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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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树立环保意识，在生活中践行环保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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