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06
2018.05.16 星期三 责编:王珊 电话: (010)67164834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shuihuanjing2016@163.com

本报讯 2016 年 11 月 29 日
至 12 月 29 日，中央第一环境保护
督察组对北京市开展了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2017 年 4 月 12 日反馈
了督察意见。市委、市政府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组
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强化督察
督办，严肃追责问责，全力以赴推
进，取得了较好成效。目前，应于
2017 年完成的 41 项整改任务已
全部完成，其余6项整改任务均按
计划推进。2017 年，北京市 PM2.5

年均浓度为 58微克/立方米，优良
水体比例提高到 48%左右，劣Ⅴ类
水体比例下降到 28%左右，土壤环
境质量总体良好，完成了国家下达
的标志性任务指标。

一、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
治站位，以坚定的决心和有力的
措施抓好整改任务落实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整
改责任。为抓好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市委、市政
府成立了书记、市长任“双组长”
的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北京市整改
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市领导靠前
指挥，针对督察整改工作多次召
开会议并作出重要批示，数次深
入基层一线检查整改相关工作落
实情况。研究制定《北京市贯彻
落实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督
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以下简称

《整改方案》），将督察反馈意见分
解成 47 个具体问题，逐一明确了
整改目标、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和
完成时限。各区、市有关部门均
成立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根据
工作职责和整改任务，细化完善
本地区、本部门整改工作方案，加
强统筹调度，层层夯实责任，确保
督察整改取得实效。

二是强化督察督办，严肃追
究责任。落实《北京市环境保护
督察方案（试行）》要求，以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
况 作 为 重 点 ，察 实 情 、督 进 度 ，
2017 年实现对全市 16 区的市级
环境保护督察全覆盖。将督察整
改进展情况纳入市政府绩效管理
及督查办公平台，建立每月调度
机制，对进展缓慢的责任单位实

施重点督办。对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移交的问题线索，蔡奇、陈吉宁
同志要求抓紧调查处理，加大问
责力度。根据有关法规规定，北
京市对 2 个党组织、98 名责任人
进行问责，其中局级干部 17 人、
处级干部 47 人、科级及以下干部
34 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63 人、
诫勉谈话 28 人、通报 7 人。问责
情况已通过媒体正式公开。

三是做好宣传报道，动员公
众参与。充分发挥北京电视台、
北京日报和首都之窗网站主阵地
作用，及时公开《整改方案》，定期
公开督察整改工作进展情况。同
时，积极通过中央媒体、其他市属
媒体及新媒体等广泛宣传报道督
察整改情况，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二、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
改工作为抓手，全面提升全市环
境保护工作水平

一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环
境保护决策部署。将生态文明建
设摆在首都发展全局中更加突出
的位置，作为全面落实新版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推动疏解非首都
功能、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
提升超大型城市治理能力、实现
首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坚
决打好蓝天保卫战、碧水攻坚战、
突出问题歼灭战，推动生态环境
不断改善，切实增强广大市民获
得感、幸福感。全面落实环境保
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定
实施《北京市环境保护工作职责
分工》，明确了各级党委、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环境保护责任；制定
实施《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开展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
点，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违
规违纪人员的责任追究力度。

二是坚定不移地落实首都城
市战略定位。强化规划引领和约
束作用。认真落实新版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要求，明确以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为硬约束，严守人口总
量上限、生态控制线、城市开发边
界三条红线。加快疏解非首都功
能。深入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2017 年共拆除违法建
设 5985 万平方米，疏解提升市场
241 个、物流中心 55 个。加强京
津冀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深化合
作治污机制，支持保定、廊坊建设

“禁煤区”；推动建立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空气重污染预报会商、统
一预警分级和应急联动机制。

三是坚定不移地打好环境治
理攻坚战。以超常规的力度治理
大气污染。制定实施年度清洁空
气行动计划、秋冬季大气污染治
理 攻 坚 行 动 方 案 ，2017 年 改 造
1.32 万蒸吨燃煤锅炉、淘汰 2.7 万
余台小煤炉、低氮治理 2.3 万多蒸
吨燃气锅炉、完成 901 个村“煤改
清洁能源”，全市年度燃煤总量下
降到 600 万吨以内；完成清理整
治“散乱污”企业 6557 家，退出一
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 651 家，重
点行业减排挥发性有机物 4069
吨；淘汰高排放老旧机动车 49.6
万辆，推广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
源汽车累计达 20万辆。

