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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最新修订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正式发布，自今年 12 月 15 日起实施。北京青年报记者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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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以后，在空气重污染橙色及红色预警时，国Ⅰ、国Ⅱ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将在全市范围内禁行。另外，自明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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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起，在工作日期间，国Ⅰ、国Ⅱ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五环路（不含）以内道路将采取限行措施。违反规定将给予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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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元，每 4 小时计罚一次。这两项政策将影响到本市约 40 万辆轻型汽油车的车主。同时，昨天本市还配套出台了提
前报废国Ⅰ、国Ⅱ轻型汽油车的政府补助政策和相关银行购车优惠贷款产品。

新修订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发布

国Ⅰ国Ⅱ车明年2月15日起五环内限行
重污染禁行
工作日限行

昨天，本市发布了最新修订的《北京市空气重
污染应急预案》。从 12 月 15 日开始，本市启动空
气重污染橙色及红色预警时，国Ⅰ和国Ⅱ排放标准
轻型汽油车（含驾校教练车）将禁止上路行驶。此
外，对于国Ⅲ及以上排放标准机动车（含驾校教练
车），在红色预警时按单双号行驶（纯电动汽车除
外），其中本市公务用车在单双号行驶基础上，再停
驶车辆总数的 30%。
除了空气重污染应急修订预案首次对国Ⅰ和
国Ⅱ车提出“禁”行要求，昨天还公布了一项“限”行
政策。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自明年 2 月 15 日起，北京
将对本市及外埠的国Ⅰ、国Ⅱ排放标准轻型汽油
车，实施五环路（不含）以内道路工作日限行。
经测算，国Ⅰ、国Ⅱ轻型汽油车执行五环路（不
含）内工作日限行措施后，将减少氮氧化物排放占
轻型汽油车排放的 15%左右，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占轻型汽油车排放的 12%左右。

国Ⅰ国Ⅱ车
目前共有 40 万辆
目前，本市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570 万辆，机动
车排放污染已成为北京本地 PM2.5 的最大来源。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在 PM2.5 本地污染
贡献中，全年机动车排放贡献比例达 31.1%，其中
非采暖季机动车排放更是达到本地源排放的 40%
以上。另外，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
物约有一半会转化成 PM2.5，也是造成臭氧超标的
主要因素。
在本市机动车排放污染严重的背景下，高污染
排放老旧车的问题尤为突出。据了解，北京市国Ⅰ
排放标准车辆至今最短已使用 13 年，国Ⅱ排放标
准车辆至今最短也已使用 10 年。虽然保有量只占
全市轻型汽油车保有量的 8%（约 40 万辆），而排放
氮氧化物约占全市轻型汽油车排放的 30%以上，挥
发性有机物约占 25%。
综合测算，在同等行驶里程条件下，一辆国Ⅰ
标准轻型汽油车的排放，相当于 6 辆以上国Ⅴ标准
轻型汽油车；一辆国Ⅱ标准轻型汽油车的排放，相
当于 3 辆国Ⅴ标准轻型汽油车。

明年 6 月前淘汰
国Ⅰ补 1 万、
国Ⅱ补 1.2 万
为鼓励车主更新淘汰高污染排放老旧车，政府
配套出台了鼓励淘汰的补助政策，同时引导银行推
出了购车优惠贷款产品。
据了解，本市现行的《进一步促进本市老旧机
动车淘汰更新方案（2015—2016）》将于 2016 年底
到期。按现行政策，在今年 12 月 31 日以前，对本
市注册车辆，使用 6 年及以上、提前 1 年及以上报
废 的 车 辆 ，补 助 车 均 8000 元 ，小 客 车 最 高 补 助
8500 元，
昨天新出台的《北京市促进高排放老旧机动车
淘汰更新方案》将从今年 12 月 1 日正式生效。该方
案的补助对象不再以使用年限作为依据，而是明确
为
“国Ⅰ、国Ⅱ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
以小型客车为例，自今年 12 月 1 日至明年 6 月
30 日，淘汰一辆国Ⅰ、国Ⅱ车分别补助 1 万元和 1.2
万元；明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两者分别补助
8000 元和 1 万元。
此外，今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是新
旧方案同时生效的交叉期。如果两项标准都符合，
政府补助采取
“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车主可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北京环境交易
所”申请政府补助。此外，针对淘汰国Ⅰ、国Ⅱ排放
标准轻型汽油车，并有贷款购车需求的车主，本市
已组织引导商业银行提供优惠贷款产品，将于今年
12 月 1 日起开始办理。

