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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蓝天“难”
上天

梅克保在质检总局保密委全体会议上要求

切实提高保密工作
科学化法治化水平

——两会代表共商“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
“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
两会质量话题
两会
质量话题
□ 本报记者 徐建华
“今天早晨我拉开窗帘，看到几抹朝
霞，心里充满了感动。”3 月 4 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大会新
闻发言人傅莹回答媒体提问时说。
“到了环保部，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
是看天。”3 月 7 日，刚刚履职的环保部部长
陈吉宁在记者会上说。
起床第一件事：抬头看天。不仅仅是
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很多中国的老百姓
生活中同样如此。全民对蓝天白云的期
盼，也让环保话题成为了今年的两会热点
话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
议活动时明确表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
能下不为例。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
铁腕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
理同样掷地有声地宣布，今年要“打好节
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
两会代表们认为，要“打好节能减排
和环境治理攻坚战”，最重要的是必须“铁
腕治霾”，发挥法规、标准的“硬约束”作
用，从提升煤和油的质量入手，全民共同
行动，
让蓝天不再“难”上天。

利用 30~40 年克服的雾霾难题，我的看法
是，
中国的雾霾治理不用那么久。”
今年全国两会上，与环境有关的问题
格外受关注。
“ 河北为了解决结构调整和
大气污染问题，做出了巨大努力，付出了
巨大代价。走绿色崛起之路已经成为全省
共识。”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委书记周本
顺说。3 月 9 日，河北代表团开放团组讨论，
雾霾治理成为最热话题，11 个问题中有 4
个与之相关。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海南、
湖南等多个代表团的开放日上。
钟南山认为，中国治理雾霾“不出
10 年就能看到效果”。前提是“政府必须
痛下决心”，要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
染之间的平衡，协调好局部利益和全局
利益的平衡，然后各行各业都行动起
来，提升煤炭和汽油的质量，提高环保
部门的执法权，加大处罚力度，雾霾就
一定能治理好。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顾逸
东认为，过去一些地方政府过于重视 GDP
增长，对环境影响后果认识不足。治理雾
霾的当务之急，首先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发
展和环境污染两者的关系，合理调整能源
结构乃至经济结构。
正如陈吉宁所言，
“ 我们每个人都是
雾霾的受害者，也是雾霾的制造者，环境
污染治理是每个人的责任”。许多代表认
为，治理雾霾应该从绿色出行等小事做
起。

“中国治霾不需要 30 年”

法规标准要敢
“露牙齿”

2015 年，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
3 月 5 日下午媒体见面会上，全国人大 保法》正式实施。
“我们要让它成为一个有
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甫一落座， 钢牙利齿的‘利器’，关键在于执行和落
就开门见山说治霾：
“ 伦敦等国际城市曾 实。”陈吉宁的答复，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

认同，要想让环保法律硬起来，首先就要
敢于“露牙齿”
。
“严格环境执法，对偷排偷放者出重
拳，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对姑息纵容者
严问责，使其受到应有的处罚。”李克强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对此做出了强硬
表态。
顾逸东指出，过去环保部门在执法
中存在一定困难，使得环保法的执行不
尽如人意。新 《环保法》 实施后同样也
要面临这个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公
众的共同努力。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劲牌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吴少勋表示，要像反腐一
样，重拳整治企业环境污染问题。“环境
执法要与企业的生存挂钩，与官员的考
核挂钩。
”
除了法律的“牙齿”，标准对环境质量
的“硬约束”同样很重要。全国人大代表、
青海省质监局副局长朱台青就认为，无论
是淘汰落后产能，还是提升环保产品质
量，标准在环境治理和节能减排方面可以
发挥重要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
行行长杨子强建议，尽快修订《大气污染
防治法》，将 PM2.5 等作为约束性指标纳
入其中。同时应制定修订重点行业污染排
放标准，明确违法排污及治污不力的法律
责任。
“ 目前我国对雾霾治理指标约束不
够 严 格 ，有 指 标 、难 落 实 的 问 题 较 为 突
出。”他说。

油品升级再
“加速”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推广新能源汽车，治理机动车尾
气，提高油品标准和质量，在重点区域

