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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环保系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打造美丽中国扬州样板为目标，以落实中央、省级环保
督察为契机，以推进“263”专项行动和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为抓手———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环境日之际，本报梳理环保工作亮点和要点

【回眸2017】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2017年，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打造美丽中国扬州样板为目标，以落实中央、省级环保督察

为契机，以推进“263”专项行动和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为抓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生态建设，实施治污减排，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推动我市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环境保护工作迈出坚实步伐。

【奋斗2018】打好四场硬仗 推进四大行动
四场硬仗 四大行动

“263”专项行动
市人大常委会评议结果“满意”

按照“高于省标准、严于省要求、快于省进
度”的要求，扬州市环保局牵头制定“263”专项
行动方案和11个配套方案， 对244个环境问题
进行曝光回访，一批环境突出问题得到及时处
理。全市立案调查环境违法行为862件，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680件，处罚金额3060万元；全市新
增城市绿地面积238.02万平方米， 建设环邵伯
湖大道和611省道高邮、 邗江段造林绿化3280
亩。环境执法监管水平、生态保护水平不断提
升。2017年11月28日，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六
次会议对“263”专项行动开展评议，满意票30
票，基本满意票没有，不满意票1票。

江淮生态大走廊
升为“省级战略”、纳入“国家规划”

扬州首倡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开局良好，
定期调度、扎实推进实施27项年度工程，总投
入达32亿元，“七河八岛”先导区建设保护进一
步推进， 生态优势和样板作用进一步放大。配
合“WCCO”召开江淮生态大走廊运河城市合作
恳谈会，协同徐州、淮安、宿迁、泰州五市发布
合作框架共识。积极上争政策资金，省环保厅
先期补助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项目资金2500
万元。江淮生态大走廊先后被列入“十三五”省

级战略、《淮河生态经济带规划》和国家《长江经
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省级环保督察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意识加强

建立市县乡村四级协同、 多部门联合参与的
“大信访”办理机制，按期办结省督察组交办的839
件环境信访，责令企业停产整顿51家，关闭取缔31
家，查封扣押26家，立案处罚133件，罚款804.3万
元，立案侦查15件，刑事拘留2人，约谈59人，问责8
人。同时，狠抓中央环保督察后续整改，涉及我市

的畜禽养殖场搬迁、 瓜洲饮用水源地整治按期完
成，化工园区卫生防护距离内搬迁工作基本完成；
128件环境信访，当年已完成整改到位120件。各地
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意识得到加强，环境违法行为受到有力惩处。

执法监管能力
聚焦水气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协同各方实施限煤、治企、抑尘、管车、禁燃
“五气”同治，完成255项大气工程项目，完成国
家“大气十条”考核目标。全面实施《水污染防治

工作实施方案》， 完成40项水污染防治项目，着
力改善水环境质量，制定出台《扬州市土壤污染
防治实施方案》。 全市累计出动环境执法人员
14700多人次， 全市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数、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数分别同比增长70%、63%；
运用新环保法查处违法案件122件，移送涉嫌环
境污染犯罪案件13件。 组织环保执法人员参加
国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
查，被环保部评定为“每周一星”。

深化环保改革
水环境区域补偿工作获年度创新奖

推进排污许可制度改革， 全面推行排污权
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推行城区河道水质交接
补偿。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全市环保行政许可事
项全部列入“不见面”审批清单，优化环评审批
流程，实行环评文件受理清单化管理、环评信息
全程公开。提请市委、市政府印发实施《扬州市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试行）》，强化地方
党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 探索
全域水环境质量交接补偿，出台《扬州市水环境
区域补偿工作方案（试行）》，倒逼各地落实治水
责任，被市委、市政府授予2017年度创新奖。

党风廉政建设
创新载体建章立制堵住廉政风险点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

重预防 ”， 持续推进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
设。将2017年作为全系统作风纪律整顿年 ，认
真组织廉政学习， 建立全局学法学纪学系列
讲话制度，组织党组会、局务会等学习党规党
纪 、法律法规 、系列讲话20次以上 ，召开全系
统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大会2次。认真抓好
市委巡察反馈意见、 市纪委监督意见的整改
落实 ，围绕项目审批 、行政处罚 、危废转移等
环保重要领域，深入开展廉政风险点排查，建
章立制堵住廉政风险点。定期开展党员“统一
活动日 ”活动 ，引导干部职工争做合格党员 ，
发挥模范作用。

全民环保教育
讲好环保故事，传递环保好声音

创新活动方式，扩大公众参与 ，全面深化
绿满扬州全民生态行动。 本市媒体开辟 “263
扬州在行动 ”专栏 ，常态开展曝光和追踪 ；围
绕环保重点任务，策划组织开展“行走江淮生
态大走廊”、 公众看环保等活动有声有色，环
保影响力、知名度、满意率进一步提升。《新闻
联播 》共４次聚焦扬州美丽生态环境 ，内容涵
盖大走廊建设、 廖家沟生态公园、 生态旅游
等。《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国环境报》、《江
苏卫视新时空 》、《新华日报 》等国家级 、省级
媒体宣传扬州生态文明20多次。

