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市首次提前发布重污染预警
明起连续三天空气重污染

本报讯（记者 王斌）明天开始，本市将出现连
续三天的重污染天气。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于昨天下午 17 时提前发布空气重污染黄色
预警，要求相关单位提早采取应急减排措施，这也
是市环保局今年宣布修改《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
预案》以来，
首次提前发布预警信号。

重污染状态将持续三天
持续多日的好天气于昨天戛然而止，全市呈现
出“南北两重天”。北京环保监测中心提供的数据
显示，
昨天早上 8 点，
北京以南周边区域的高浓度污
染物输送进入本市，城区和南部郊区 PM2.5 浓度水
平快速上升，污染状况严重。通州、大兴、亦庄等地
的 PM2.5 浓度已经突破 400 微克/立方米，中午 12
点达到 448 微克/立方米，污染情况非常严重，城区
也整体处于重污染水平。但是北部、西部的顺义、
密云、怀柔、延庆、石景山空气质量良好，全天不超
过 100 微克/立方米。
市环保监测中心预计，昨天夜间扩散条件转
好，今天全市的空气质量会恢复到优良水平。但
是，从明天开始，扩散条件再次转差。根据监测预

相关单位需提前启动减排措施

报分析，1 月 12 日至 14 日，本市受不利气象条件影
响，空气静稳，污染物扩散条件较差，将持续出现重
度污染状态。

提前减排可减少重污染发生的可能性

应急减排措施提早采取
为减缓大气污染物积累，市空气重污染应急
指挥部办公室于昨天下午 17 时提前发布空气重污
染黄色预警，要求相关单位提早采取应急减排措
施，住建部门加强施工工地扬尘控制，减少土石方
施工开挖规模，建筑拆除等施工必须采取有效覆
盖、洒水等扬尘控制措施。此外，市政市容部门做
好道路清扫保洁，增加道路清扫保洁和冲洗频次，
减少交通扬尘污染。区县对辖区内各项应急措施
落实加强督促检查，排污单位采取措施减少污染
物排放。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这是市环保局今年宣布修
改《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以来，
首次提前发
布预警信号。 今年市环保局将借鉴 APEC 会议经
验，修订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预报重污染天气时，
提前启动减排措施，同时这些措施会比目前更加严
厉，最大限度减少污染强度和持续时间，减少对公

据了解，目前实施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
预案》是 2013 年 10 月开始实施的，
将空气重污染分
为四个预警级别，用蓝、黄、橙、红四种颜色表示。
每种预警发布后都有相应的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和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但是这些减排措施都是在
空气重污染当天实行的。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重污染天气形成
后采取减排措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污染程
度，然而，在重污染天气来临以前，污染物排放情况
会对重污染天气的形成起到重要影响。因此，结合
空气质量预报，提前启动减排措施，通过“人努力”，
可以减少重污染发生的可能性，这就是今年修订
《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基本思路。
新方案出台后，预警信息或将分为两部分，其
中一部分为“健康提示”，另外一部分是“启动减排
措施”，在预报空气重污染天气来临前两到三天，提
前启动减排措施。
《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预计今年
10 月修订完成。

不少珍品已
“回归”
但入藏地非圆明园 有专家称原址保护更有意义
盘点

6 件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文物

圆明园流失文物难回圆明园
这 6 件文物包括观水法石屏风、谐奇趣北侧喷
泉、大水法石鱼，以及一对石狮、一些石刻和石墩。
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谁收藏了圆明
园》作者刘阳介绍，观水法石屏风是圆明园一百多
年来第一件完整回归圆明园原址的流失文物，历史
意义重大。
不过，回归圆明园的文物在数量和文物价值
上，均无法与近年来出现在海外拍卖会上的圆明园
流失文物相提并论。历经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等多
次洗劫，曾是“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流失文物难以
计数。虽然在多方努力下，不少流失海外的圆明园
珍品回归祖国，
但入藏地却非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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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康造成的影响。

