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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的十九大部署，到
2020 年，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这既是新目标，更是
新号令。

战鼓催征，使命在肩。
2018 年，全省环保系统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方位、全
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
护，以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为追求目标，致力做好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治理工
作，以“十大建设”为抓手，按照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奋力
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使
江西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
让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有更多
获得感，推动全省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打好“气水土”污染防
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
紧盯 PM2.5 和优良天数这两个
考核重点，启动蓝天保卫战三
年作战计划。在巩固“四尘”

“三烟”“三气”治理成果的基础
上，重点抓黄标车淘汰核查核
实、汽车尾气达标排放、监管平
台建设等，逐步削减大气污染
物排放总量。着力开展清水行
动。重点抓好《水污染防治法》
的宣传贯彻落实，确保饮用水
安全，在巩固 34个地级城市饮
用水源地安全的基础上，对142
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开展
清理整顿，按要求定期公布饮
用水源地水质信息；与相关部
门一起确保今年 5月底前消灭
所有水质断面劣V类水。全面
实施“土十条”。完成全省农用
地土壤污染详查，启动重点行
业企业用地土壤详查，推进建
立健全污染地块名录及其开发
利用的负面清单，分用途明确
管理措施，严格用地准入。

——打好环境保护督察攻
坚战。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的整改，越到后面，复杂程度
高、整改难度大，不少是历史
遗留和历史欠账的老问题。
我省将着力推进 12 个中央环
保督察问题整改。同时，对已
完成省级环保督察的 6个设区
市 ，开 展“ 回 头 看 ”，督 促 整
改。启动对南昌、赣州、抚州、
景德镇、上饶 5 个设区市的省
级环保督察，实现 11个设区市
全覆盖。

——打好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攻坚战。只有恢复绿水青
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
银山。着力实施“十三五”规
划确定的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
程；开展生态红线勘界定标、绩
效评估和考核，实现一条红线
管控重要生态空间。持续开
展“绿盾行动”，对在自然保护
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中发现的
问题坚决整改。积极组织开展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创建。全面开展我省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摸清
污染源底数。

——打好环保领域改革
攻坚战。事业发展无止境，深
化改革无穷期。全面铺开环
保机构垂直管理改革，确保 6
月底前按新体制运行。稳步
推进赣江流域按流域设置环
境 监 管 和 行 政 执 法 机 构 试
点。开展环境监测事权改革，
研究出台我省提高环境监测
数据质量的实施方案，完成国
考断面水质自动站建设，推进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
工作。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与
公安、检察等部门联动，严厉
打击偷排漏排等环境违法行
为，形成强大的震慑力。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全
省环保系统将不忘初心、不停
脚步，始终以赶考的姿态，奋力
书写新时代江西篇章的生态答
卷，以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
的优异成绩接受人民的检阅。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决打好污染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防治攻坚战
——省环保厅奋力推动生态环境保省环保厅奋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纪实护工作迈上新台阶纪实

邹仕虎邹仕虎

2017 年，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的大喜之年，也是我省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的一年。

这一年，我省以改善环境质量
为核心，实施净空、净水、净土行动，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

这一年，我省以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为统领，启动环保垂改等一系
列改革，“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
环保责任体系逐步完善；

这一年，我省以环保督察为契
机，强化环境执法，着力解决一批突
出环境问题，全省环境保护重点工
作取得成效；

…… ……
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实现

新作为。省环保厅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
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党的
建设、业务建设、法治建设、大数据
建设、宣教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保障建设

“十大建设”为抓手，按照“全面推
进、突出重点、以点带面、点面结合，
创特色、出成效、争一流”的工作思
路，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完成了一
项又一项重点任务，推进了一项又
一项重点改革，抓实了一项又一项
重点工作，在16.69万平方公里的赣
鄱大地上谱写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奋
斗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
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沿着总
书记指引的方向，江西环保人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砥砺奋进，全力以赴保卫蓝天白
云，呵护绿水青山，一刻未停歇。

——完成“大气十条”空气质量改善任务。
2017年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考核收官之
年，国家对我省 PM10进行终期考核，我省必须
完成空气质量改善任务目标。

PM1073.2 微克/立方米！这是我省向国家
立下的军令状。

一诺千金！这是嘱托，更是担当。
面对去年1至4月不利气象条件和不利开局，

省环保厅立即采取措施、紧急调度、及时应对，通
过调研分析、动员部署、督促检查、约谈问责、区域
预警，狠抓“四尘”“三烟”“三气”，在全省形成了高
位推动、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大气污染治理新局
面。全省统调燃煤电厂实现超低排放机组占比达
87%，所有统调火电机组全部配套建设脱硫脱硝
除尘设施，钢铁行业烧结机实现全面脱硫，水泥熟
料生产线全部建成脱硝设施。基本完成石化行业
VOCs治理工作，设区市建成区淘汰燃煤小锅炉
451台，1135个各类工地开展了规范化整治。合
力推动出台了《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
利用的决定》，秸秆禁烧监管力度前所未有。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高位推动下，

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2017 年全省 PM10

年均浓度为 72.6 微克/立方米，比 2013 年下降
5.7%，完成了73.2微克/立方米任务目标。

——完成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年度任
务。省委、省政府着力推进中央环保督察问题
整改，力度大、速度快、效果好，在梳理出的 61
个问题中，需 2017年整改完成的有 30个，实际
完成 33个，完成率 110%。同时，分两批完成了
对新余、萍乡、九江和宜春、吉安、鹰潭6个设区
市的省级环保督察，并及时反馈了督察意见。