一着不让推进“263”专项行动

继续坚持“高于省标准、严于省要求、快于
省进度”总体原则，环保部门重点抓好五个方
面工作 :一是 ，治理高宝邵伯湖水环境 ；二是 ，
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 三是 ， 治理环境隐
患 ，推进企业环境安全达标建设 ；四是 ，全面
清理整治影响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的违法问
题和重大隐患， 建立完善环境执法日常监管
“双随机”制度，加大环境违法行为曝光力度 ，
形成震慑作用；五是，加强公园体系建设和绿
化造林。

一着不让推进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

按照标志性、样板性工程的要求，高标准推
进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第一，充分对接省江淮
生态经济区和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两大规划，
进一步完善我市大走廊建设规划， 优化重点工
程和骨干项目；第二，围绕实施计划，有序推进
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工程、清水活水工程等“八大
工程”，努力打造一批以“七河八岛”为龙头的示

范区域；第三，实施大走廊沿岸清障行动；第四，
督促相关地区、 部门抓紧研究出台渔民上岸安
置、 养殖户清退补偿、 企业搬迁补偿等配套政
策，切实保障失地、失水、失业群众生活；第五，
探索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破解当前资金严重
不足的瓶颈。

一着不让推进中央和省环保督察整改工作

从讲政治的高度， 以对人民和城市长远发
展高度负责的精神， 对中央和省环保督察交办
问题，逐条检查、逐条整改、逐条销号，确保一个
不落高质量整改到位。对重点地区和问题，要组
织攻坚会战，坚决啃下硬骨头。

一着不让推动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创建

加快推动生态市建设向生态文明示范市
迈进。完善生态规划、夯实生态基础、强化示范
引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推动实施生物多样
性保护重大工程 ， 启动新一轮生态文明示范
镇、示范村建设 ，推进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

聚焦打赢
打好大气污染防治硬仗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首先
要打赢蓝天保卫战。紧扣PM2.5和
臭氧浓度 “双控双减 ”，抓紧编制
全市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年行动
计划 ”，组织实施 、督查推进年度
631项重点治理工程。突出抓好五
项重点： 第一， 分类整治燃煤锅
炉；第二，推进工业企业常规污染
物深度减排；第三，全面开展挥发
性有机物整治；第四，加强机动车
船排气污染治理；第五，有效应对
重污染天气， 确保全年重污染天
数不增加。

聚焦创优
打好水污染防治硬仗

按照 “保好水 、治污水 、供优
水”的系统治水要求，加快改善水

环境质量， 着重抓好五项硬措施：
第一， 紧盯重点断面达标整治；第
二， 全力抓好饮用水源地保护；第
三，推动地下水保护与治理；第四，
协同相关部门推进城乡生活污水
治理、农业面源水污染防治、船舶
港口水污染治理、水资源节约保护
等重点工作；第五，对照国家“水十
条”中期评估要求，全面梳理薄弱
环节和滞后任务，及时通报各地各
相关部门，督促加快落实。

聚焦安全
打好土壤污染防治硬仗

把保障土壤环境安全放在重
要位置，全力推进六项重点任务：
第一， 全面完成农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详查和已关闭搬迁化工企业
遗留地块调查；第二，全面实施重
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 ；第三 ，严控土壤环境风险 ；第

四， 加快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治
先行区建设；第五，加强土壤污染
源监管；第六，开展土壤污染治理
与修复工程。

聚焦震慑
打好环境执法监管硬仗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必须
以最严格、 最有力的环境执法作
为保障。重点突出“四个到位”：第
一，督察整改到位。对中央环保督
察交办的159件环境信访 、3个具
体问题，省环保督察交办的839件
环境信访、53个具体问题，严格执
行动态清单管理和销号制度 ，确
保问题按序时、按要求整改到位；
第二 ，违法查处到位 ；第三 ，隐患
整治到位 ；第四 ，信访调处到位 。
坚持人民标准、问题导向，针对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继
续开展环境信访销号行动。

2018年全市环保工作
的主要目标是：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空气质量扭转不利
形势，PM2.5年均浓度较
2015年下降10%，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70%。水
环境质量稳定提升，饮用水
源水质达标率保持100%，省
控以上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达65.6%以上，无劣Ⅴ类断
面。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
稳定，保障农用地和建设用
地土壤环境安全。主要污染
物总量减排完成省定目标，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
分别同比削减4%、7%，化学
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排
放量分别较 2015年削减
9.43%、9.9%、7.11%、6.63%。
环境监管水平进一步提升，
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不
发生有影响的环境安全事
故。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突出打好四场“硬仗”、
推进四大行动。

扬州市环境保护局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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