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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QS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空气污染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环境挑战之一，其带来的健康影响已成为亚

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洲城市要应对的重要问题。2012年，西太平洋和南亚地区的户外空气污染问

APCAP

Asia Pacific Clean Air Partnership

AQM

Air Quality Management

BC

Black Carbon

CAAP

Clean Air Action Plan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地区办公室

CH4

Methane

联合组织两年一度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政府会议，与会各国环境部门建议组织

CO2

Carbon dioxide

方制定亚洲城市空气质量长期愿景，进而产出了《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

EI

Emissions Inventory

导框架》，为城市提供具体与实用的发展路线图，帮助城市充分发展空气质

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GHG

Greenhouse Gas

LTV

Long-Term Vision for Urban Air Quality in Asia

O3

Ozone

PM

Particulate Matter

PM10

Particulate Matter (≤ 10 micrometers in diameter)

我们衷心感谢各国环保部门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地区办公室对这一工作

PM2.5

Particulate Matter (≤ 2.5 micrometers in diameter)

的支持，也感谢来自不同机构的国际与亚洲专家为编制指导框架做出的贡

QA

Quality Assurance

QC

Quality Control

SA

Source Apportionment

SLCPs

Short-lived Climate Pollutants

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UN

United Nations

UNEA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Assembly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题造成了260万人过早死亡。2015年，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对400个亚洲城市
的PM10年均浓度数据调查显示，亚洲欠发达国家的70%城市空气质量都处于

不健康水平。

量管理能力，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亦承诺为实施指导框架的国家与城市提供支

Bjarne Pedersen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执行总监

持。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鼓励国家与城市政府以及利益相关方和公众运用指导框架
来增进对本地实施有效清洁空气策略的需求与挑战的了解。

献。
我们相信指导框架将在促进区域空气质量改善方面有所助益。

UNEP ROA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Pacific
USEPA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WHA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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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围绕亚洲城市所关注的优先问题，形成六个指导
领域。每部分均提供了空气质量管理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

空气污染目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环境健康风险诱因。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2012
年室内与环境（室外）空气污染共造成了全球700万人过早死亡。亚洲人口面临严峻的环境空
气污染问题，这已成为导致这片土地上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死亡排名第五或第六的风险因素。
其中，西太平洋与南亚地区的环境空气污染问题造成了超过260万人过早死亡。

指导领域 3：健康与其它影响

指标，以便识别改善空气质量需要采取的有效行动；此外

空气污染带来显著的健康及其他影响。增进对空气污染影

也描画了发展路线图与“进阶”建议。

响的了解能帮助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制定并纳入更多利
益相关方的参与。多利益相关方的管理方式能够有效地对

