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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Source：NASA，2010年）

2001 -2006年年间全球PM2.5平均浓度分布



背景

国家发布环境空气
质量新标准

2012年2月29日

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发布

2015年8月

政治局举办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集体学习

2013年5月24日

重污染过程预警应对工作开展
2013年9月12日

新的《环境保护法》发布

2014年4月

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即大气国十条

2013年9月12日

环保部试点监测

2011年8月

美使馆发布数据

2010年10月

近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历程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2012年9月

国务院：推进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
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

2010年5月

气十条考核办法
2014年4月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2015年9月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2016年11月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2016年12月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
染防治工作方案

2017年9月



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
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

 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善空气质量为目的,以增强区域
环境保护合力为主线,以全面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为手段,建立统一规
划、统一监测、统一监管、统一评估、统一协调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工作机制,扎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基本原则：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促进区域环境与经济协
调发展;坚持属地管理与区域联动相结合,提升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整体
水平;坚持先行先试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率先在重点区域取得突破。

 工作目标：到2015年,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形成区域大气环境
管理的法规、标准和政策体系,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下降,重
点企业全面达标排放,重点区域内所有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国家
二级标准,酸雨、灰霾和光化学烟雾污染明显减少,区域空气质量大幅
改善。确保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空气质量良好。

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能源局，2010年5月11日国务院转发



将三类功能区调整并入二类

新增PM2.5年平均、24小时平均浓
度限值；增加臭氧（O3）8小时
平均浓度限值

收紧PM10和NO2浓度限值

加严了苯并[a]芘的浓度限值.

提高监测数据统计的有效性要求

加严了铅,提出了部分重金属参
考浓度限值.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2012年2月29日发布，2016年1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

 第一个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的环境标准
 第一个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的环境标准

 第一个分期实施的空气质量标准

 二氧化氮、臭氧限值基本与国际标准接轨

 颗粒物限值与WHO空气质量导则低轨相接
世界卫生组织(WHO) 指导值



“十二五”重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规划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下降6%



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出发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政府调控与

市场调节相结合、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配合、区域协作与属地管理相协调、

总量减排与质量改善相同步，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

与的大气污染防治新机制，实施分区域、分阶段治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科技创新能力增强、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多赢，为建设美丽中国而奋斗。

奋斗目标：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

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力争再用五年或更

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具体指标：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

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

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

60微克/立方米左右。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3年9月10日由国务院发布，国发〔2013〕37号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细颗粒物（PM2.5）浓度在 

2012 年基础上下降 2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

物年均浓度控制在 60 微克/立方米左右。

山西省、山东省细颗粒物（PM2.5）

浓度在 2012 年基础上下降 20%，

内蒙古自治区下降 10%。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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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指标：空气
质量改善目标（
PM2.5或PM10）完
成情况

 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任务（10大项
29小项）完成情
况（满分均为
100分）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考核办法

         广西                            -5%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基本原则
　　精简高效，衔接顺畅。排污许可制衔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制度，融合总量控制制度，
为排污收费、环境统计、排污权交易等工作提供统一的污染物排放数据，减少重复申报，
减轻企事业单位负担，提高管理效能。
　　公平公正，一企一证。企事业单位持证排污，按照所在地改善环境质量和保障环境安
全的要求承担相应的污染治理责任，多排放多担责、少排放可获益。向企事业单位核发排
污许可证，作为生产运营期排污行为的唯一行政许可，并明确其排污行为依法应当遵守的
环境管理要求和承担的法律责任义务。
　　权责清晰，强化监管。排污许可证是企事业单位在生产运营期接受环境监管和环境保
护部门实施监管的主要法律文书。企事业单位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按证排污，自证守法。
环境保护部门基于企事业单位守法承诺，依法发放排污许可证，依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对违法排污行为实施严厉打击。
　　公开透明，社会共治。排污许可证申领、核发、监管流程全过程公开，企事业单位污
染物排放和环境保护部门监管执法信息及时公开，为推动企业守法、部门联动、社会监督
创造条件。
目标任务

到2020年，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
信息平台有效运转，各项环境管理制度精简合理、有机衔接，企事业单位环保主体责任得
到落实,基本建立法规体系完备、技术体系科学、管理体系高效的排污许可制，对固定污
染源实施全过程管理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实现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信息
化的“一证式”管理。