推进水环境治理攻坚。制定
实施进一步聚焦攻坚加快推进水
环境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年度水污
染防治工作方案，印发实施《北京
市进一步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方
案》，市、区、乡镇（街道）、村四级“河
长制”基本建立。2017年新建污水
管线 697公里，改造雨污合流管线
214 公里，完成 365 个规模以上入
河排污口治理，完成 200个单位的
自备井置换，完成列入国家考核的
建成区57条段黑臭水体治理。

有序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制
定实施年度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在全国率先开展土壤污染详
查，启动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布设
工作。在 161 家中央在京单位和
驻京部队、127 家市级公共机构
开展首批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启

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工作。
加快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指出的 12
个未开工垃圾处理项目已全部开
工，董村综合处理厂和安定填埋
场的渗滤液处理设施已运行并形
成 1800 吨/日的处理能力。

四是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依
规环境监管执法。组织开展“大
气污染专项执法攻坚战”“百日环
境专项执法行动”“打散治污”等
专项执法检查。全市各级环保部
门全年查处重大环境违法案件
938 起，其中按日连续处罚 8 起、
查封 740 起、停产限产 11 起、移送
拘留 135 起，涉嫌环境污染犯罪
移送公安机关 40 余起；城管执法
部门全年查处露天烧烤违法行为
1763 起 、施 工 工 地 违 法 行 为 1.2
万余起、餐厨垃圾违法行为 1269
起。完善行刑衔接机制，成立“环
保警察”。2017年公安、环保部门
共查处环境违法问题 489个，联合
办理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40余
起，公安、水务部门联合办理涉嫌
污染河湖环境违法犯罪案件4起。

三、下一步安排

北京市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
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以
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为基本依
据，坚持首善标准，聚焦“十三五”
规划目标，抓紧研究制定新一轮
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围绕高排
放重型柴油车治理、扬尘污染管
控、挥发性有机物减排等重点工
作，进一步提高治污的针对性、有
效性；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深入
实施河长制，完成非建成区黑臭水
体治理任务，持续改善水环境；编
制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修复规划，建
设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完成全市农
用地土壤污染详查；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实行垃圾
分类综合治理，加快垃圾处理设施
建设。同时，严格落实督察整改方
案要求，认真抓好督察整改后续工
作，不达目标绝不松手，确保督察
整改落到实处、取得实效。通过
以上措施，全力以赴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和持久战，全面提升首
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水平，为
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奠
定良好的生态基础。

本报讯 2016 年 11 月 26 日
至 12 月 26 日，中央第三环境保护
督察组对湖北省开展了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并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
反馈了督察意见。湖北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坚持把督察反馈
意见整改落实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重大民生工程和重大发展问
题来抓，作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战略思想
的重要抓手，作为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机
遇，以整改的实际成效推动各项
工作落实。通过督察整改，全省
各级各部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推动绿色发展的意识明显增强，

“党委统揽、政府主导、社会共治、
公众参与”的大环保格局初步形
成，一大批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生态环境质量得
到持续改善。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按照整改方案要求，全省 4
个方面 18 项 84 个整改任务已基
本达到整改目标，其中 2017 年底
前要完成的 56 个整改任务，已完
成整改 49 个，基本完成整改 7 个，
56 个整改任务涉及的 477 项具体
问题已完成 460 项，整改完成率
为 96.4%；2018 年及以后要完成
整改的 28 个整改任务、共 388 项
具体问题，已提前完成整改 201
项，其余 187 项均达到序时进度
要求。现将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
见整改工作进展情况予以公开。

一、提高政治站位，以“军令
状”力度抓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工作

省委、省政府把抓好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
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举全省之
力，按照“一条也不含糊、一件也
不耽误”的工作要求，以鲜明的态
度、果断的措施、严格的标准，不
折不扣兑现“军令状”。省委、省

政府成立了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
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省委书
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任组长，6
名省领导任副组长，25 个省政府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 17个市

（州）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成
员，全面统筹推进督察整改工作。
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多次
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
常务会议和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督
察整改工作，认真审定整改方案，
督办协调重大问题。建立了省领
导领衔督办工作机制，省委、省政
府领导 30余次现场调研、检查、督
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