城市需要相应支持方能实施指导框架。2015年11月，首届

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管理，并带来公共健康方

亚太地区清洁空气伙伴关系联合论坛（APCAP）在曼谷召

面的重要协同效益。路线图为加强健康与其它影响的评估

开，大会向参会国家的环保部展示了该指导框架，并为框

能力提供了指导，指出需要加强暴露模型相关数据的可得

架实施补充设计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加强区域合作的知

性，确保建立健康数据跟踪系统与空气质量数据库。进一

识分享平台、能力建设活动以及部分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现

步，为健康影响评估提供了分步骤指导。

状梳理总结。其中能力建设活动为向城市提供适应他们需
求的培训课程，以实施指导框架与空气质量管理的关键内

环境空气污染主要的影响人群为占世界总人口50%以上的

发展阶段的指导。为了使亚洲国家在应对城市空气污染和

亚洲城市居民。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到2025年37座世

其它相关领域方面能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联合国环境规

界超大城市中将有21座都在亚洲。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仍在

划署和亚洲清洁空气中心联合组织两年一度的亚洲城市

继续，这会加剧空气污染带来的风险。而这很大程度上源

空气质量政府会议，并在此背景下开发了该指导框架，

于城市地区道路交通需求与机动车行驶里程的快速增长，

旨在为亚洲城市空气质量长期愿景（Long‐Term Vision,

也给新兴的亚洲经济体有限的能源供给增加了压力。如果

LTV）的实施提供可行的指导方法，愿景就 2030 年亚洲城

了解空气质量现状与公共健康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对于制

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不采取可持续发展措施，空气污染的

市的空气质量状况提出了设想。愿景与指标如下：

定/加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AAQS）和可持续的国家与地

影响会抵消增长带来的部分经济收益。但只要方针与政策
得当，空气污染治理措施同时可以产生减缓气候变化的协
同效益，并将二者之间的取舍权衡至最佳。应用协同效益
思路来应对空气与气候问题可以事半功倍，并帮助亚洲国
家识别并执行能够满足社会与经济发展需求的双赢策略。

愿景：健康城市，健康居民，
加强空气污染预防，实施有效
策略减少空气污染。

近年来，全球已经有不少呼吁减少空气污染行动的努
力。2014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呼吁各国政府“制定行动计
划，设立并执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以及“针对重点
污染源制定排放标准”。2015年召开的第六十八届世界健
康大会也着重探讨了空气污染问题，并通过了一项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决议——“健康与环境：应对空气污染的健康
影响”。这些关于空气污染问题的全球动议加强了区域与

指标：亚洲城市通过实施综
合的空气质量管理策略，在达
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指导
值标准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究为标准的制定提出了关键要点：标准需要不断回顾与更
新，并且相应加强支持标准制定与实施的空气质量监测系
统；为了达到标准应当编制清洁空气行动计划（CAAPs)
与其他相关行业/发展规划。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可持续的

指导框架的主要目标受众是国家和地区负责城市空气质量

年。最近的一些严重污染事件给世界与亚洲敲响了警钟，

改善的政策制定者与决策者。指导框架同样为空气质量管

并激励国家与地方政府发展和完善空气质量管理。

理的其它利益相关方（包括发展机构、私营部门、非政府
组织、其它民间团体、媒体和学术研究机构）提供相关信
息与建议。

为一个与用户同步发展的“成长型文件”，为空气质量管
指导框架的完成和实施是在空气质量管理战略框架下进行

指导领域 4：空气质量传播
空气质量传播旨在支持空气污染控制措施的有效实施，本
指导领域需要制定有效的传播策略，用于宣传并加强利益
相关方在空气质量管理各方面的参与。空气质量传播路线
图提出的措施包括：确保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可得性、利
用合适的传播渠道、进行空气质量预测与预警、与相关方
分享全面而易懂（非技术性）的信息。路线图还为空气质
量与气候变化协同效益传播提供了指导，强调在气候策略
的设计中如何包括空气质量效益特别是相关经济成本考
量，这样的思路可以用于说服相关方采取行动。

监测系统为模型模拟和健康影响研究提供支持，从而让风

指导领域 2：源清单与模型模拟
编制精确可靠的污染源清单非常关键，将其应用于模拟污
染扩散、源解析，可以更好地了解空气污染来源及特征，
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相关环境与发展规划和政策提供指
估排放现状与趋势并基于此形成或优化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在亚太地区，不少空气污染减排的区域行动已经实施多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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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至关重要。路线图基于国际与本地研

导。路线图为如何加强量化污染排放、确定污染来源、评

求。

理各个关键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与决策者提供适应他们不同

指导领域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监测系统

险暴露人群了解空气污染的影响。

国家行动，强调了通过合作与整合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需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指导框架）意在成

容。

的能力提供了分步骤指导。强调了通过测量与计算技术的
提升来建立精确可靠的源清单，加强受体模型分析能力的
重要性。本地化的扩散模型的开发应用非常重要，是走向
空气质量管理科学决策的关键一步。

指导领域5：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国家与城市都应当制定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通过法规加强
空气质量管理，最终改善空气质量。基于政府与利益相关
方对空气污染来源与空气质量现状的认识，清洁空气行动
计划路线图为其制定合适的政策与规定提供指导步骤。本
部分提供了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制定与实施的不同发展阶段
中的建议内容与案例分析。

