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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推、合力抓
打赢蓝天保卫战
南京市生态环境局贯彻落实《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计划》《江苏省打赢蓝天
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江苏省
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围绕

“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绩效导向、考核导
向”，制定出台《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
2020年度实施方案》，明确部门、板块、
重点企业年度治气目标任务；全面聚焦
臭氧防治，研究出台《2020年南京市臭
氧防治方案》（“臭氧防治30条”），坚持

“减量、精准、科学、系统”防治思路，对工
业源、移动源、社会面源实施全方位污染
治理管控。市委书记同各板块书记签订

“责任状”，板块书记成为属地污染防治
第一责任人，对辖区内环境空气质量负
总责；市委主要领
导每月调

度环保工作，各板块主要领导担任35个
重点管控区点位长，真正将治气工作“一
岗双责”落到实处。南京市攻坚办按月调
度，定期通报，对重点部门进行现场督办
调研；全市生态环境、城管、建委、公安、交
通等多部门协同“作战”，并肩抗污；各板
块根据本区域特点，因地制宜，突出重点，
系统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紧锣密鼓地
推进蓝天保卫战相关工作。

摸清底、严管控
整治工业污染源

强化VOCs、氮氧化物协同减排，
完成119个VOCs治理重点工程，158
家重点企业完成VOCs治理“一企一
策”编制，完成VOCs在线监控设施237
台套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大力推进
钢铁超低排放改造，南钢4、5号烧结机
及1号球团脱硝、梅钢4、5号烧结机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并投运；推进锅炉、炉
窑实施改造，完成80台燃气锅炉低氮
改造及48台工业炉窑改造。对936家
VOCs企业实施“六个一”（总量、制
度、方案、措施、在线、台账）分级管
理，全面建立规范化管理制度；组织
开展“散乱污”整治回头看，坚决遏
制完成整治企业问题“死灰复
燃”。加强重点区域整治，组织开
展江北新材料科技园VOCs专项
整治，打造VOCs治理达标区；加
强重点企业整治，完成158家重点

企业VOCs“一企一策”治理；开展工业
企业涂料使用情况专项检查行动，深入
摸排车辆、木器、船舶、集装箱与机械设

备等制造企业涂料使用情况，全面覆
盖、不留死角。

调结构、提油品
减少移动源污染

加紧淘汰老旧车辆，累计淘汰“国三”
及以下营运柴油货车4483辆，发放淘汰
补贴约2.22亿元；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
的公交车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累计新增
与更新1854辆新能源出租车；全面管控
超标排放车辆，全市各板块每月检查不少
于100辆机动车、100辆非道机械；新增6
套码头岸电设施，所有集装箱码头、客运
码头具备岸电供应能力，去年上半年沿江
靠港船舶岸电使用电量46.6万度。开展
销售机动车环保达标抽查核验，指导监督
排放检验机构严格开展柴油车注册登记
前环保达标核验；完善排放检测和维修治
理信息共享机制，强化I/M制度闭环管
理；严格执行高排放车辆限行，抓拍高排放
机动车闯禁区3211起，并对非道机械开展
专项执法检查，查处超标非道机械301台
次。深入排查油品，组织95次非法流动加
油车和“黑加油点”排查，发现问题52起，
查处流动车44辆、“黑加油点”19个；监督
抽查车用尿素38批次；取样检查船用燃
油877艘次，对16艘船舶予以处罚。

控扬尘、管餐饮
精细管理全方位

严格执行“八达标两承诺一公
示”，完善“智慧城建”监管平台，确保工
地控尘措施落到实处；工地扬尘日常检
查全部下沉至街道、社区，每月利用卫

星遥感、无人机航拍监控工地控尘并及
时通报、交办；推进渣土白天运输有限
开禁，阿里巴巴江苏总部、水佐岗等26
个工地启动试点；严查渣土车非法运
输、抛洒滴漏、带泥上路等违法行为，检
查渣土运输车超20万台次，查处违规
车辆超3000台次；实行“以克论净”积
尘考核，全市配备近百台大型雾炮车，
并辅以小型、微型器械，开展不间断作
业、全覆盖喷洒，去年1-11月，全市降
尘约3.37吨/平方公里·月。推进重点
加油站3次油气回收改造，完成133座；
开展加油站专项执法检查，累计检查

3346台加油机、13069个加油枪；实施
汽修行业专项治理，完成480家带喷涂
汽修店专项整治，从源头替代、过程管
控、末端治理、管理制度等方面全面提
出规范要求；对大中型装修、外立面改
造、道路画线作业、道路沥青铺设等工
程（新改扩建交通工程、应急施工工程
项目除外）涉VOCs排放的工序实施错
峰施工，原则上10点至16点不开展相
关作业。印发《南京市餐饮业环保专项
整治工作简报》9期，下达《2020年度南
京市餐饮业环保整治工作要点及目标
任务分解计划》，组织开展餐饮环保专