按照“精准交办、细化责任、
属地负责、限期交账”的原则，省
政府于 2017 年 9 月成立了分管副
省长任指挥长的省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攻坚指挥部，抽调
专人，全脱产集中办公。编印了

《湖北省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交账
工作手册》，对每个任务、每个整
改措施逐一确定责任人和直接责
任人。实行每月交账制度，分别
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10 月 13 日、
11 月 15 日和 12 月 15 日组织召开
了 4 次全省整改攻坚交账会，每
次交账都选取整改任务重、难度
大、需要不断加大攻坚力度的地
方和具体责任人，报进度、摆问
题、讲措施、作表态。出台了《湖
北省中央环保督察整改销号管理
办法》以及《湖北省中央环保督察
整改销号工作实施细则》，实行

“一个整改问题、一张销号确认
表、一本销号台账”。针对中央第
三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 18 个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线
索，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认真
调查，实事求是，省纪委、省监委
组织 18 个工作专班 743 人，深入
现场开展调查取证，谈话 4530 人
次，收集证据资料万余份，共问责
221 人，其中厅局级 26 人，县处级

113 人，乡科级及以下 82 人，并按
要求向社会公开。

二、聚焦问题整改，以“钉钉
子”精神确保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取得实效

省委、省政府聚焦问题抓整
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贯彻落实中
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
更加坚决，共抓长江大保护取得
新成效，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水资源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突出
环境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指出的思想认识问题，全省上下
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战略
思想，更加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
策部署，努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新路子。牢固树立绿色发展
理念，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
老路，决不以牺牲环境去换取一
时一地的经济增长，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的
重要论述作为“新时代湖北讲习
所”、各级党校培训的必修课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的重要内容。把环境保护工作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中央第三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湖北省反馈意见
以来，省委常委会会议 6 次专题
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
作；省政府召开 10 次常务会议专
题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
工作。完善生态文明考核问责机
制，强化对关乎民生的空气、水、
植被和耕地等生态指标的考核，
将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列入
2017 年度省委、省政府专项考核
目标。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作出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省的决定》，提出了
建设经济强省、农业强省、创新强

省、文化强省、人才强省、生态强
省的奋斗目标，全力推进“厕所革
命”、精准灭荒、乡镇生活污水处
理厂全覆盖、城乡垃圾无害化处
理 全 达 标“ 四 个 三 重 大 生 态 工
程”，加快补齐生态建设和民生领
域的突出短板。进一步加大资金
投入力度，2017 年，省级财政筹
措资金近 60 亿元，支持全省水、
大气、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指出的长江环境保护问题多、环
境风险突出的问题，省委、省政府
坚决把保护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
在压倒性位置，统筹推进湖北长
江经济带生态修复、环境保护和
绿色发展。率先在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中编制实施《湖北长江经
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
划》，配套编制完成了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立体交通、现代产业、绿
色宜居城镇和文化建设等 5 个专
项规划，形成统分结合、功能完善、
特色鲜明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规划指导体系。强化“三线一单”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约束作用，开展国土空间开发适宜
性评价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推动生态保护红线优化调整，明确
了沿江相关地区（至县、市、区）产
业发展的禁入、限制领域。开展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
整治，环保部指出湖北省存在的62
个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
深入开展长江干线非法码头专项
治理工作，纳入“取缔一批”范围的
非法码头已全部取缔，纳入“规范
一批”“提升一批”范围的非法码头
已基本整改完成。对全省主要入
河排污口开展监督监测，共核查入
河排污口1235个，全力推进入江排
污口综合整治。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指出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作缓慢的
问题，省委、省政府牢牢抓住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主题主
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高
质量发展，以强化工业污染治理
和节能减排为重点，严格控制产
能过剩行业和重化工产业无序发
展，坚定不移去产能，不断推进产
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出台