2016年1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办发[2016]81号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总体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为动力，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驱动、社会参
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确保完成“十三五”
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为建设生态文
明提供有力支撑。
主要目标。到2020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
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全国化学需氧量、
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2001万吨、207万
吨、1580万吨、1574万吨以内，比2015年分别下降10%、10%、
15%和15%。全国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比2015年下降10%以上。



地　　区
“十三五”能耗强度

降低目标（%）

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十三五”能耗增量

控制目标（万吨标准煤）

北　京 17 6853 800
天　津 17 8260 1040
河　北 17 29395 3390
山　西 15 19384 3010
内蒙古 14 18927 3570
辽　宁 15 21667 3550
吉　林 15 8142 1360
黑龙江 15 12126 1880
上　海 17 11387 970
江　苏 17 30235 3480
浙　江 17 19610 2380
安　徽 16 12332 1870
福　建 16 12180 2320
江　西 16 8440 1510
山　东 17 37945 4070

“十三五”各地区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地　　区
“十三五”能耗强度

降低目标（%）

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十三五”能耗增量

控制目标（万吨标准煤）

山　西 15 19384 3010
河　南 16 23161 3540
湖　北 16 16404 2500
湖　南 16 15469 2380
广　东 17 30145 3650
广　西 14 9761 1840
海　南 10 1938 660
重　庆 16 8934 1660
四　川 16 19888 3020
贵　州 14 9948 1850
云　南 14 10357 1940
西　藏 10 — —
陕　西 15 11716 2170
甘　肃 14 7523 1430
青　海 10 4134 1120
宁　夏 14 5405 1500
新　疆 10 15651 3540



1. “十三五”各地区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2. “十三五”主要行业和部门节能指标

3. “十三五”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4. “十三五”各地区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5. “十三五”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6. “十三五”各地区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7. “十三五”重点地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
机化合物，包括非甲烷烃类（烷烃、烯烃、炔烃、芳香烃
等）、含氧有机物（醛、酮、醇、醚等）、含氯有机物、含
氮有机物、含硫有机物等，是形成臭氧（O3）和细颗粒物
（PM2.5）污染的重要前体物。

（一）总体要求。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核心，以重点地区
为主要着力点，以重点行业和重点污染物为主要控制对象，
推进VOCs与NOx协同减排，强化新增污染物排放控制，实施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面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和政策支持保
障，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源头防控，分业施策，建立VOCs 
污染防治长效机制，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和产业绿色
发展。
（二）主要目标。到2020年，建立健全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为核心的VOCs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实施重点地区、重点行业
VOCs污染减排，排放总量下降10%以上。通过与NOx等污染物
的协同控制，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一）重点地区。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成渝、武汉及其周
边、辽宁中部、陕西关中、长株潭等区域，涉及北京、天津、河北、辽
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广东、湖北、湖南、重庆、
四川、陕西等16�个省（市）。
（二）重点行业。重点推进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重点行
业以及机动车、油品储运销等交通源VOCs�污染防治，实施一批重点工
程。各地应结合自身产业结构特征、VOCs�排放来源等，确定本地VOCs�
控制重点行业；充分考虑行业产能利用率、生产工艺特征以及污染物排
放情况等，结合环境空气质量季节性变化特征，研究制定行业生产调控
措施。
（三）重点污染物。加强活性强的VOCs�排放控制，主要为芳香烃、烯
烃、炔烃、醛类等。各地应紧密围绕本地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需求，基于
O3�和PM2.5�来源解析，确定VOCs�控制重点。对于控制O3而言，重点
控制污染物主要为间/对-二甲苯、乙烯、丙烯、甲醛、甲苯、乙醛、,3-
丁二烯、1,2,4-三甲基苯、邻-二甲苯、苯乙烯等；对于控制PM2.5�而言，
重点控制污染物主要为甲苯、正十二烷、间/对-二甲苯、苯乙烯、正十
一烷、正癸烷、乙苯、邻-二甲苯、1,3-丁二烯、甲基环己烷、正壬烷等。
同时，要强化苯乙烯、甲硫醇、甲硫醚等恶臭类VOCs�的排放控制。

治理重点



地区
2015年排放量

（万吨）

2020年减排比例

（%）

2020年重点工程

减排量（万吨）

北　京 23.4 25 3.5
天　津 33.9 20 4.6
河　北 154.6 20 19.5
辽　宁 105.4 10 10.5
上　海 42.1 20 8.4
江　苏 187.0 20 31.2
浙　江 139.2 20 25.5
安　徽 95.9 10 9.2
山　东 192.1 20 38.4
河　南 167.5 10 16.6
湖　北 98.7 10 9.9
湖　南 98.3 10 7.9
广　东 137.8 18 20.7
重　庆 40.2 10 4.0
四　川 111.3 5 5.6
陕　西 67.5 5 3.4