指导领域 6：治理
亚洲国家与城市的环境与利益相关方都可以从好的空气质
量治理方法中获益。这些方法旨在促进有效政策的制定与
实施。本指导领域展示了提升空气质量治理能力的路线图
与分步骤实施建议，确保环境政策与措施的清晰性、可行
性、与可达性。形成好的政策环境使得措施实施的指令清

xiii
xi

楚、分工明确、机制安排得到，这对于治理空气污染来说
至关重要。

下一步：指导框架实施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在亚洲空气质量改善综合项目（IBAQ项
目）下，希望帮助亚洲国家与城市实施指导框架，包括建
立知识共享平台以加强区域合作、能力建设，以及部分城
市的空气质量管理摸底工作。能力建设活动还包括为城市
提供指导框架实施的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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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介绍

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在亚洲改善空气即可挽救生命，这样
的机会比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大。

空

气污染目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环境健康风险
诱因。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2012年室内与

环境（室外）空气污染共造成了全球700万人过早死亡
（WHO，2014a）。
环境空气污染主要的影响人群为占世界总人口50%以上的
亚洲城市居民（联合国 [UN]，2014a）。据联合国《世界
城市化展望》，截止2014年，28座世界超大城市（百万人
口以上的城市）中有16座都在亚洲。这种趋势还将保持，
因为该区域仍是世界经济主要的增长点。据亚洲开发银行
的预测，到2025年37座世界超大城市中将有21座都在亚洲
(ADB，2010)。
亚洲人口面临严峻的环境空气污染问题，这已成为导致这
片土地上发展中国家人口死亡排名第五或第六的风险因
素（Lim等，2012）。其中，西太平洋与南亚地区的环境
空气污染问题造成了超过260万人死亡（WHO 2014b）
。2012年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的一项研究对亚洲城市的PM10
年均浓度进行比较，发现70%的城市空气污染水平均为“
不健康”（ADB与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更新，2014）。
亚洲发展展望（ADB，

2014）预测亚洲经济整体仍将保

持增长，预计GDP增长率由2012年的6.1%将升至2015的
6.4%。持续经济增长、快速城市化带来城市地区道路交通
需求增长，以及机动车行驶里程相应大幅增加。这不仅增
加污染排放，也给有限的能源供给带来压力，主要为石油
与燃煤等化石能源。亚洲崛起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
度、也包括东南亚诸国将占2035年能源需求增长的90%（
国际能源署 [IEA]， 2013a）。
目前，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供给结构中约占80%）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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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大的空气污染排放源。预计2005年至2013年间，世界

联盟[CCAC]， 2014; UN Habitat，2011）。如果这种

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将增长57%，其中一半增长都是

趋势持续下去，不采取可持续发展措施（如寻求可替代能

由中国和印度贡献的（IEA，2013b)。而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

源），空气污染的影响会抵消增长带来的部分经济收益。

（GHGs）又占全部排放约70%（UN Habitat，2011）：CO2

但是，只要方针与政策得当就可能实现双赢，尤其在治理

作为最大宗的温室气体长期会使得气候变暖，其排放主要

空气污染与应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协同效益方面（专栏 1.1

来自于人为源；而短寿命气候污染物（SLCPs）例如黒碳

）。

（BC）则在短期内就能产生气候影响（气候与清洁空气

专栏 1.1 应对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协同效益
空气污染治理措施同时可以产生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效益，并将二者之间的取舍权衡至最佳。这一形势使得具有协
同效益的空气污染控制措施吸引了广泛关注。
应用协同效益思路来应对空气与气候问题可以事半功倍，帮助亚洲国家识别并执行能够满足社会与经济发展需求的
双赢策略。改善能源效率、节约能源、能源替代、碳捕捉和储存都可以带来CO2减排（美国环境保护局[USEPA],

2015）。Nemet等人（2010）调查了专家综述研究，发现对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空气质量效益进行经济价值估算的
结果表明：（以美元计的减少每吨二氧化碳带来的空气质量效益的经济价值，$/tCO2）在发达国家约合2-128美元/

tCO2，而发展中国家可达27-196美元/tCO2。针对BC、O3、 CH4与 氢氟烃（HFCs）等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的技术与