《中国制造 2025 湖北行动纲要》
《关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若干
意见》《关于加快发展新经济的若
干意见》《湖北省万亿战略性新兴
产业推进实施方案》，大力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
备、智能制造、新材料和节能环保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万企
万亿”技改工程，设立 5 亿元的省
级传统产业改造资金和 30 亿元
的引导基金。制定《湖北省利用
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
退出的实施意见》，2017 年完成
16.5 万吨电解铝产能、775 万重量
箱平板玻璃产能、50 万吨炼钢产
能和 45 万吨水泥熟料产能淘汰
任务。严禁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
流岸线 1 公里内新建重化工及造
纸行业项目，严控在长江沿岸地
区新建石油化工和煤化工项目。
控制煤炭生产和消费，2017 年关
闭退出煤矿 31 处，压减产能 207
万吨。加快推进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开发利用，全省已建成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装机4381.6万千瓦。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指出的水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环
境问题凸显的问题，湖北省委、省
政府进一步加强水生态环境综合
整治，着力破解“优于水而忧于
水”的难题。严格执行水工程建
设规划同意书制度，全面停止审
批引水式水电站，对全省审批建
设小水电的情况进行了统一清
理。制定了《江汉平原主要水系
连通及工程调度方案》，建立了江

汉平原主要河流（通顺河、东荆
河、汉北河、府澴河、四湖流域）水
资源保护跨区联动工作机制。着
力解决湖泊非法养殖污染问题，
全省 122.2 万亩围栏围网和网箱
养殖拆除任务已全面完成，27.45
万亩投肥（粪）养殖和 4.5 万亩珍
珠养殖全部取缔。强力推进河湖
长制工作，共有 17 名省委和省政
府领导担任省级河湖长，省委书
记任第一总河湖长，省长任总河
湖长，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
的四级河湖长制责任体系全面建
立，12000 余名省、市、县、乡四级
河湖长和 25000 余名村级河湖长
全部进岗到位、领责履职。出台

《湖北省江河湖库水系连通实施
方案（2017~2020 年）》《湿地保护
修复制度实施方案》《湖北省水土
保持规划（2016~2030 年）》，全面
推进水生态修复。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指出的一些环境问题还比较突出
的问题，省委、省政府统筹谋划，
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举一反三，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
开展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治理，全
省 41 台、1886 万千瓦大型火电燃
煤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累计
淘汰黄标车数量达 398816 辆，全
省范围已基本淘汰黄标车；全省
加油站油气回收完成率达到 94%
以上，地级市城市建成区加油站
全部完成油气回收改造工作。统
筹推进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实
施“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三水
协同共治，对 27 条流域的 46 个不
达标断面编制完成达标方案；全
省已完成 108 个黑臭水体治理，
提标改造 8 座敏感区域内城镇污
水处理厂，全面完成畜禽养殖业

“ 三 区 ”划 定 ，划 定 禁 养 区 2141
个，禁养区内 4764 个养殖场完成
搬迁或关闭任务。出台《湖北省
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和《湖北省土

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开展黄石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
设，全面启动土壤环境质量和污
染状况基础调查，布设国控监测
点位 1926 个、省控监测点位 4080
个，印发《湖北省土壤污染详查工
作方案》，确定详查农用地基础点
位 17553 个。开展湖北省“绿盾
2017”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
行动，排查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各类问题 2279 个，已完成整改
2169 个，完成率为 95.2%。

三、主动对标看齐，以“走前
列”担当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省委、省政府将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省委和
省政府工作汇报后发表的重要讲
话和视察湖北期间的重要指示精
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
识湖北在全国生态格局中所处的
重要地位以及所肩负的特殊使命，
切实增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锲而
不舍、久久为功，确保全省 84个中
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全部彻底整
改到位。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为
契机，紧紧围绕建设生态强省目
标，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
强化目标导向，进一步强化系统治
理，进一步强化制度保障，打好环
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
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设
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湖北。

北京市对外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 上
海
市
对
外
公
开
中
央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整
改
情
况

湖北省对外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

本报讯 2017 年 4 月 12 日，中央
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督察
组）向上海市正式反馈督察意见后，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多
次专题研究，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的
市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并召开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要求充分
认识环境保护和督察整改工作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全面、高质量完成督
察整改任务。各区、各部门和相关单
位均建立了相应的督察整改工作机
制，坚持“条条有整改、件件有着落”，
坚决有力地推进整改落实工作。目
前，已全面完成计划整改任务。近
日，生态环境部、上海市人民政府网
站公布了《上海市关于贯彻落实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报告》。