“十三五”重点地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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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3-2017年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不明显

74个城市2016年综合指数与2013年综合指数相比，只有邯郸、
石家庄和邢台三市（均为重污染城市）小于1.0，分别为0.99、0.9
和0.9，持平的是廊坊，其余城市均大于1.0，介于1.04-1.48之间。



地区 2013年 2014年
（缺12月2015年

2016年
(缺12
月）

2017年
（1-9月）

2016/201
3

长三角 3.96 5.54 5.22 4.66 4.54 1.18
珠三角 3.33 4.44 3.88 3.66 3.84 1.10
京津冀 6.14 8.40 7.33 6.45 6.7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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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4-2017年PM2.5总体有明显改善

如果2017年10-12月三个月同比（2016年10-12月）下降10%，2017与
2015的比值大于1.0城市有石家庄（1.02）、太原（1.13）、西安（1.20）和乌
鲁木齐（1.06）。同比下降5%，比值大于1.0的城市不变。其余城市小于1.0，
最大改善的达到35%左右。



地区 2015年 2016年 2017年(1-9) 2015年(1-9) 2017/2015(1-9)
长三角 53.98 44.36 41.57 50.88 0.817
珠三角 34.41 30.26 31.47 33.06 0.952
京津冀 77.14 63.24 63.88 69.85 0.915





三、2015-2017年O3总体有恶化趋势

从2017年1-9月O3平均浓度与2015年同期比较，小于1.0的有北京（0.98）、成
都（0.96）、承德（0.91）、东莞（0.99）、金华（0.98）、拉萨（0.92）、南
宁（0.97）、衢州（0.92）、台州（0.98）、武汉（0.94）、盐城（0.99）、长
春（0.96）等12个城市。其余均大于1.0，最大值为1.65



地区 2015年 2016年 2017年(1-9)2015年(1-9) 2017/2015(1-9)
长三角 142.36 134.14 164.85 140.71 1.172
珠三角 131.17 127.22 148.17 123.94 1.196
京津冀 130.58 127.74 165.71 135.29 1.225





四、2013-2017年同比分析







相关系数值
北京-北京 1
北京-保定 0.8695565
北京-沧州 0.8501852
北京-承德 0.8807791
北京-邯郸 0.8571409
北京-衡水 0.8903294
北京-廊坊 0.9582336
北京-张家口 0.7684238
北京-石家庄 0.8586120
北京-邢台 0.8810994
北京-秦皇岛 0.8562425
北京-天津 0.9212117
北京-唐山 0.9406223

五、2013-2017年相关性分析
相关系数值

上海-上海 1
上海-常州 0.9162386
上海-杭州 0.8779184
上海-合肥 0.7893776
上海-湖州 0.8946744
上海-嘉兴 0.9176540
上海-金华 0.8141616
上海-南京 0.8421106
上海-南通 0.9660879
上海-宁波 0.9254940
上海-绍兴 0.8263616
上海-苏州 0.9313717
上海-台州 0.8753229
上海-泰州 0.9140662
上海-无锡 0.9154981
上海-盐城 0.9028806
上海-扬州 0.8587601
上海-镇江 0.8851977
上海-舟山 0.9496746

相关系数值
广州-广州 1
广州-东莞 0.9789630
广州-佛山 0.9587765
广州-惠州 0.9564936
广州-江门 0.9045034
广州-深圳 0.9212605
广州-肇庆 0.9308000
广州-中山 0.8920545
广州-珠海 0.8672939

综合指数



相关系数
北京-北京 1
北京-保定 0.8071448
北京-沧州 0.6324782
北京-承德 0.9122006
北京-邯郸 0.6700514
北京-衡水 0.8538326
北京-廊坊 0.9148850
北京-秦皇岛 0.7175523
北京-石家庄 0.8000416
北京-唐山 0.8857445
北京-天津 0.8930240
北京-邢台 0.8370422
北京-张家口 0.6046883

