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现蓝天：治霾加速  

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 

2014年 9月 18 至 19 日 

背景  
中国当前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的大气污染问题，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寻求快速而高效的解

决方案来改善空气质量。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不仅仅要减

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更关键的是完善相关政策和建立严格的环境执法体系，从根源上减少

化石燃料的使用来推动空气质量改善。 

目的  
1. 建立大气污染污染防治共识，推动大气污染治理相关的国家战略、政策及法规的出
台。 

2. 分享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实施进展，提出大气跨界污染及区域空气质量管
理的政策建议。 

3. 推动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控制。 
4. 推动加强空气质量改善行动的执行力，提出评价标准。 
5. 建立各参与方的交流与合作机制。 
6. 分享国际经验并推动机制与技术创新。 

 
本次研讨会由以下机构合办：保尔森基金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能源基金会、

能源创新 - 政策和技术有限公司、及儿童投资基金会，及中国清洁空气联盟（后附上以上
机构的背景资料）。 

 

  



	   	  
	  

会议议程  
 

9月 18日  
会议室：瀛台厅 
 
8:30 签到 

 

上午主持人   
• 赵立建，能源基金会中国环境管理项目主任 
• 迈克尔·沃尔什（Michael WALSH），机动车污染控制国际专家，国际
清洁交通委员会创始董事会主席 

9:00 
 

致辞欢迎、介绍会议的战略意义  
• 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 柯凯丽（Ellen CARBERRY），保尔森基金会董事总经理 
• 王建盛，能源基金会中国总裁 
• 何豪（Hal HARVEY），能源创新 - 政策和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9:20 
主旨发言  
• 张工，北京市副市长 
• 舒长云，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 

9:50 

第一节：空气质量管理宏观战略  
1.1.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与展望 
• 郝吉明，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清洁空气联盟指导委员
会主席 

1.2.美国及加州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历程和经验 
• 理查德·科瑞（Richard COREY），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执行官 

10:50 茶歇 

11:10 

第二节：《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进展及建议  
2.1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 
• 柴发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2.2. 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经验 
• 大卫·霍金斯（Dave HAWKINS），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气候项目主任 

2.3. 讨论：《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建议 
12:30 午餐 （二层 凯菲厅） 

 
下午主持人   
• 张瑞英，能源基金会中国副首席代表 
• 何豪（Hal HARVEY），能源创新 - 政策和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1:30 

第三节：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进展（国家政策）  
3.1.《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评估考核 
• 杨金田，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总工程师 

3.2.可持续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实施工具 
• 罗伯特·霍巴特（Robert HORBATY），ENCO Energie-Consulting AG
创始人兼项目主管 

3.3. 地方空气质量管理实施框架：十原则 
• 赵立建，能源基金会中国环境管理项目主任 

3.4. 空气质量管理及评估工具介绍 
• 解洪兴，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主任 

3:00 茶歇 

3:30 

第三节（续）：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进展（京津冀地区）  
3.5.综合的区域空气质量计划体系 
• 凯瑟琳·威瑟斯彭（Catherine WITHERSPOON），前加州空气资源委员
会执行官 

3.6. 京津冀能否实现 2017年 PM2.5改善目标？---政策评估及建议 
• 张强，清华大学教授 

3.7.讨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建议 
5:00 会议结束  
6:30 晚宴 （地下二层君府厅 3号） 
 

 
 
 
 
 
 
 
 
 
 
 
 
 
 
 
 
 
 
 
 
 
 



	   	  
	  

9月 19日  
会议室：宴会厅 – 2 
 
8:30 签到 

 
上午主持人  
• 林江，能源基金会中国，中国战略和分析高级副总裁 
• 理查德·科瑞（Richard COREY），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执行官 

9:00 
主旨发言  
PM2.5减排的经济政策和绿色金融政策 
• 马骏，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9:25 

第四节：主要行业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策略  
4.1.协同控制综述：大气雾霾、低碳与 能源结构调整   
• 姜克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4.2.电力 
煤炭总量控制的碳减排协同效应分析---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
2017） 
• 刘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部主任 

10:15 茶歇 

10:25 

第四节（续）：主要行业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策略  
4.4. 交通 
中国空气质量：交通部门协同控制的机遇与挑战 
• 迈克尔·沃尔什（Michael WALSH），机动车污染控制国际专家，国
际清洁交通委员会（ICCT）创始董事会主席 