27 年仅 6 件完整文物回归圆明园
本报讯（记者 李天际 董鑫）北京青年报记
者昨日从北大和中坤集团分别获悉，由中坤集团
董事长黄怒波 2013 年购自挪威、本应在去年 9 月
入藏北大的圆明园石柱将延期回国。本属圆明
园的东西，收藏地却是北大。这一消息再次唤起
人们对圆明园流失文物命运的关注。据北青报
记者梳理，从 1988 年圆明园遗址公园对外开放
至今，只有寥寥 6 件完整的石构件文物真正意义
回到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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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水法石屏风：这座石屏风最早被宣统皇
帝的叔叔载涛存放在私家花园内，1977 年运回并原
址复位。这是圆明园第一件完整回归的流失文物。

谐奇趣北侧喷泉：上世纪 20 年代这座喷泉
被搬到东城区翠花胡同某大院花园内，
直到 1987 年
才被整体移回圆明园原址复位。

30 款蜂蜜比较试验
颐寿园白蜜真假存疑

本报讯（记者 王薇）中消协近日公布了 30 款
蜂蜜比较试验结果，发现 30 个样品均不含甜蜜素
和安赛蜜这两种人工甜味剂。但是，有两款蜂蜜的
脯氨酸远远低于正常蜂蜜中的含量，
涉嫌掺假。
本次比较试验样品涉及百花、同仁堂、汪氏、冠
生园、悦活优选 100、周氏养蜂场、优联、颐寿园、颐
园等 15 个品牌，
其中进口品牌 4 个。
买蜂蜜最关心蜂蜜的真假。一些不法商人为
了牟取暴利，在纯正的蜂蜜中掺入价格低廉的糖
浆，欺骗消费者。不过，由于蜂蜜成分的复杂和不
稳定性，我国尚没有对蜂蜜的真伪鉴别有明确的强
制性标准要求和检测方法。
中消协人员说，推荐性行业标准中，提出了蜂
蜜真实性要求，要求“蜂蜜中碳-4 植物糖的百分比
含量不得大于 7”。本次测试的 30 个样品蜂蜜中，
有一个标称颐寿园（北京）蜂产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颐寿园”
白蜜，
不符合这个推荐性要求。
脯氨酸是蜂蜜中氨基酸的主要成分，用来判定
蜂蜜的成熟度和是否掺假。目前我国还没有对蜂蜜
中脯氨酸含量做出标准规定，出口贸易合同中一般
要求蜂蜜中脯氨酸含量高于 180mg/kg，
测试发现，
标称农大蜂场（福建）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有机蜂
场”洋槐蜂蜜和枣花蜂蜜样品的脯氨酸含量检测值
小于 20mg/kg，
远远低于正常蜂蜜中脯氨酸含量。

门头沟为中小学
打造室内健身房
本报讯（记者 林艳）近日，门头沟区教委为全
区 38 所中小学校配备了室内健身设备，
为学生们打
造学校里的健身房。学校健身房配备了动感单车、
椭圆机、腹肌板等 400 余套器材，同时还配置了空
气净化设施，以解决室内锻炼空气质量问题。据了
解，各校的健身房由学校专人负责管理使用，平时
作为学生体育锻炼场地器材的有效补充，在遇到冰
雪、大风、雾霾等极端天气时，健身房同样可以保证
学生们体育锻炼的连续性。
门头沟区教委体美科负责人表示，之所以配备
健身房，原因是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是国家的
明确要求，但在冬天气温低，学生抵抗力相对较弱
的情况，大风天不宜室外锻炼，而遇到雾霾等极端
天气，改在室内上体育课也很难达到锻炼效果，所
以为全区所有中小学配备健身房，可以保证无论什
么天气条件，
都能保证体育锻炼不间断。

北大并非专门收藏文物的机构
黄怒波此前接受采访时曾回答为何要将 7 根圆
明园石柱入藏北大。他说，北大是他的母校，亦曾
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将这七根石柱放在北大博物馆
收藏，
教育意义最大。
北京大学相关人士也称之为有意义的好事。
这批海外民间藏品能在北大得到专业性的维护，不
仅将有利于文物的保护，也有利于传承悠久的中华
文化。
刘阳对此却提出异议。
“ 北大并非专门收藏文
物的机构。捐赠给何处是捐赠者个人意愿，应当尊
重，
但这种文物保护模式不值得提倡。
”

