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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回应“蓝天保卫战怎么打”

高压执法 去年罚款66.3亿元

责编 张旭杰
版式 詹红霞
校对 高利平

热点访谈

焦点

污染防控
冬季大气污染治理措施
仍需加强

对于一些地区秋冬季节重污染天气频
发的状况，陈吉宁解释说，空气质量主要受
两个变量影响，一是污染物排放量，二是气
象条件。在冬季更容易形成静稳天气的条
件，所以冬季的环境容量比较低。但冬季
取暖又会增加污染物排放量。“这一减一
增，导致了冬季频繁出现重污染天气。”

他说，“大气十条”实施三年多来，空气
质量变化显著。2016年，74个重点城市
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30.6%。除
北京外，所有控制PM2.5的地区，都减少了
30%以上。他同时承认，冬季取暖的污染
改善程度并不大。2016年，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取暖季的PM2.5平均浓度与

2013 年 相 比 分 别 下 降 9.6% 、36.5% 、
26.6%。除京津冀之外，其他地区环境质量
有比较大的改善。

对京津冀重污染频发问题，他表示客
观原因是去年入冬以来，全球出现了普遍
的气候异常现象，污染物扩散条件是多年
来最不利的一次，多个国家都出现了严重
的空气污染问题。北方地区去年冬天是一
个大暖冬，不利于污染物扩散，不仅增加污
染物积累，且推高了PM2.5浓度。

他说，主观原因是针对冬季的污染防
控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今年大气污染
治理工作很多就是针对冬季供暖问题的，
要把已经部署的工作抓实、抓细、抓好。

“我们是在一个高污染排放量的情况
下来改善环境，不可能一蹴而就。”陈吉宁
指出，既要打好攻坚战，又要打好持久战，
但“一定会比发达国家解决相同问题的时
间更快”。

环保执法
保持高压，
中央环保督察将实现全覆盖

新环保法2015年正式实施。陈吉宁说，
总的看，环境守法的态势正在逐步形成。如
从严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去年各级环保
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12.4万余份，罚款
66.3亿元，比2015年分别增长28%和56%。

他指出，环保执法存在四方面问题：一
是有些制度还不健全，个别条款需要进一
步完善。二是部分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
门环境保护的职责落实不到位，层层传导
的压力不够。一些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法
落实任务的分工不明确。环保法规定的部
门职责只有一半在环保部门；大气污染防
治法中，环保部门的职责只占三分之一，所
以下一步要明晰各部门的责任，才能更好

地落实环保法。同时，还存在企业环保的
主体责任仍然落实不够以及环境执法能力
不足的问题。

下一步，环保部将继续保持执法的高
压态势，继续开展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年活
动，加强基层执法能力建设，完善相关的法
律法规，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就是要通过
不断地查处，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保持
高压态势，把环保法落到实处。”他说。

今年我国还要完成对15个省份进行督
察，实现中央环保全覆盖，还要对一些问题
突出的地方不定期开展专项督查和“回头
看”。目前，24个省份出台了省级环境保护
督察方案。中央和省级两级环保督察的大
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推动形成上下同欲、同
向发力、协调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此外，陈吉宁表示，全国人大已经把土
壤污染防治法列入了今年的立法计划，环
保部也正在抓紧制定相关标准。 据新华社

许家印委员：
因地制宜

做好产业扶贫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

席许家印委员说，贫困
群众的主要生产资料是
土地和劳动力，只有依靠
发展产业，把贫困群众的
土地和劳动力转化为家庭
收入，才能实现永久脱贫。

“我认为产业扶贫有
三个关键点：一是成立合
作社，二是因地制宜地发
展产业，三是引进上下游
企业。”许家印说。

“怎样做好产业扶
贫？”许家印发言时自问
自答阐述“秘诀”。首
先，成立合作社。因为
有的贫困群众基本没有
劳动能力，还有的缺资
金、缺技术等，合作社可
以把他们组织起来，通
过土地入股、分红，以及
力所能及的劳动获得收
入。其次，发展产业一
定要因地制宜。“此外，要
引进上下游企业。”许家
印表示，农产品市场经常
波动起伏，引进农业上下
游企业，有利于在产前根
据市场指导生产；产中提
供生产资料，帮助生产管
理、提供技术服务等；产
后上门收购，并销往市
场，形成供产销一体化的
产业经营模式。