项整治“回头看”；摸排全市餐饮油烟污
染现状，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城管局、商
务局印发《关于加强南京市餐饮油烟防
治的指导意见》；完成投诉集中餐饮企
业强化整治204家，完成重点食堂整治
542家，新装在线监控超2500家。

网格化、常态化
深入监管无死角

全市共布设微站点位近700个，100
个街镇实现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全覆盖，
建成全市热点网格监管平台，对异常高
值点第一时间调度、第一时间核实、第一
时间处置；编制 VOCs 源清单，完成
2018年度大气源清单编制并通过省厅
审核，形成2019年源清单编制（初稿），
形成南京市24个主要行业VOCs源谱
库。全面加强企业、环保管理人员能力
提升，邀请业界专家、资深人士开展工业
源VOCs治理、餐饮油烟、扬尘管控等3
项培训，覆盖人员超过1200人。组织开
展VOCs常态化走航观测，对各区、重点
企业持续巡回走航；组织大气现场专项
检查，对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开展深入检
查，共出动检查约8万人次，检查点位超
3万个，发现问题600余个；每周调度年
度重点治理项目并分区域排名通报。

优服务、增豁免
经济环境同发展

开展组织实施VOCs治理“五送五
强化”专项帮扶活动，送标准、送政策、
送专家、送点子、送体检到企业现场，帮
助企业对照VOCs 污染防治的相关标
准和要求，针对问题提出建议，督促企
业及早落实整改，全力帮助企业提升治
理水平。落实“六稳”“六保”要求，助力
复工复产，指导帮助企业、工地进一步
提升管控水平，达到差别化管理要求，
对符合豁免条件企业应免尽免，坚决不
搞“一刀切”，全市豁免企业总数达140
家，豁免工地数量达395家，实现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环境质量亮眼数据背后环境质量亮眼数据背后的的““南京经验南京经验””
南京市紧盯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聚焦臭氧、PM2.5污染防治两个重点，坚持“减

量、精准、科学、系统”治气，综合施策、聚力攻坚，全力打好打赢蓝天保卫战。截至2020年
12月31日，全市PM2.5均值31.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1.3%；优良天数304天，同比增
加50天，优良率83%，提前一个月达成省定目标，其中PM2.5平均浓度绝对值和改善幅度均居
全省第一，优良天数比率超额完成“十三五”省定目标。

岁末年初，无锡市展示的一
张“生态答卷”令人欣喜:PM2.5平
均浓度33微克/立方米、环境空
气质量达到7年来最好水平、市区
41条黑臭水体全面“消劣”、国省
考断面优Ⅲ比例提升幅度全省最
大、太湖无锡水域连续十三年实
现安全度夏……

久久为功，必见成效。回眸过
往5年，产业强市战略一以贯之，
生态环境建设同样矢志不渝。去
年3月召开的全市污染防治攻坚
大会，赓续了“十三五”以来市委市
政府“开年第一会”的主题——生
态文明建设，在疫情防控中打响
了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收官之战。
天蓝、地绿、水清、景美，是广大市
民的热切期盼。一年来，锡城市
民直观感受到，周边的绿色明显
增多了，环境明显变美了。该市
以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和具体行
动，绘就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最美
底色。

环境空气质量
达到7年来最好水平

早上，家住梁溪区广石西路旁富
城湾小区的刘宁鹏出门上班，抬头便
看见澄澈的天空，他不禁畅快地做了
一个深呼吸。“家门口”的流云公园一片
绿茵，去年初这里还是“散乱污”企业的

“集聚地”，路旁在建工地的喷淋设施早
已开启，用来减少扬尘污染。他竖起大
拇指说：“锡城市民的‘蓝天幸福’指数

不断攀升。”市民呼吸清新“好空气”的
欢喜，与市生态环境部门的监测数据相
互印证：2020年全年PM2.5平均浓度为
3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5.4%，全年
PM2.5浓度低于35微克/立方米，跻身全
省第一批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的城市。全市全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 299 天，比 2019 年多出近 40个

“蓝天”，优良天数比率达81.7%，同比
提升了9.6个百分点，提前近1个月完成
了省政府下达的优良天数比率77.8%的

“蓝天小目标”。无锡市生态环境局相关
负责人说：“无锡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了
2013年空气质量新国标实施以来的最
好水平。”聚焦打赢蓝天保卫战，无锡攻
坚克难、久久为功。尤其是去年以来，
市生态环境局与各地、各部门克服疫情
影响，直击民生痛点，向大气污染宣战，
全面打响蓝天保卫战。“臭氧28条”和