——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任务。超前谋
划，精心部署，采取“六下六上”方式，与11个设
区市、100个县（市、区）和13个县级单位沟通对

接，反复论证，充分征求意见，及时呈报审批。
《江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经省委、省政
府审议，并报环保部、国家发改委审核通过。

——完成“水十条”考核年度任务。针对 1
至4月我省部分国控断面水质恶化降类的情况，
省环保厅果断决策，实行周调度、月通报、季小
结，加强断面水质监测、建立水质通报制度，并采
取紧急约谈、现场检查、加密监测、严格执法、督
促整改等措施，促进被通报的水质断面全部好转
升类。同时，认真组织打好劣V类水歼灭战各项
工作，抓好水源地环境整治。2017年，“水十条”
工作进展总体较好，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
92%，比国家考核目标值高12个百分点。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去
年，我省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启动
多项创新改革，坚决向创新要动力，
向改革要活力。

——扎实推进环保垂直管理制
度改革。我省非试点省份，但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超前谋划，认真部
署，环保垂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去年 9月，省政府常务会议、省委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先后审议
通过了《江西省环保机构监测监察
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并报经环保部、中央编办同意，于
12 月正式印发。我省在全国率先
作出 11 个设区市环保局单派纪检
组的决定获得环保部充分肯定，中
纪委驻环保部纪检组在两次全国性
会议上，重点推介我省经验和做法。

——扎实推进流域环境监管体
制改革。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按照省
委、省政府部署，省环保厅草拟了《在
赣江流域开展按流域设置环境监管
和行政执法机构试点实施方案》，积
极推进试点改革。省环保厅将牵头
建立健全区域协作机制，推行跨流域
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加强联合监测、
联合执法、交叉执法，实现“五统一”。

——扎实推进国家地表水监测
事权上收。先后完成了国考断面桩
设置、新建水站选址及已建水站调
查、国考断面采测分离和同步监测、
新建水站征地、“四通一平”等工作，
工作进展居全国前列，环保部用 2
期专报介绍江西经验。同时，全面
完成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考
核工作，完成了工业园区入河排污

口和下游河流断面监测工作。
——扎实推进排污许可制改

革。在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
及时调度指导，加强技术支撑，于去年
6月提前完成了156家火电、造纸行业
排污许可证的核发工作，于12月底前
完成了298家水泥、有色金属、印染等
重点行业排污许可证的核发工作。

…… ……
省环保厅还积极主动作为，推

动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办法实施细则、环保社会组
织行为规范指导意见、排污权有偿
使用和交易实施细则、企业环境信
用评价及信用暂行办法等一批生态
环境保护制度的出台，从制度上强
化保障，进一步健全我省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四梁八柱”制度体系。

攻坚克难 四项重点任务取得圆满成效

勇于创新 四项重点改革稳步推进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

喝更干净的水、呼吸更清新的空
气、享受更优美的环境，是人民的期
待，也是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
内在要求。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全省环保系
统以实际行动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
责任，努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助推绿色发展。深化环保领
域“放管服”改革，将原有 73项行政权
力精简为 45项，取消了辐射监测服务
费征收等 7项行政权力，下放了 2项行
政权力，仅保留了6项行政许可。将全
省绿色发展重大产业项目、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重大环保民生工程纳入
环评审批绿色通道。严格把好项目环
评审批关，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污
染严重又未落实总量指标、不符合审
批要求的项目，坚决予以否决。

——加速土壤污染防治。完成省
政府与环保部、设区市政府与省政府
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签订工作；
启动全省农用地土壤污染详查，完成
样品采集任务的50%，进度排在全国前
列；编制完成《江西省土壤污染治理与
修复规划》，建立我省土壤污染防治项
目库；建成江西省危险废物监管平台，
开建2个危险废物处置中心。

——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组织开
展全省工业园区环境综合整治、长江经

济带化工污染防治、地下水环境保护和
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等多个专项
执法行动。加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配合，与省检察院合作在
省环保厅设立检察室，严厉打击环境违
法行为。2017年, 全省移送涉嫌污染
环境犯罪案件 73起，与上年同比增长
121%；利用新环保法及配套办法共查
处案件 887起，同比增长 60%。其中按
日连续处罚案件 21起，处罚金额 4321
万，同比增长 48%；实施查封扣押案件
294起，同比增长60%；实施限产停产案
件340起，同比增长53%；实施行政拘留
案件232起，同比增长68%。

——加快生态创建步伐。贯彻落
实中办、国办关于祁连山通报精神，开

展“绿盾 2017”专项行动。遂川南风面
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靖安县、资溪县、婺源县被授予第
一批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县，靖安县荣
膺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完成第十批省级生态乡镇
和第八批省级生态村命名，新增 46个
省级生态乡镇和77个省级生态村。

与此同时，我省率先实现了省、
市、县三级环保部门“两微”全开通、全
覆盖，位居全国第一，获环保部通报表
扬。在全国辐射环境监测技能竞赛
中，我省获团体一等奖，监测项目获全
国第二名。

一幅充满希冀与期待的“美丽江
西”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担当实干 四项重点工作有序开展

科
学
谋
划
坚
决
打
好
四
大
攻
坚
战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全国环保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内监督专题座谈会在江西召开 省环境保护督察组召开反馈会 环保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启动

“南昌蓝”带来蓝天幸福感

婺源乡村演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羊狮慕十八排风光旖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