市委、市政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当好新时代
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
者的要求，坚持把落实中央环保督察
整改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重大
民生工程，作为上海城市发展补短板
和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的重要契机
和发展动力，与“五违四必”区域生态
环境综合整治、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
治、公共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紧
密结合，全市上下狠抓整改落实，成
效明显。根据反馈意见梳理出的 46
个具体问题，计划于 2017 年 9 月完成
的 36 个具体问题已按期全部整改，
水环境质量改善、工程项目等 10 个
具 体 问 题 整 改 完 成 2017 年 节 点 目
标。2017 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3.3%；主
要河流劣 V 类断面占比 18.1%，同比
减少 15.9 个百分点；全市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 6.9%，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
中向好、好于预期；环境信访投诉同
比下降 11.5%，市民满意度、获得感
持续提升。

在督察整改工作中，主要采取了
五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加强统筹协
调，强化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严格落
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
责”，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
和协调推进，持续加大生态环保投
入。全市生态文明建设从定责到考
责、再到问责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得到进一步强
化。二是坚持保护优先，坚定不移走
绿色发展之路。严守资源生态环境
底线，加快发展转型升级，积极做好
绿色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保障。市级
产业结构调整完成 1229 项，全市钢

铁冶炼产能已整合压缩至 2000 万吨
以内，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过剩产能
淘汰任务。三是加快补齐短板，有力
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全面加强水污
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土壤环境保
护、生态建设和保护，强化垃圾综合
治理，深化重点区域环境综合整治。
2017 年完成中小河道综合整治 1756
公里，淘汰老旧车 1.65 万辆，新建绿
地 1200 公顷，实现了“五违”问题集
中成片区域基本消除的总体目标。
四是强化铁腕执法，持续加大环境监
管力度。健全地方环境法规标准体
系，完善生态环境监管联动机制，加
大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惩 治 力 度 。 2017
年 ，环 保 部 门 查 处 环 境 违 法 案 件
4477 件 ，罚 款 47689.0 万 元 ，分 别 比
上年增加 35.0%和 90.2%；水务部门
立案 1498 件，罚款 4125.5 万元，分别
比上年增加 5.5%和 193.4%。五是加
快改革创新，深化完善环境保护体制
机制。推动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建立
健全排污许可证制度，积极推进市场
化治污机制，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完
成火电、造纸等 15 个重点行业排污
许可证核发，出台实施长三角区域
2017 年 大 气 和 水 污 染 防 治 协 作 重
点，深入推进区域环境协同治理。

下一步，上海市将继续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落实中央环保督察要求，全
面有力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责任，打好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补齐超大
城市生态环境短板，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努力在环境保护上始终走在
全国前列，加快建设更具韧性、更可
持续的生态之城。一是全面完成整
改任务。坚持更高站位、更强决心、
更大力度，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加
强跟踪协调、督查检查，加快推进后
续整改工作，确保全面完成整改目标
任 务 。 二 是 全 力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到全局和战
略位置来抓，全力推进大气、水、土壤
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提升环境保护
精细化管理水平。三是持续完善长
效机制。深入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完善本市环保督察体
制机制和生态环境保护与重点工作
的协调机制，全面落实环保监测监察
执法垂直管理改革。四是切实加强
社会共治。及时在主要新闻媒体公
开全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情况，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积极探索环境保护
的社会治理机制，加快形成全社会共
抓大环保的新格局。

■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作为重
点，察实情、督进度，2017年实现对全市16区的市级环境保
护督察全覆盖

■2017年改造1.32万蒸吨燃煤锅炉、淘汰2.7万余台
小煤炉、低氮治理2.3万多蒸吨燃气锅炉、完成901个村“煤
改清洁能源”，全市年度燃煤总量下降到600万吨以内

■全市生态文明建设从定责到考责、再到问责的制度体系基
本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得到进一步强化

■2017年完成中小河道综合整治1756公里，淘汰老旧车
1.65万辆，新建绿地1200公顷，实现了“五违”问题集中成片区域
基本消除的总体目标

■反馈意见以来，省委常委会会议6次专题研究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省政府召开10次常务会议专题
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

■深入开展长江干线非法码头专项治理工作，纳入“取
缔一批”范围的非法码头已全部取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