“史上最严”大气污染防治“36计”出台
后，住建部门实施文明施工“十大规
矩”，推出“红黑榜”，对全市建筑工地
扬尘管控进行考核；交通运输部门打
响内河港口码头专项整治攻坚战，全
面清理“三无船舶”；公安部门多次与生
态环境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城管部门全
面提标道路保洁，力度前所未有。各板
块因地制宜采用最严举措精准治气，全
市“拧成一股绳”、下好治气“一盘棋”，
一些长期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逐
一迎刃而解，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用“辛
苦指数”换来了百姓的幸福指数。

昔日鱼塘蝶变“网红”湿地公园
国省考断面优Ⅲ比例提升幅度全省最大

虽是寒冬，惠山区洛社镇万马白
荡却依旧“火爆”。上周末，市民钱玲带
着家人前来这个新晋“网红”景点排队
打卡。冬日暖阳下，万马白荡绿树环绕、
流水潺潺、水草摇曳，一幅“河畅、水清、
岸绿、景怡”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万马
白荡曾是一潭死水，500多亩的水域分
布着大大小小50多个鱼塘。渔民投放
饲料，污染了河水，水流不畅的地方，河
面经常是褐色的。乘着全市打响碧水
保卫战的东风，洛社镇对万马白荡进行
了退渔、清淤、护岸、水系联通等水环境
综合治理。3年后，昔日鱼塘蝶变成了

“网红”湿地公园，水质长期稳定在Ⅲ
类。河湖水治理是百姓最关心的环境
问题，是建设“强富美高”新无锡必须打

赢的硬仗。去年以来，无锡市
连续作战、奋力攻坚，7个县级
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全部
通过达标建设验收，城区和江阴
市、宜兴市72个黑臭水体全面消
除“摘帽”，太湖一二级保护区六大
重点行业工业污水治理设施提标改
造完成，梅梁湖生态修复和53条劣Ⅴ
类支流支浜整治有序推进，长江、太湖
2939个入河、入湖排污口排查和监测
溯源工作圆满完成。勇挑重担，打好
同心治水新战役，无锡正奋力书写碧
水青山新篇章。2020年1—11月，全
市43个参与考核的国省考断面优Ⅲ比
例达86%，同比上升6.9个百分点，提升
幅度全省最大，全年有望达到86.0%以
上，创历史新高。3条入江支流全部达
到Ⅲ类及以上，达到“十三五”以来最优
水平。太湖无锡水域圆满完成“两个确
保”目标任务，水质总体符合Ⅳ类标准，
连续十三年实现安全度夏。一批水质
清澈、生态良好、环境优美、蕴含文化底
蕴的示范河道已成为老百姓身边的一
道道亮丽风景，锡城市民的生态环境
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增强。

攻坚“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让百姓在家门口就有生态获得感

近日，芦庄五区诸家桥浜西侧，一
块4300多平方米的废弃地复绿重生。
这里原是上世纪80年代小区建设时留
下的临时用房，后来变成了垃圾堆积的
拆迁废弃地，渐渐贴上了“脏乱差”的标
签，周边居民对此怨声载道。经过复绿
整治，废弃地被打造成一处亲水养生、
四季有景、生态和谐的滨水游园，直接
惠及周边居民7000多人。大力推进治
气、治水攻坚的同时，该市启动创建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计划用3年时间对照
相关指标要求，开展加强绿地建设、改

善生态环境、提升市政设施、促进节能
减排等各项工作，努力获得这一生态
建设领域国家最高荣誉，以此进一步
提高城市园林绿化水平、完善城市生
态系统，让百姓在家门口就有生态获
得感。市政园林部门人士表示，创建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对无锡市绿化造园
提出了更高层次的新要求，造园植绿
不仅仅是增加绿地面积，更要提升绿
化景观品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诸
家桥边废弃地的“脱胎换骨”正是2020
年全市造园植绿的一个缩影。2020年
全市新增绿地250公顷，每个区都至少
新建了1个2—5公顷规模的社区公园
和2个城市游园。伯渎河畔，绿地面积
约17.5万平方米的伯渎河公园一期工
程已建成开放，待二期工程完工后，周边
受益市民将达30万人左右。九里河两
岸，一条滨水生态绿廊也已然成形，周边
近30万平方米绿地形成绵延18公里
的旖旎风光线。梁溪区通过新建、提升
以及废弃地整治，新推出10个游园，补
齐老城区缺乏居民休闲场所的短板。
滨湖区提升打造的钱胡路游园、京江游
园、富安新河游园等也一一亮相，以绿
色生态为民生福祉加分。宜居的生态
环境，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
涵。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创建“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将给这座“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增添更多含金量。

无锡无锡：：生态优先生态优先 持续攻坚持续攻坚 为民生福祉加分为民生福祉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