策略可能减缓短期变暖与降低空气污染水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12发布了一份报告，列出了16项措施，
如果在全球实施这些措施，每年能够减少近250万人口死亡，3200万吨农作物损失，到2040年降低全球气温0.5摄氏
度（UNEP，2012）。在亚洲，柴油机动车、生物质炉灶的BC减排和煤炭开采、油气生产、市政垃圾处置的甲烷减
排，能够带来最大的效益。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指导框架）意在成
为一个与用户同步发展的“成长型文件”，为空气质量管理
各个关键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与决策者提供适应他们不同发
展阶段的指导。
近年来，全球已经有不少呼吁减少空气污染行动的

快速增长中的亚洲经济体有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并经济

努力。2014年，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呼吁各

有效的改善空气质量，而这在发达国家曾花费了数十年。

国政府“制定行动计划，设立并执行国家环境空气

本文件系统的整合了空气质量管理的各个关键领域，可帮

质量标准”以及“针对重点污染源制定排放标准”

助国家和城市政府加强空气质量管理能力，从而为政策制

（UNEP，2014c）。2014年9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

定者与其他关心亚洲目前与未来空气质量的利益相关者提

国气候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达成一致，表示将在消灭

供空气质量管理方面的指导。

贫困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
（UN，2014b）。2015年召开的第六十八届世界健康大会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指导框架）意在成

也着重探讨了空气污染问题，并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

为一个与用户同步发展的“成长型文件”，为空气质量管

义的决议——健康与环境：应对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该

理各个关键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与决策者提供适合其不同发

项决议为成员国识别了13项措施，以在近期加强成员国及

展阶段的指导。

其城市减少空气污染、健康损害及气候影响的能力。这些
措施提出一系列行动方案，旨在使得公共卫生部门能够在
提高利益相关者对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的意识、制定减少
和防护暴露的导则、促成部门间的行动合作三方面发挥引
领作用（WHO，2015）。
这些关于空气污染问题的全球动议加强了区域与国家行

减少拥堵、鼓励非机动车出行模式（如自行车或步行）等交通减排措施也会带来空气质量改善效益（欧盟环境署
[EEA]，2012)。例如，英国医学期刊所载一项研究表明，巴塞罗那公共自行车项目“Bicing”使得当地约11%的城市
居民（超过182,000人）转向非机动交通出行，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锻炼机会。该项目减少了9,000吨CO2排放，并避

免了12人死亡（Kelland，2011）。

动，强调了通过合作与整合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需求，特
别是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地方。在亚太地区，不少空气污染
减排的区域行动已经实施多年。2014年11月在斯里兰卡首
都科伦坡召开的一次联合会议讨论认为，有必要将不同的
行动进行整合。该会议合并亚太地区清洁空气联合论坛咨

在做政策分析的时候不应忽视这一类协同效益，否则将高估措施成本，呈现出错误的结果，给决策者不全面的信
息。应对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在科学与政策方面达成更广泛的共识，进而促进应对行动的开展。

询会与第五届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政府间会议，由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亚太区域办公室（UNEP ROAP）与亚洲清洁空气

别设立了亚太地区清洁空气伙伴关系联合论坛（APCAP
Joint Forum）。
最近的一些严重污染事件给世界与亚洲敲响了警钟，使得
全球对清洁空气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也给改善亚洲的空气
质量带来了更大的契机。如果措施得当、技术可得的话，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指导框架》（指导框架）旨在为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长期愿景（Long‐Term Vision, LTV）
的实施提供可行的指导方法，愿景就 2030 年亚洲城市的
空气质量状况提出了设想。
愿景：健康城市，健康居民，加强空气污染预防，
实施有效策略减少空气污染。
指标：亚洲城市通过实施综合的空气质量管理策
略，在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指导值方面取得
重大进展。

中心联合举办。为应对各国急需采取行动解决空气污染及
其影响，以及执行UNEA与WHA决议的行动需要，会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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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目标受众
指导框架的主要目标受众是国家和地方上负责城市空气质
量改善的政策制定者与决策者。指导框架同样为空气质量
管理的其它利益相关方（包括发展机构、私营部门、非政
府组织、其它民间团体、媒体和学术研究机构）提供相关
信息与建议。