中国移动源污染控制挑战与对策 
• 丁焰，环境保护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副主任 

4.5. 协同控制规划的工具及应用实例 
• 毛显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4.6. 讨论：协同控制措施 
12:00 午餐（地下二层君府厅 3号） 

 

下午主持人  
• 杨朝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前环保部核安全总工程师 
• 凯瑟琳·威瑟斯彭（Catherine WITHERSPOON），前加州空气资源委
员会执行官 



	   	  
	  

1:30 
 

第五节：法规、执法及体制改革  
5.1. 法规、执法及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 
• 肯·马克威治（Ken MARKOWITZ），国际环境法规与执行组织常务
董事 

5.2 法规、执法及体制改革的思考 
• 吉姆·楞次（James LENTS），国际可持续发展系统研究中心主席 

5.3 政策实施与法规执行研究---以淘汰落后产能为例 
• 张春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5.4 点评：杨朝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前环保部核安全总工程师 
5.5 讨论：标准与指标 

3:00 茶歇 

3:15 

第六节：圆桌讨论：加速空气污染防治进程  
主持人：  
• 解洪兴，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主任 
• 赵立建，能源基金会中国环境管理项目主任 

4:00 未来需求以及下一步计划 
• 何豪（Hal HARVEY），能源创新 - 政策和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4:20 会议结束  

合作伙伴背景  
 
保尔森基金会（Paulson Institute, PI）是一家位于芝加哥大学的独立、非党派机构。我
们的工作基于以下原则：只有中美两国互补协作，才能应对当今最紧迫的经济和环境挑战。

保尔森基金会在美国和中国设有办公室，合作伙伴遍布全球，是一个“知行合一”的智库。

我们的使命是推动全球环境保护及中美两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并加深两国的相互了解。

保尔森基金会成立于 2011年，创始人是美国第 74任财长及高盛前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
森。保尔森基金会致力于通过项目、倡导和研究，推动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CCIEE）
是由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创立的国际性经济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机构，是集中经济研

究领域高端人才并广泛联系各方面经济研究力量的综合性社团组织。 
 
能源基金会中国（Energy Foundation China, EFC）于 1999年在北京成立，是从事中国
可持续能源发展的非营利公益组织，其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能源基金会中国的宗旨是推

动能源效率的提高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帮助中国过渡到可持续能源的未来。通过资助中

国的相关机构开展政策研究、加强标准制定，推动能力建设和传播最佳实践，助力中国应

对能源挑战。在空气污染防治方面，能源基金会支持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地方实施，支持固

定源、移动源等污染源应对策略的制定，以及推动机构建设和能力提升，包括支持设立了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一个由 30多家机构和 50多位专家参加的推动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平
台。 



	   	  
	  

能源创新  - 政策和技术有限公司（Energy Innovation LLC, EI）是一间专注于能源和环
境的政策和技术的企业。其负责人，何豪（Hal HARVEY）先生，致力于对中国的政策问
题已有 15年之久。 
 
儿童投资基金会（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 Foundation, CIFF）儿童投资基金会是一
个独立的慈善机构，旨在通过达到大规模及可持续的影响来改善发展中国家儿童的生活。

2009 年，儿童投资基金会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儿童的影响尤为巨大，成立了气候变化专项
项目来支持这方面的工作。目前涉及到的工作重点主要有气候智能型城市化发展、能源转

型及土地利用和可持续农业等。同时，儿童投资基金会也意识到降低空气污染是实现温室

气体协同控制有效的驱动力。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Clean Air Alliance of China, CAAC）由十家中国清洁空气领域的核
心科研院所共同发起，拟为中国的省市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一方面以推广国内外先进的

理念、经验、技术、工具；另一方面，加强省、城市以及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协作。联盟

的目标是支持中国的省和城市改善空气质量，减少空气污染对公共健康的危害。联盟的参

与方包括科研院所、相关省市、以及关注清洁空气的公益机构和相关企业等。联盟由指导

委员会指导工作，并下设秘书处开展日常的管理和协调工作。 
 
研讨会成果  
研讨会报告包括： 

1. 大气污染防治核心原则。 
2. 各行业大气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措施总结。 
3.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和执法指标体系。 
4.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的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