李彦宏委员：
人工智能可能
超越互联网带
来的革命

“人工智能很有可
能是超越互联网意义上
的一个革命。”百度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
彦宏委员说，“过去互联
网发展迅速主要由于我
国的人口红利，当人口红
利逐步消失，互联网自身
的发展要靠人工智能。”

李彦宏认为，人工
智能会影响社会、生活、
文化等方面，对于实体
经济也将有巨大影响。
在他看来，近年来物联
网之所以没有发展起
来，是因为“物”仅仅连
上网，数据回传是不够
的，必须得让这些“物”能
够跟人进行自由交流，让

“物”能听懂人话。
针对之前其他委员

谈到的养老话题，李彦宏
举例说，人工智能在养老
方面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现在已经有企业研发出
陪伴机器人，已经可以与
人进行简单交流。

李彦宏认为，我国
在人工智能研究上并不
落后。就人工智能研究
而言，数据越多、越容易
获得，就越容易做出好
的研究成果来，在这方
面我国很有优势。

李彦宏还表示，有人
认为民营企业只看眼前利
益，不看长远利益，这是偏
见。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
并不差，很多企业也愿意
在研发上进行投入。“民营
企业可以参与国家工程实
验室等重点研究工作，甚
至能牵头去做一些重点科
研项目。” 据新华社

年龄最小全国人大代表铁飞燕

五年时间证明 90后“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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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保卫战怎么打？环保执法“偏软”问题是否改善？我国土壤污染状况究竟怎样？……环境保护部部长
陈吉宁9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就生态环境保护的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履职履职
建议国家为留守儿童建档

从201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每
年两会都会关注留守儿童，今年也是如此？

铁飞燕：今年的建议是从国家层面
上出台政策，为全国留守儿童建议成长
档案，随时更新他们的状态。

留守儿童成长档案包含哪些内容，
建立这个档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铁飞燕：在这份档案里，首先是留
守儿童的家庭状况，包括父母在外务工
的情况，儿童是由谁监管，居住条件，家
庭收入等。还要包括在学校里面的学
习状况、学习环境以及和同学之间的相
处表现等。

总体概括起来就是一份留守儿童
完整的成长档案。这个档案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更精准地判断这个孩子是缺
物质关怀还是缺心理陪伴、缺少关爱。
它能让我们的社会组织更为精准地参
与到留守儿童的帮扶活动当中。

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关注留守儿童，
是和你的自身经历有关吗？

铁飞燕：有。一个是为人父母，从
一个母亲的角度关爱这些孩子。第二
个是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生长在农
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就出现在我身边。

责责任任
人大代表更是一种责任

你怎样看待人大代表这一身份？
铁飞燕：很多人都说人大代表是荣

誉，但在我看来它更是一种责任，是传
递老百姓所思、所盼、所想、所感的一个
神圣而光荣的职务。

当选人大代表之后，有没有人来找
你反映一些问题？

铁飞燕：有，很多，各个方面的问题
都有。比如，有的老人觉得城市里电动
车太多了，占用了人行道，出去散步不
方便，就想通过我去传达他们的请求，
要政府重视一下……

反映的这些事情中，有没有得到解
决了的？

铁飞燕：有，帮他们解决过的一个
有关“撤点并校”的事，地点在云南昭通
市彝良海子镇的骑龙小学。

每年做调研的时间大概是多久？
铁飞燕：我每年下农村、下基层去

调研至少要用一个月以上。平日因为
还有工作，我都是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做
调研。我们还有一个支教者团队在昭
通，在寒暑假的时候，都会坐在一起讨
论调研情况。

这个团队大概有多少人？是你组织
的吗？

铁飞燕：是我组织的，有30多人，在
昭通进行支教，这些志愿者都是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的学生，支教行动从2013年就
开始了。