相关系数
上海-上海 1
上海-常州 0.8962662
上海-杭州 0.8640199
上海-合肥 0.8185197
上海-湖州 0.8765414
上海-嘉兴 0.9337310
上海-金华 0.8339778
上海-南京 0.8848753
上海-南通 0.9475885
上海-宁波 0.9050347
上海-绍兴 0.8457642
上海-苏州 0.8349775
上海-台州 0.8352603
上海-泰州 0.8609199
上海-无锡 0.9453048
上海-盐城 0.8102397
上海-扬州 0.8287388
上海-镇江 0.8346382
上海-舟山 0.9253007

相关系数
广州-广州 1
广州-东莞 0.9640928
广州-佛山 0.9282048
广州-惠州 0.9466127
广州-江门 0.8957767
广州-深圳 0.9306352
广州-肇庆 0.9159414
广州-中山 0.9447004
广州-珠海 0.9285363

PM2.5



相关系数
广州-广州 1
广州-东莞 0.8797062
广州-佛山 0.8960618
广州-惠州 0.8238461
广州-江门 0.7645601
广州-深圳 0.6886240
广州-肇庆 0.7836026
广州-中山 0.7870145
广州-珠海 0.5882044

相关系数
北京-北京 1
北京-保定 0.9559635
北京-沧州 0.9306820
北京-承德 0.9736883
北京-邯郸 0.8778044
北京-衡水 0.9300466
北京-廊坊 0.9617541
北京-秦皇岛 0.8487522
北京-石家庄 0.9111875
北京-唐山 0.9515899
北京-天津 0.9199111
北京-邢台 0.9266473
北京-张家口 0.9487128

相关系数
上海-上海 1
上海-常州 0.7862587
上海-杭州 0.8533894
上海-合肥 0.8562189
上海-湖州 0.8725059
上海-嘉兴 0.7785352
上海-金华 0.8386513
上海-南京 0.9251321
上海-南通 0.8388795
上海-宁波 0.7694772
上海-绍兴 0.8648818
上海-苏州 0.6986401
上海-台州 0.7911122
上海-泰州 0.8399392
上海-无锡 0.7444131
上海-盐城 0.8425981
上海-扬州 0.8939098
上海-镇江 0.6709057
上海-舟山 0.6809679

O3



六、2015年上半年北京及周边六城市空间分析

北京市、天津市、保定市、廊坊市、唐山市和沧州市等6个城市的137个监测点













六、2015年上半年北京及周边六区域空间聚类分析

对区域137个监测站点进行空间聚类分析，采用六项指

标的上半年均值浓度，分别按照分2类、3类、4类、5类和6

类进行分组聚类。
当整个区
域分为2
类时，北
京市的35
个站点单
独为一类，
其余城市
的站点为
一类。



当分3类时，
北京仍为单
独一类，天
津、唐山11
个站点和沧
州3个站点
为一类，其
余保定、廊
坊、沧州11
个站点、唐
山3个站点
为一类。



当分4类时，
北京仍为单独
一类，天津和
沧州3个站点
为一类，唐山
11个站点为一
类，其余保定、
廊坊、沧州11
个站点和唐山
3个站点为一
类。



当分为5类时，
北京分为2类，
分别为东南部
和西北部，其
余3类与分4类
时一致。



当分为6类
时，北京维
持2类不变，
天津和沧州
3个站点为
一类，唐山
11个站点为
一类，保定
除东南部7
个站点外单
独为一类，
其余的廊坊、
沧州11个站
点为一类。



分2类时，与
区域分5类时
一致，即东南
部和西北部各
为一类；



分3类时，只有一
个站点（南三环
西路）从东南部
一类中分离出来，
其余不变



分4类时，西
北部一类分为
2类，即西北
部南侧和北侧
各为一类，其
余不变



分5类时，东南部一
类分为2类，即东南
部南侧和北侧（以
城市中心为主），
其余不变



分6类时，西北部
南侧一类中分离出
1个站点（海淀北
部新区）单独为一
类，其余不变



七、2013-2016年74个城市站点日均值的时序分析



2014年AQI



2015年AQI



2016年AQI



2013年PM2.5



2014年PM2.5



2015年PM2.5



2016年PM2.5



2013年O3



2014年O3



2015年O3



2016年O3



七、2013-2016年74个城市站点日均值的时序分析

北京市2013年AQI



天津市2013年AQI



石家庄市2013年AQI



上海市2013年AQI



南京市2013年AQI



杭州市2013年AQI



广州市2013年AQI



北京市2016年AQI



天津市2016年AQI



石家庄市2016年AQI



上海市2016年AQI



南京市2016年AQI



杭州市2016年AQI



广州市2016年AQI



八、实现“京60”目标的可行性分析

项目 和 平均 2017年1-9月改善程度
分段 1-9月 10-12月 1-9月 10-12月
2015年 626 344 69.56 88.00 11.7%
2016年 557 292 61.89 98.33 0.7%
2017年 553 61.44