重点城市全面供应国五标准车用汽柴
油。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兰州石化
公司总经理李家民认为，对于炼油企业
来说，油品升级意味着必须改进工艺和
进行设备改造才能达到新标准的要求，
对于这次升级，他所在的企业“一直就
在准备”。他表示，“我国的油品升级将
会加速，这与社会的期盼和环境治理提
出的更高要求相吻合”。
2013 年 12 月 18 日，车用汽油国五标
准正式发布实施。目前，北京、上海及江苏
等地，已经正式实施了相当于国五标准的
地方汽油标准，而对于全国其他大部分地
区来说，去年才开始实施国四标准。按照
升级“时间表”，2018 年 1 月 1 日，我国将全
部进入“国五时代”
。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绍兴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车晓端建议，我国应该强制推广
使用更高品质的汽油产品，从源头上减少
大气污染的产生。
“ 在北京、上海、浙江等
重度污染地区率先使用以异辛烷为添加
剂的清洁汽油，然后在全国其他地区推
广。”她说：
“ 可以进一步完善油品控制标
准，鼓励并加快实施、推广、使用高于国五
标准的欧Ⅴ标准或美国标准，严格控制汽
油中烯烃、芳烃含量，加快推广使用清洁
汽油。”
“积极治理汽车尾气污染，可以多管
齐下：提高油品等级，统一使用国五标
准汽柴油，提高汽柴油的燃烧率；提高
尾气排放环保标准，建议政府把轻型机
动车尾气排放标准统一提高到欧Ⅴ；对
目前达不到要求的在用车辆加装尾气过
滤装置；严禁尾气排放不合格的车辆上
路。”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掌门人”
宗庆后如此建议。

应将品牌发展纳入
“十三五”规划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理事长刘平均
整也不科学。
经过中、美、德等国 3 年多的努
力，去年 1 月，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管
理局批准组建了 ISO/TC289 品牌评价技
□ 本报记者 朱祝何
术委员会，中国为秘书国，秘书处设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加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按照国际公认的
强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这是政府工作
评价标准，品牌应包含质量、服务、技
报告首次提出品牌建设。”全国政协委
术创新、有形资产、无形资产 5 个要
员、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理事长刘平均
素。
刚一落座，便举例说明中央、国务院对品
说到品牌价值评价的 4 个创新点时，
牌建设的高度重视。
刘平均特意提高了语调。在他看来，企业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经济专委
产品如果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品
会专门提出了《实施品牌战略，推动中国
牌就难以走向国际高端，而评价品牌价
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提案，有望被确
值同样需要创新。
定为重点提案，重点督办。
据介绍，4 个创新点包括品牌价值评
“中小微企业自主创新的最终目的，
价机制、产品品牌评价、区域品牌评价及
是要打造自己的品牌。”刘平均结合当下
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以区域品牌评价为
本报记者 王 嘉 摄
热点话题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
例，将重点围绕农产品地理标志、知名品
品牌经济的大格局，国际市场竞争从价 意识，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另 牌示范区和服务业标准化示范试点 3 类
格、质量和技术标准，提升到品牌竞争。 外，目前一些国家所谓的品牌价值评价 区域开展品牌培育。
“比如说韩国，三星、现代、LG 这三大国际 机制、评价方法，还有缺陷。”刘平均说，
“这是第三次的中国品牌培育，我们
知名品牌，就支撑了韩国经济的半壁江 各国的品牌价值评价主要基于有形资产 要打造百年品牌，不能再失败了，再失败
山还要多。”
一个指标，不分产业、不分行业，只是“大 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刘平均盯着记者的
“我国之所以缺少国际知名品牌，一 排队”。而且各国的评价机制和评价方法 眼睛，严肃地说，我国的品牌建设经历了
是由于我国的品牌建设、品牌发展、品牌 不一致，缺少统一的国际标准规范，不完 上世纪 80 年代及 2008 年两次较为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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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击，一直难以找出一种好的机制来
集聚品牌力量、引导消费。标准化的品牌
价值评价，就是要传递品牌正能量。最关
键的是，可以解决困扰我们已久的企业
诚信问题。
很多人希望标准化的品牌价值评价
能发挥对企业的引导激励作用。比如，
连续 3 年位居品牌价值评价发布榜前 30
名，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知名品牌；处于
前 10 名的，自然而然成为国际知名品
牌。
“不是刻意评出来的，是在市场竞争
中自然产生的，要被消费者认可。”刘平
均建议将品牌战略列入国家重大战略发
展规划，将品牌发展纳入国家“十三五”
规划。
刘平均说，未来 10 年，我国要在第
一二三产业打造 800 个左右的国际知名
品牌，目前已向国家发改委正式申报了
品牌价值提升工程。“去年我们已发布
20 个国家标准，今年还将发布 10 个左
右，形成我国品牌价值评价的标准体
系。力争用 3 年左右时间，形成 10 个左
右的国际标准，最终实现对世界各国品
牌价值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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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 可）3 月 12 日，质检总局在京召
开保密委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中央保密委全体会议
和全国保密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 2014 年度保密
工作，安排部署 2015 年度保密任务。质检总局副局
长、党组副书记、保密委主任梅克保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务实进取，
不断提高质检保密工作科学化、法治化水平。
梅克保指出，在过去的一年中，质检系统各单位
和各级保密工作者面对繁重的质检改革发展任务，认
真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保密工
作各项要求，着力完善制度、加强管理、落实责任，在
定密管理、保密宣传、网络管理、监督检查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促进了质检保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不断提升，有力地服务和保障了质检中心工作。
梅克保就进一步做好质检总局保密工作，
提出了 3
点要求：
一是切实增强忧患意识，
深刻认识当前保密工作
形势。当前保密工作呈现出
“尖锐复杂期、
转型升级期、
战略机遇期”
的
“三期叠加”
阶段性特征，
保密工作者要看
到挑战、
看到变化、
看到机遇。二是切实增强进取意识，
统筹做好各项保密工作。继续抓好定密、
网络保密、
涉密
人员
“三大管理”
；
认真做好保密的经常性、
基础性工作，
突出抓好要害部门部位的管理，
不断强化监督检查，
努力
提高技术防范水平；
大力推进涉密网络建设。三是切实
增强责任意识，
不断加强对保密工作的领导。严格执行
保密工作责任制，
加强保密队伍建设，
狠抓工作落实。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2015 年质检总局保密工作要
点》。质检总局保密委成员，保密办成员，认监委、标
准委、总局各司局、信息中心、服务中心、干部教育中
心的保密工作联络员参加了会议。