2014 薪酬白皮书发布
超六成人对薪资不满
谐奇趣石刻：上世纪 70 年代由西洋楼遗址

大水法石鱼：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被国民党

搬到地安门西大街 153 号院，2006 年 7 月部分石刻
归还圆明园。

陆军中将杨杰搬到西单横二条其私宅院中，2006 年
11 月回归圆明园，
现存圆明园展览馆。

圆明园石狮子：上世纪 20 年代从圆明园搬
到西交民巷 87 号院，
2009 年这对石狮子及部分圆明
园石刻归还圆明园。

养雀笼石墩：上世纪 70 年代从西洋楼养雀
笼西门遗址搬至田村山南路 17 号某部队，
2013 年部
队将这 4 个石墩归还圆明园。
供图/刘阳

原址保护是文物回归的最终目的
“7 根流失海外的圆明园石柱回到圆明园原址
更合适，对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感染力更大。”刘阳
称，没有多少人参观北大是为了看圆明园石刻文
物。他还说，放在北京大学里的已知圆明园文物，
大部分都没有提示文物的原址。
刘阳认为，原址保护是文物回归的最终目的，
这些圆明园的文物不回到圆明园，只能是国际流散
文物变成国内流散文物，依然流失在圆明园外。他
表示，现在圆明园的展览馆已经具备收藏条件，如
果流失文物能回到圆明园，可配合园中出土的佛
像、瓷器、琉璃瓦等文物一同展示。

追踪

圆明园石柱延期回国因海关手续繁杂
去年 2 月，
北京青年报以《中国商人拟向挪威捐
款千万换圆明园石柱回归》为题，
报道 7 根流失挪威
的圆明园石柱 9 月份入藏北京大学的消息。然而，
北青报记者从北大获悉，圆明园石柱并未如期归
来。石柱购买者黄怒波所在的中坤集团回应，因海
关手续繁杂，
7 根圆明园石柱要延期回国，
目前仍在
挪威。
据报道，2013 年，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在挪
威伯尔根城实用艺术博物馆（KODE 博物馆）意外
发现流落于此的 7 根圆明园石柱，后得知博物馆急

缺捐款，
主动提出捐款给该博物馆，
同时要求归还 7
根石柱。馆方经慎重商议后同意此项合作，这笔
1000 万挪威克朗(约合 990 万人民币)的捐款将用于
修缮馆内中国艺术藏品展位。黄怒波与该博物馆
于 2013 年 12 月签订协议，并宣称 7 根圆明园石柱
2014 年 9 月份回归后将入藏其母校北京大学，在赛
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进行展出。
北青报记者致电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
馆，希望参观圆明园石柱，但博物馆办公室的工作
人员却说，
7 根圆明园石柱一直未到北大，
距离原本

预计入藏的时间已经拖后了 3 个多月，但具体延误
原因工作人员表示并不知晓。
对此，
中坤集团有关人士表示，
去年 8 月份开始
洽谈圆明园石柱回国事宜，
钱也汇给了挪威，
本想 9
月份石柱能够顺利回来，但由于海关手续繁杂，石
柱又不止一两件，需要大量的审批手续，时间至少
一年，
因此这 7 根圆明园石柱仍在挪威，
最快今年才
能回国，之后入藏北京大学。
“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
这种事情，
会积极努力把东西运回来。
”
该人士称。
文/本报记者 李天际 董鑫

春节出境游价格涨三成
报名未受价格影响 东南亚短线游仍是热门
本报讯（记者 赵婷婷）2015 年春节黄金周出
境游大战已经拉开序幕。北京青年报记者昨日从
和平国旅、携程旅游、中青旅等多家旅行社获悉，尽
管春节出境游价格比平时上涨了三成左右，但市民
的出游热情似乎并未受到影响，目前部分热门线路
的报名已经超过七成，春节有望迎来“史上最大出
国过年旅游潮”
。