家家风风
能决定一个孩子未来命运

大家知道2010年你曾在绵阳勇救
落水工人，这个举动跟家庭的教育有关
吗？家里对你的教育是怎么样的？

铁飞燕：我父母是文盲，他们对我
讲不出太多的大道理，但他们会以最朴
素的举止来影响我教育我。比如说家
里来了客人，我妈妈就会提醒我们要赶
紧毕恭毕敬地打个招呼，如果她提醒
了，我还不打招呼，等到客人一出门，就
会被妈妈斥责，类似这些吧。

父母从小就对我们这一块特别严
格，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那种传
统而质朴的为人处事。

这就是现在说的“家风”了，你对
“家风”是怎么理解的？

铁飞燕：我觉得“家风”是能决定一
个孩子未来命运的。父母就是孩子最
好的老师，所以我们经常说，看到一个
孩子就能看到一个家庭的缩影，实际上
很多时候，父母的言行、家庭的状况对
一个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
平 实习生 周梓莹

她是年龄最小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
在17岁的时候就当了“妈妈”。

她还在到四川绵阳旅游时见义勇为救
下一名落水工人，成为绵阳的“荣誉市民”。

她就是铁飞燕，出生于1992年的她已
经连续5年将议案聚焦留守儿童。今年是
她履职的第五年，铁飞燕希望能从国家层
面为全国留守儿童建档立卡。

在3月8日的采访中，铁飞燕还谈到了
“家风”，“我妈妈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但她通过自己的言谈举止，把尊老爱幼这
些礼仪都教给了我们。”

回应质疑
“大家不再关注我的年龄，
而是议案”

在2013年铁飞燕第一次参加两会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就专访过她，时间也
是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

当时飞燕说，她没想到20岁的自己能
选上全国人大代表。她也知道网上有很多
人质疑她。“我觉得有质疑很正常。”铁飞燕
说，80后当选人大代表时就有很多人质疑，
而当90后刚步入社会时，也会有很多误
解。“其实我们这一代只是和老一辈人在观
念和表达上不一样而已，但我们都爱这个
国家，也关心国家的大小事务。”

铁飞燕说：“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90后
成为人大代表。我希望我能证明90后是值
得信赖的，是有担当和责任感的。”

“这几年以来，尤其是今年，大家不再
关注我的年龄，而是关注我的议案，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转变。”在履职的第五年，铁飞
燕说，“对90后代表的质疑也好、对履职能
力的怀疑也好，我想在这五年当中我已经
用实际行动进行了回应。”

四川缘分
勇救落水工人，
成为绵阳“荣誉市民”

云南姑娘铁飞燕的故事很多，比如17
岁就当“妈”了。

2009年，铁飞燕捡到一个弃婴，当时她
没工作也没结婚，家里人不同意收养这个
孩子。把婴儿带到了派出所，却找不到亲
生父母，铁飞燕还是当起了“妈妈”。如今，
铁飞燕已经有了两个孩子。2016年因为待

产没能到京参加两会，不过她还是提交了
议案和建议。

铁飞燕还和四川有一段缘分。2010年
5月6日，铁飞燕和爸爸在绵阳旅游时，正巧
遇到安昌河上维修大桥的施工钢架被风吹
倒，有数名工人掉落水中。听到有人呼救后，
铁飞燕跳入水中，并救起一名落水工人。为
表彰她，绵阳授予她“荣誉市民”称号。

部长的“狠话”
◎“我们是在一个高污染排放量的情况下

来改善环境，不可能一蹴而就。”陈吉宁指出，既
要打好攻坚战，又要打好持久战，但“一定会比
发达国家解决相同问题的时间更快”。

◎下一步，环保部将继续保持执法的高压
态势，“要通过不断地查处，对环境违法行为零
容忍，保持高压态势，把环保法落到实处。”

长年关注留守儿童
“我成长在农村，这是我身边的问题”

对
话

3月9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答记者问。新华社发

铁飞燕两会履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