明年 2 月 15 日起，
国Ⅰ、
国Ⅱ机动车工作日期间，
五环以内限行，
违反规定罚款 100 元

国Ⅰ、
国Ⅱ车违规上路罚款 100 元
目前，环保和交管部门已做好本市及外埠国
Ⅰ、国Ⅱ轻型汽油车数据库与交通执法系统的对接
工作。限行措施实施后，交管部门将采取现场和非
现场执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执法。
据介绍，
所谓
“非现场执法”
，
就是利用路面上的
电子眼，
对车辆牌照进行拍照，
并在后台比对。属于
本市及外埠国Ⅰ、国Ⅱ轻型汽油车数据库当中的车
辆，
将给予罚款 100 元，
每 4 小时计罚一次的处罚。
而“现场执法”，就是执勤民警在处理事故或对
违法车辆进行执法时，检查车辆的环保标志等信

息，
一旦发现属于国Ⅰ、国Ⅱ车，
将现场予以处罚。
对于外埠车辆的监管，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
排放管理处处长李昆生昨天透露，目前交管部门
的初步想法是，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推出新版
进京证。
目前，外埠车辆办理进京证有两种方式，即使
用手机客户端或现场办理。按照方案，自明年 2 月
中旬开始，国Ⅰ、国Ⅱ车工作日期间不能在五环路
（不含）以内道路行驶，但五环及五环以外道路还是
可以行驶的。新版进京证要对“国Ⅰ、国Ⅱ车”和

“国Ⅲ及以上”进行区分。车主通过手机客户端办
理时，环保部门进行前置审查，如果该外埠车属于
国Ⅰ、国Ⅱ车，就不能办理能进五环的进京证。通
过现场窗口办理，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利用保部提
供的全国数据库对该车进行查询，发现属于国Ⅰ、
国Ⅱ外埠车，
同样不能办理能进五环的进京证。
李昆生表示，进京车辆大部分是车况比较好
的，国Ⅰ、国Ⅱ外埠车数量并不多，但也不排除少量
高污染排放的。按照要求，本地车及外埠车将“一
视同仁”
来处理。

追问

本市国Ⅰ、
国Ⅱ车限行是否于法有据？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改善空气质
量，依法治理大气污染，北京市广泛征求社会意见，
借鉴国内外治理经验，制定出台实施了《北京市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
（以下简称《大气条例》），于 2014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制定限行政策的法律依据为：
《大气条例》第七
十二条“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
在一定区域内采取限制机动车行驶的交通管理措
施”以及第七十八条“本市鼓励淘汰高排放机动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

同市财政、交通、公安、商务、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
主管部门，根据本市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和机动车、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状况，制定高排放在用机
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治理和限制使用方案，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

如何辨别车辆是否为国Ⅰ、
国Ⅱ车？
方法一：算时间 可以根据您的行驶本上标注
的车辆注册登记日期来辨别。在本市 2006 年 6 月
30 日之后买的车就不是国Ⅰ、国Ⅱ车了。
方法二：数星星

也就是看机动车年检发放的

环保标志。如果是没有星星、1 颗星或 2 颗星的绿
色标志的，
就是国Ⅰ、国Ⅱ车。
方法三：看材料 根据购买新车时汽车厂家出
具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等材料标注的车辆排

放标准。
方法四：求帮助 登录市环保局网站查询“机
动车排放标准”
；
或者直接拨打
“12369”
北京环保投
诉举报咨询电话，
请工作人员帮助您直接查询。

红色预警停课将不再
“一刀切”