3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长期愿景
愿景：健康城市，健康居民，加强
空气污染预防，实施有效策略减少空气
污染。
指标：亚洲城市通过实施综合的空
气质量管理策略，在达到世界卫生组织
空气质量指导值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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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5) 传播：开展传播与公众意识提升的活动，获取空气质

1.1.2 开发过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地区办公室（UNEP

量管理的政治与公众支持。
ROAP）和亚

洲清洁空气中心联合组织两年一度的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政
府会议，指导框架的开发即为该会议讨论的成果。参加该
会议的亚洲国家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柬埔
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日本、韩国、老
挝、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缅甸、尼泊尔、巴基斯

(6) 政策：促进参与式决策，将空气质量管理设为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

表1.1 政府会议及其产出概览
政府会议

时间与地点

产出

第一届

2006年12月13-14日

会议建议制定长期愿景，以帮助亚洲国家空气质量管

印尼，雅加达

理的政策制定与项目实施。并鼓励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7) 空气质量管理财政：将空气质量管理视为紧急、必要
的拨款对象，保障其相关活动的资金。

与UNEP

(8) 治理：包括政策手段、机构设置与工作机制、资源、
定期审查、达标监测与执行监督、能力建设与培训。

ROAP编制亚洲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的长期愿

景文件。
第二届

坦、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与越南（按英文首

2008年11月12-13日

来自15个国家的环保部代表出席了会议，亚洲清洁空

泰国，曼谷

气中心与UNEP

ROAP起草了愿景文件。参会国家代

表传阅与讨论了文件草案。

字母顺序）。表1.1汇总了历届大会的基本信息。
第三届

第四次政府会议识别出亚洲在空气质量管理方面应优先考
虑的事项，并基于此归纳为六个领域（表格1.2）。当前亚

2010年11月8日

17个国家的环保部高级官员探讨了实现亚洲长期愿景

新加坡

的路径，并识别出优先领域：

洲国家的空气质量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总的来说，其管理
水平的发展速度跟不上应对城市发展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
的需求。指导框架为解决上述挑战提供了方向。每一章也
提供了相应的行动建议。

•

开展更多健康影响研究，为决策提供支持。

•

形成改善亚洲环境空气质量及其标准的路线图。

•

通过共享与规范空气质量数据库来优化资源。

•

发展区域空气质量管理机制（基于大气“流域”
）。

1.2 空气质量管理框架

•

促进协同效益相关政策与项目。

•

编制区域论坛、网络、国家机构概览，以促成区
域层面的合作。

指导框架的完成和实施是在空气质量管理战略框架下进行
的（图1.1），确保政府部门能够设定、达成、保持空气质

第四届

量目标，从而最小化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关键的空
气质量管理要素即包括制定、保持清洁空气目标（斯德哥

2013年11月6日

来自各国环保部的30名环境官员在会上同意开发指导

泰国，曼谷

框架，为实施长期愿景提供指导。

2014年11月17-18日

会上展示了指导框架初稿。与会代表认为指导框架对

斯里兰卡，科伦坡

亚洲城市有用，并且内容丰富，也提供了改善指导框

尔摩环境研究所 [SEI]， 2004）：
第五届
(1) 空气质量监测—监测结果用于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与加
严标准，建立质量控制与保障机制（QA/QC流程）

架文件的建议，并讨论了审阅和定稿的方式。最终确

，传播空气质量与协同效益；评估政策与措施的有效

定指导框架终稿在首届亚太地区清洁空气伙伴关系联

性。

合论坛发布，并在第六届亚洲城市空气质量政府会议
报告实施情况。

(2) 排放：包括了解排放来源及其污染贡献，基于此制定
短期、中期与长期的策略，编制源清单。
(3) 空气质量模拟：为更精准的空气质量预测提供更好的
基线数据；可用于评价污染物浓度（难以监测或监测
成本较高的污染物），也可推算污染物浓度。
(4) 健康、环境与经济风险的评估：加强与实施国家与地
方项目来实现更好的基准评估并制定更优的风险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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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指导领域概览
优先考虑领域

六个指导领域

制定/加强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提升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指导领域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监测