出境游价格从 2 月第 2 周开始上涨
春节黄金周期间，由于出境游目的地的航空和
酒店价格上涨，导致出境游线路的价格也水涨船
高，比平时涨了三成左右，部分热门线路价格涨幅
更大。和平国旅总经理李晓峰介绍，
以
“泰一地 5 晚

6 天”为例，平时价格在 4000-5000 元，春节期间将
涨到 7000 多元，反季节旅游热门目的地澳洲游的
价格也比平时上涨了三成。携程网统计显示，跟团
游和自由行的价格普遍从 2 月第 2 周开始上涨，以
“日本大阪+京都+箱根+东京 6 日跟团游”为例，1
月出发的价格为 5000 元左右，2 月 5 日起开始走
高，上浮 10%左右，到 2 月 15 日出行的价格几乎翻
番达到 10999 元。

热门线路依然供不应求
虽然春节出境游价格上涨明显，但热门线路仍
呈供不应求的状态。
“春节黄金周，东南亚短线游仍
是最大热门。”李晓峰告诉北青报记者，目前部分热

门线路年初一至初三出发团期的预订已接近八
成。据统计，团队出境游目的地中排名第一的是泰
国，日本、韩国紧随其后。相比之下，自由行产品目
前库存较为充足，客人可以自由选择出发航班和酒
店，
操作灵活而且打包价格最多可节省 30%。

市民更愿意错峰出境游
今年春节假期从 2 月 18 日开始一直持续至 2
月 24 日。与往年相比，市民错峰出行意愿强烈。
携程网目前的预订数据显示，2 月 14 日起出境游人
数开始明显上升，14-18 日的出行人数一直保持高
位，
到 19 日（年初一）后出行人数又再往上攀升了两
成，
一直持续到 21 日（年初三）后才开始回落。

本报讯（记者 解丽）日前，前程无忧发布 2014
年薪酬白皮书。白皮书中显示，68%的受访者对薪
资都不满意，而在国企、外企中选择对薪资非常不
满意的竟然比例最高，
让人惊呼
“伤不起”
。
调查数据显示，对薪资“非常不满意”选项比例
最高的是国企，占到 20%；紧接着的是“外企”，占
19%。数据一出一片哗然，想当年，
“ 国企”
“ 外企”
可是多少人眼里的“金饭碗”！前程无忧分析说，对
国企来讲，降薪是 2014 年主旋律，多地出台国资国
企改革方案，提出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企管理
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对
外企来说，业绩下滑直接打击到的就是员工的“荷
包”
，
所以外企也不能迷恋。
什么因素对薪资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呢？63%的
受访者都认为，
工作经验是影响薪资的首要因素，
另
有 37%以及 35%的人认为，
学历和人脉是另外两大
因素。而
“拼爹选项——家庭背景”
只占了 7%。
同时，43%的受访者表示 2014 年薪资压根儿
没涨，
15%的人表示只象征性地涨了点儿。

哥斯达黎加总统
逛秀水买羊挂饰

本报讯（记者 王薇）1 月 8 日晚，到中国进行国
事访问的哥斯达黎加总统路易斯·吉列尔莫·索利
斯·里韦拉带着夫人和女儿轻松逛秀水街。总统一
行人扫货不手软，一直逛街到闭市才依依不舍离
开。总统先生喜爱中国文化，还特意选了一件寓意
三阳开泰的红色布偶羊挂饰。
哥斯达黎加驻中国大使是秀水街市场的老顾
客。从 1 月 8 日晚 7 点 50 分抵达秀水街开始，总统
的行程就交给了大使。到珠宝店叙旧、聊天，
到四层
看中国特色的布衣、花丝镶嵌、瓷器等工艺品，再到
一层的服装、负一层的箱包购物，
大使对于秀水之了
解，
对汉语之精通，
不在爱逛秀水的中国人之下。
总统先生很喜爱中国文化，尤其钟爱中国红。
在四层的一家很长的民俗工艺品店铺中，总统先生
看看这个、摸摸那个，还试戴了一下宫廷帽，并兴致
勃勃地拍照留念。在得知 2015 年是中国传统的羊
年时，总统先生更是亲自挑选了一件寓意三阳开泰
的红色布偶羊挂饰，
要亲自带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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