情况，实行错峰上下班；启动红色预警时，除错峰上
下班，
还可采取调休和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方式。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按照“总体措施
力度不减、重点措施细化加强、局部措施优化调整”
的原则，进行了修订。按照环保部要求，新预案根
据京津冀统一预警分级的要求，对空气重污染的预
警分级进行了调整。其中，蓝、黄两色预警的启动
条件不变，橙、红两色预警的启动各自增加了一个
“限定条件”
，
对污染物单日高浓度值提出了要求。

释疑

北京重污染应急预案为何一直在变？
昨天发布的新版《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
案》发布，已是 2012 年以来，北京市发布的第四个
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为何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
如此频繁地修订？
北京市环保局应急处处长王斌表示，空气重污
染应急预案几年来数次修订，一方面是伴随着对重
污染天气过程认识的不断深化、技术手段的不断进
步;另一方面，也是随着重污染天气特点的发展变
化、日常治理措施不断深化进行的必要调整。
王斌表示，
在 2013 年到 2015 年这段时间，
北京
的空气重污染呈现出
“持续时间较长，
但峰值浓度不
高”
的特点，
所以在 2015 年重污染应急预案修订时，
把重污染的持续时间作为重要指标，剔除了在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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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相关新闻
最新修订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昨
天公布，自今年 12 月 15 日实施。除了空气重污染
橙色及红色预警时，国Ⅰ、国Ⅱ车禁行外，北青报记
者了解到，新修订的预案中，空气重污染预警将采
用京津冀地区统一标准，考虑了污染物单日高浓度
值的因素。同时，启动红色预警时的停课措施将不
再“一刀切”了，由区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属地情况安
排，可以采取弹性教学或停课的防护措施。就企事
业单位而言，启动橙色预警时，可根据空气污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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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上的要求。而最新修订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
应急预案》，在预警分级上，又重新对峰值浓度提出
了要求。
此外，在预警措施上，四个版本的预案可以看
到应急措施在逐步加严。王斌表示，2012 年，应急
预案中，首先出台了对土石方施工的强制限制措
施。2013 年，
应急预案中提出红色预警启动时机动
车单双号限行。而在今年最新修订的预案中，对高
污染排放机动车的限行措施提前至“橙警”，橙色预
警启动，
国Ⅰ、国Ⅱ车率先停驶。
“未来随着重污染形式、特点的变化，以及日常
治理的深入，
不排除还将继续修订预案。
”
王斌称。
本版文/本报记者 王斌

新预案的另外一个重要变化，是将现行预案
中启动红色预警，中小学、幼儿园“一刀切”式的
停课调整为“差别化”对待。据了解，由于北京南
北空气质量差异较大，常常南部地区深陷重度污
染时，北部个别地区却只是轻度，甚至仍处于良
好水平的情况。因此，新预案综合考虑地区空气
质量差异、学校教学条件以及学生停课涉及的家
长看护、教学安排等多方面因素，将统一停课措
施调整为由市、区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属地实际情

况，指导中小学、幼儿园，采取弹性教学或停课的
防护措施。
另外，对企事业单位来说，启动橙色预警时，可
根据空气污染实时情况，实行错峰上下班；启动红
色预警时，除错峰上下班，还可采取调休和远程办
公等弹性工作方式。
据了解，红色、橙色预警原则上提前 24 小时发
布，
特殊情况至少提前 12 小时发布；
黄色、蓝色预警
根据空气质量预测情况及时发布。

新旧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预警启动条件对比
等级

旧版

新版

蓝

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 1 天（24 小时）

预测未来将出现 1 天重度污染

黄

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 2 天（48 小时）

预测连续 2 天及以上出现重度污染

橙

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 3 天（72 小时）

预测连续 3 天出现重度污染，
其中 1 天达到严重污染

红

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 3 天以上
（72 小时以上）

预测连续 4 天及以上出现重度污染，
其中 2 天达到严重污染；
或单日空气质
量指数（AQI）达到 500 及以上，
且将持
续 1 天及以上时，
也要启动红色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