GA4：有效传播

编制（开展）/更新排放源清单，源解析及空气质量模拟

指导领域2：源清单与模型模拟

GA2：确定排放来源
及其污染贡献

建立空气质量水平、排放数据以及健康影响和社会经济成本之间的关系（

指导领域3：健康与其它影响

GA3：影响评估

包括气候变化）
通过清洁空气报告、空气质量指数向政府、其他相关机构与公众传播空气

空气质量
目标

指导领域4：空气质量传播

GA1：评价空气
质量现状

质量、健康及协同效益方面的信息，渠道包括移动与网页客户端等。
制定、执行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政策与措施（包括气候变化协同效益），

指导领域5：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指导领域6：治理

GA6: 回顾、评估
与改善清洁
空气行动
方案

GA6：法规框架、机构设置与资源

并评估其效果
治理包含了达标与落实监督、预算与财政、机构设置

GA5：编制与实施
清洁空气
行动方案

备注：GA=指导领域

图 1.1 空气质量管理框架
表1.3空气质量管理的各个阶段
阶段

1.3 指导框架结构
本报告主要围绕空气质量管理框架中的6个指导领域展开
（图1.1），每章包括：i）目标与关键概念概览，ii）城市
所处不同空气质量管理能力水平发展阶段的界定，iii）问
题与挑战分析，以及 iv）发展路线图与“进阶”建议。

1.3.1 空气质量管理的发展阶段
指导框架将具备不同空气质量管理能力的城市进行分类，
类别包括：不完善、发展中、逐渐形成、成熟和完善。这
些空气质量管理发展阶段的内容可以让城市清楚该评估哪

不完善
发展中

些关键点、他们处于哪个阶段并如何最终达到完善阶段。
不同阶段的特征被细化为一系列指标，包括数据、能力、
公众意识及参与、法规结构与框架（表 1.4）。

逐渐形成

指标
（几乎）没有空气质量管理的能力、政策、信息与机制。因为缺乏控制系统与机制，城市空气质
量在恶化。
空气质量管理的能力、政策、信息与机制不足。因而，空气污染程度较高并带来严重健康与环境
影响，形势稳定并可能逆转。
开始有空气质量管理行动、政策与传播，逐步规范化与系统化。在操作层面有部分数据可以获取
并使用，管理人员、利益相关方、支持机构/机制都具备了一定能力。
空气质量管理行动、政策、系统均常规化，用检查与监测系统作为保障信息准确的质量控制手

成熟

段。政策与治理系统包容性更强，并且可适用于国家与地方不同层级的需求。信息透明度尚可，
可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至更广的人群。通过有效的减排政策实现了空气质量改善。

指导框架的完成和实施是在空气质量管理战
略框架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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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管理行动、政策与程序均具备，确保政策可以持续实施，数据质量与科研结果可靠，通
完善

过不断的审查与监督程序持续改善已有政策，不断提升空气质量。具备公开透明的治理程序、法
规与框架支持并加强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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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长期愿景，指导框架提供了
包含空气质量管理的“进阶”（从一个
阶段发展到下一阶段）建议与行动路线
图。
1.3.2 指导框架路线图
长期愿景鼓励亚洲城市积极采取长期策略，并将其纳入改
善空气质量的计划（UNEP 与 Clean Air Asia， 2008）
。为了实现长期愿景，指导框架提供了包含空气质量管理
的“进阶”（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阶段）建议与行动路
线图。指导框架将各个步骤归纳为：
• 管理步骤: 适用于管理能力、资源、支持决策的机构设置
（政策法规）
• 技术步骤: 包含与措施执行有关的科学知识、技术、工具
与设备
• 一般性考虑: 识别能够促进、帮助有效实施和/或达成目
标的要素（如需要的财政与人力资源、利益相关者参与及
其它）
在建议采取的步骤中包含了案例，列举了国家或城市在各
个指导领域相关的空气质量管理的方方面面，他们采取的
特定行动及成功做法。每个指导领域在各自单独的章节中
被详细阐述，读者可针对性的阅读和参考某章来学习、讨
论并解决其对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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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指导框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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