2017年
目标值

10-12月和 10-12月平均
下降比例

基于2015年 基于2016年
60 167 55.67 51.5% 42.8%
61 179 59.67 48.0% 38.7%
62 191 63.67 44.5% 34.6%
63 203 67.67 41.0% 30.5%
64 215 71.67 37.5% 26.4%
65 227 75.67 34.0% 22.3%

有希望，但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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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DP及三产结构







二、能源消费总量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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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年2月17日，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能源局、北京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山西省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河南省人民
政府联合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2、2017年3月5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
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科学施策、标本兼治、铁腕治理，努力向人民群众交
出合格答卷。“治理雾霾人人有责，贵在行动、成在坚持。”
3、2017年3月17日，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
“今天我们就定下来，国务院设立专项资金，集中攻克这个课题。”李克强说，“两弹一
星我们都研究出来了，这一事关人民群众重大期盼的难题必须拿下来！我们不计成本，
再多钱也要拿。只有研究透了才能‘对症下药’！” 在3月17日的常务会上，有关部门负
责人也表示，现在雾霾研究主要溯源到一次排放，对二次排放的一些机理还没有研究
清楚。设立专项资金，把雾霾二次形成的机理搞清楚，对科学治理“非常重要”。
4、启动“2+26”城市科技下乡，提供“一对一”服务，对症下药，一市一策。与总理基金
大气专项融合。
5、总理基金项目启动，组织国内专家，编制技术方案，建立相关机构，制定工作制
度，全面实施蓝天保卫战。
6、 2017年8月18日，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能源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天
津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山西省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河南省人民政
府联合发布《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
案 》

一、对策与行动



二、2017-2018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

主要目标：

全面完成《大气十条》考核指标

 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

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5%

以上

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15%以上



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包括：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市，

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市，

山东省济南、淄博、济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市，

河南省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市

（以下简称“2+26”城市，含河北省雄安新区、辛集市、定州市，

河南省巩义市、兰考县、滑县、长垣县、郑州航空港区）。

实施范围



总体原则：
• 根据2017年1-6月份PM2.5平均浓度，结合2016年7-9月PM2.5平
均浓度和《2017年工作方案》目标值，以目标可达性确定
《攻坚行动方案》采暖季下降比例。

2017年10月-2018年3月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2017 年10 月-2018 年3 月“2+26”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2017 年10 月-2018 年3 月“2+26”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坚持问题导向，把稳固“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和高架源