质检总局等九部门
推进建材市场专项整治

本报讯 （记者何 可）3 月 11 日，质检总局、发展改
革委、公安部、环保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工商
总局、林业局、能源局召开部际协调会议，研究在经济
新常态下推进全国建材市场专项整治工作。
会议要求，
9部门将继续推动化解钢铁、
水泥、
平板玻
璃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矛盾；
实施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
政策；
对污染物排放超标建材企业实施限产、
停产等措施；
督促企业淘汰落后设备、
工艺和技术。有关部门还将严厉
打击非法生产
“地条钢”
和用
“地条钢”
轧制建筑用钢材违
法犯罪行为，
对违法企业和窝点实施停、
限电措施。质检
总局将把打击地条钢列入
“质检利剑行动”
中进行部署。
会议决定，加强对装饰装修材料、涂料、电线电缆、
水龙头等涉及民生产品的执法检查。严厉查处无证生
产、无照经营、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制售或在工程
中使用假冒伪劣装饰装修材料的违法犯罪行为，并组
织对建筑工程质量进行督查。
据悉，
9 部门将联合组织对建材生产集中区域进行
梳理，确定一批全国整治的重点区域，督促地方开展整
治；联合行业协会，明察暗访一批建材违法生产企业和
窝点，组织集中打击查处；督促建材交易市场开办者落
实市场管理责任，推动相关行业协会、商会和商贸流通
企业围绕产品质量开展
“诚信经营”
示范创建活动，
始终
保持对制售假冒伪劣建材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
据介绍，
9部门将坚决打击
“瘦身钢筋”
、
劣质墙体材
料、
电线电缆以次充好、
人造板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等违法
犯罪行为。并将对已开展
“区域整治”
的产品，
如河南长葛
的卫生洁具、
河北博野的涂料、
辽宁太子河的防水卷材、
安
徽无为、
河北宁晋的电线电缆等进行
“回头看”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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