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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A06

6 项污染物平均浓度均优于国家二级标准

我市提前两年迈入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行列

昨天下午，
市政府召开新闻通报会，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郑玉芳通报了宁波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及大气污染防治情况。去年我市环境空气中的6项污染物平均浓度均优于国家二级标准。按照省里下
达的
“宁波2020年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的目标，
我市提前两年迈入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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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投入 124.5 亿元提升空气质量

我市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把环境
空气质量的改善作为最紧迫的民生工程和最
突出的中心工作来抓，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提
升。5 年来，我市累计投入 124.5 亿元，深入推
进各项重点治理任务，
污染物排放大幅削减。
我市还在全省率先制定出台 《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全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按照打造
执法监管最严市的目标，对违法行为零容
忍、出重拳。去年，全市涉气的环境违法处
罚金额 2625.25 万元，同比增加 50%；涉气
信访量同比下降 58.1%，重复信访量同比下
降 17%，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不断提升。

去年，我市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 33
微克/立方米，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35 微
克/立方米）；二氧化硫年均浓度 9 微克/立方
米，达到国家一级标准（20 微克/立方米）；二氧
化氮年均浓度 36 微克/立方米，达到国家一级
标准（40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浓度 1.2 毫
克/立方米，达到国家一级标准（4 毫克/立方
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 52 微克/
立方米，达到国家二级标准（70 微克/立方米）；
臭氧浓度 152 微克/立方米，达到国家二级标
准（160 微克/立方米）。
去年我市灰霾天数仅 25 天，比 2013 年减
少 113 天。

考验 扬尘和机动车船污染影响逐年提高
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虽然取得了实效，
但要实现“稳定达标、持续改善”的目标，仍面
临诸多问题和考验。
根据《宁波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有
关PM2.5来源解析的研究成果，
我市PM2.5年均
浓度受本地源影响约62%，
受外来源影响约38%。
本地来源中，工业源占 42.3%、包括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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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在 内 的 移 动 源 排 放 占 24.2% 、扬 尘 源 占
14.8%、生活源及其他来源（农业等）占 18.7%。
随着工业污染治理的加速、城市的建设发
展，以及机动车保有量和港口的发展增长，扬
尘和机动车船的污染影响逐年提高。我市通
过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
整的
“结构性减排”
任务还十分艰巨。

全面推进清新空气示范区建设

去年，我市委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深
入分析研究了我市大气污染现状和成因，并提
出，到 2020 年，环境空气质量持续达到国家二
级标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总量分别比 2015 年削减 17%、17%、20%。
全面推进清新空气示范区建设，60%的县级以
上城市建成清新空气示范区，基本消除重点区
域臭气异味。到 2030 年，力争全市 PM2.5 年
均浓度降至 25 微克/立方米。
为此，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调整，深化工

业废气、机动车船污染治理和面源污染治理，
全面开启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新征程。大力发
展清洁能源、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加快高污染
燃料设施淘汰改造、加快集中供热建设。严格
项目准入、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加快落后产能
淘汰。全面推进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区
域的废气治理。开展柴油货车专项整治，大力
推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等老
旧车辆的淘汰。深化扬尘、露天焚烧等城乡废
气综合整治。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陈晓众

十个人，九个阳气不足，补阳
“黄金时间”
还剩 23 天
18 年以上的野山参，
每支仅 600 元

慢性呼吸道疾病、
男性前列腺炎、
阳痿早泄、
下肢水肿、
夜尿频多、
内风湿关节炎、
宫寒不孕……在一个中医流派
看来，
导致这些疾病的根源都是体内阳气不足。冬至至立春，
是一年之中最冷的季节，
同时也是中医认为最适合进补的
黄金时间。
“冬天进补，
来春打虎”
，
今年补阳黄金时间还剩2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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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曲比如虫草官方助销点

青海冬虫夏草
青海冬虫夏草 118 元/克起

（青海产地，性价比高）

十人九寒，很多病因就是阳气不足
“扶阳派”从晚清开始流行起来，临床上认为“十人九
寒”
，强调
“温扶阳气”
，养生目的就是要阳气充足。
宁波市中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朱斐一直在研习“扶阳
派”医学。他告诉记者，就他临床观察，宁波人即便不是“十
人九寒”，至少也有七八人是寒气郁积。一些病人年纪很轻，
平时运动不少，阳气也不足，中老年人阳虚症状更是普遍。
“很多疾病就是体内阳气不足，寒气凝滞所致，中医普遍
认可的如：宫寒不孕、男性前列腺炎、阳痿早泄、下肢水肿、夜
尿频多、内风湿关节炎、慢性呼吸道疾病等等。”
朱医生说。

冬至补阳，莫失良机

20 年以上野山参，成材率仅 1/200
人参补气，去年 9 月中旬，宁波晚报社与中华老字号寿全
斋组团来到“中国山参之乡”——桓仁县考察货源，经过多方
比较之后，最终与桓仁圣峰参茸制品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
向。
桓仁县圣峰参茸公司是国内山参龙头企业，同仁堂的
野山参绝大多数就是从圣峰公司采购，10 多年来，从未发生
过一起客户质量投诉事件。该公司的野山参在山野中完全
任其自生自灭，不人为干预，20 年以上的等级参，
“成材率”仅
为 1：200。而如果进行大量的人工干预，山参的存活率可高
达 90%。
寿全斋 20 年及以上野山参，480 元/克起，品相一般的
18 年及以上等外参原价 168 元/克，春节前活动价 134 元/
克。核算下来，
一支参的价格在 600 元左右。记者 周皓亮

那曲冬虫夏草
那曲冬虫夏草 138 元/克起

（30 克以上，买 10 克赠 1 克）

林下山参
林下山参 50 元/支起

（参龄 13 年以上，
50 克送 10 克）

东阿阿胶
东阿阿胶 888 元/盒

（2 盒起，低至 868 元/盒）

长岛海参
长岛海参 3300 元/斤起

（15 米深海仿野生养殖）

灵芝孢子粉
灵芝孢子粉 4.5 元/克起

（买 三赠 一，
低至 3.75 元/克）

地址：
海曙鼓楼永寿街 6 号
电话：87228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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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气是人体的能量，阳气不足，到了冬天，原本就不足
的能量，消耗进一步加大，能够用于免疫的就更少，于是各
种疾病接二连三袭来。
但冬至到立春这 45 天，也是最适合补阳的黄金时间。中
医历来主张冬藏养生，认为冬天是一年之中养精蓄锐的季

节，
“ 冬天进补，来春打虎”，反过来则是“冬不藏精，春必温
病”，意思说，冬天如果人体不养精蓄锐，春天发生疾病的几
率非常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