稳定达标排放作为坚守阵地，把压煤减排、提标改造、错峰生产

作为主攻方向，把重污染天气应对作为重要突破口，加强联防联

控，严格执法监管，强化督察问责，全面实施攻坚行动。

1. 治本之举

产业结构调整——整顿散乱污企业为主要措施

能源结构调整——散煤清洁化替代为主要措施

交通结构调整——公路转铁路运输为主要措施

2. 治标之措：错峰生产与运输和重污染天气应对

基本思路



（一）建设完善空气质量
监测网络体系

（二）加快推进“散乱污
”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

（三）加快散煤污染综合
治理

（四）深入推进燃煤锅
炉治理

1.加快区县监测网络建设

3.加快处置“散乱污”企业
4.统筹开展“散乱污”企业集群综合整治

5.全面完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任务

6.严格防止散煤复烧

7.加强煤质监督管理

8.全面排查燃煤锅炉

9.进一步扩大燃煤小锅炉淘汰范围

10.全面完成燃煤小锅炉“清零”任务

11.推动锅炉升级改造

12.严格控制煤炭消费量

13.提前完成化解过剩产能任务

2.加强监测数据质量管理

主
要
任
务

（五）切实加强工业企
业无组织排放管理

14.系统排查无组织排放情况

15.加强无组织排放治理改造

主要任务



（六）全面开展重点
行业综合治理

（七）加快推进实施
排污许可管理

（八）严格管控移
动源污染排放

17.推动烟气排放自动监控全覆盖
16.扎实推进重点行业领域VOCs治理任务

18.加快重点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19.严厉查处货车超标排放行为

20.强化工程机械污染防治

21.加强车用油品监督管理

（九）强化面源污
染防控措施

22.严格控制秋季秸秆露天焚烧

24.强力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整治

25.减少烟花爆竹燃放

主
要
任
务

（十）深入推进工业
企业错峰生产与运输

（十一）妥善应对重污
染天气

26.钢铁焦化铸造行业实施部分错峰生产

27.建材行业全面实施错峰生产

28.有色化工行业优化生产调控

29.大宗物料实施错峰运输

30.统一预警分级标准
31.统一各预警级别减排措施

32.统一区域应急联动

主要任务

23.全面加强扬尘控制管理



六个配套文件

强化督查
方案

巡查方案

专项督察
方案

量化问责
规定

信息公开
方案

宣传方案

攻坚行动
方案



配套文件一：强化督查方案

12项重点任务

“散乱污”企业及集群整治情况 VOCs治理项目 

小锅炉淘汰、改造情况 工业企业扬尘治理情况 

清洁取暖及燃煤替代 加油站整改情况 

工业类治理项目 施工工地扬尘管理情况 

工业类淘汰、搬迁项目 错峰生产落实情况 

重点行业排污许可证发放 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第一阶段

（2017年9月1日至11月9日）

• 共5个轮次70天
• 重点对12项任务落实情况
进行督查

第二阶段

（2017年11月10日至2018
年3月29日）

• 共10个轮次140天
• 重点对存在问题的区域和
行业进行“双向反馈式”督查



配套文件二：巡查方案

 巡查时间：2017年9月15日至2018年1月4日

 102个巡查工作组，8轮次，2480人次

  核查环境问题整改情况，对完成整改问题开展“回头看”
 督查《工作方案》及《攻坚行动方案》各项任务措施落实情况

 职能部门大气污染防治相关工作部署、落实及监督检查情况

 党委政府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安排部署、问题整改和责任落实情况

 对地方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保不作为、慢作为，环保责任不落

实的，提出进一步处理意见和建议。

工
作
内
容



问题情况 问责对象

重点任
务落实
情况

未完成交办问题整改数量超过2个的
副县长

强化督查或巡查发现问题数量超过5个的

未完成交办问题整改数量超过4个的
县长

强化督查或巡查发现问题数量超过10个的

行政区域内被问责的县（区）达到2个的 副市（区）长

行政区域内被问责的县（区）达到3个的 市（区）长

行政区域内被问责的县（区）达到4个的 市（区）委书记

环境质
量改善
情况

完成质量改善目标比例低于60%的 副市（区）长

完成质量改善目标比例低于30%的 市（区）长

PM2.5浓度同比不降反升的 市（区）委书记

问责处理方式为组织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可合并使用

配套文件四：量化问责规定



配套文件五：强化督查信息公开方案

目的

 强化对地方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监督约束

 保障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公开方式

 环境保护部在“一报、一网、两微”
 “2+26”城市利用“一台一报一网”

公开内容

 环保部公开强化督查问题督办情况

 “2+26”城市公开督办问题整改情况

 “2+26”城市电视台每周四在地方新闻栏目安排一次不少于3
分钟的专题报道



配套文件六：宣传报道方案 

宣传安排

在“环保部发布”两微每日发布
行动进展
举办“1+6”新闻发布会，适时召
开新闻通气会

视情安排重污染天气应对宣传

统筹协调媒体采访调研

及时回应热点问题

利用新媒体扩大影响力

做好相关科普宣传

上下联动，安排地方发声

宣传重点

攻坚行动措施和成效

曝光地方不作为以及违法排污典
型案例

重污染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发布

回应社会热点，及时求证澄清

宣传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科普知识



1督
查

2交
办

3巡
查

4约
谈

5督
察 五步法



李干杰指出，要秉持“严、真、细、实、快”的工
作作风，切实保障攻关任务圆满完成。“严”是前
提，要从严肃工作纪律做起，把“严”字贯穿攻关
工作始终，明确项目管理要求，严格考核，严把质
量关。“真”是基础，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确
保各项数据真实准确，发现真问题，掌握真情况，
提出科学、高效、经济的解决方案。“细”是关键，
要做好精细化来源解析和高时空分辨率排放清单编
制工作，识别优先控制的污染源和污染物，确定多
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途径，推进环境管理向精细化
转变。“实”是根本，要真抓实干，确保攻坚任务
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做到任务实、措施实、责任
实。“快”是保障，要做到部署快、推进快、见效
快，尽快形成战斗力、拿出一批阶段性成果。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