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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倪元锦)
北京市环保局 16 日发布《 2017 年北京市环
境状况公报》称，通过 5 年的治理，空气质
量实现持续改善，完成国家“大气十条”目
标任务。 2017 年，污水处理率达到 92% ，
劣Ⅴ类水质比例下降，土壤环境质量国控监
测点位达标率为 94 . 6% ，声环境质量保持稳
定，辐射环境质量保持正常，生态环境状况
良好。

《公报》指出， 2017 年，北京市空气中
主要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全面下降， PM2 . 5 年
平均浓度值为 58微克/立方米，比 2013 年下
降 35 . 6%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PM10 年
平均浓度值分别为 8微克/立方米、 46微克/
立方米、 84 微克/立方米，同比分别下降
20 . 0% 、 4 . 2% 、 8 . 7% 。

2017 年，北京市空气质量达标(指空气质
量为“ 1 级优”“ 2 级良”)天数为 226 天，
达标天数比例为 62 . 1% ，达标天数比上年增
加 28 天，比 2013 年增加 50 天；空气重污染
(指空气质量为“ 5 级重度污染”“ 6 级严重
污染”)天数为 23 天，比上年减少 16 天，比
2013 年减少 35 天。

《公报》显示，北京市地表水水质稳中
向好。 2017 年，北京市地表水体监测断面
高锰酸盐指数年均浓度值为 5 . 97 毫克/升，
氨氮年均浓度值为 2 . 62 毫克/升，与上年相
比分别下降 19 . 0% 和 51 . 5% 。其中水库水
质较好，湖泊水质次之，河流水质相对较
差。

此外， 2017 年，北京市污水处理率是
92% ，其中，中心城污水处理率达 98 . 5% ，
再生水利用量 10 . 5 亿立方米，占全市用水总
量的 26 . 6% 。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倪元锦)记

者 16 日获悉，为落实《北京市蓝天保卫战
2018 年行动计划》，北京市多部门开展
“点穴式”联合执法，以提升街乡镇精细化
管理水平，促进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

从今年 5 月份开始，北京市环保、公
安、城管执法等多部门下沉到街道、乡镇，
开展“点穴式”联合执法，旨在“把脉问
诊”，帮助街道、乡镇分析影响空气质量的
原因，也聚焦“攻疾点穴”，集中执法力
量，严厉查处污染大气环境的违法行为，形
成震慑。

据了解，“点穴式”联合执法，主要采
取环保、公安、城管等多部门，市、区、乡
镇三级联合检查的方式，依据热点网格和群
众投诉举报的线索，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问
题，在协助街道、乡镇把脉问诊、查找原
因、督促属地积极整改的同时，加大执法力
度，依法查处各类大气环境违法行为，并通
过媒体曝光，提升环境执法震慑力。

记者 15 日随“点穴式”联合执法组来
到房山区大石窝镇。执法人员根据车载
PM2 . 5 检测设备，沿着渣土遗撒痕迹，发
现了一处施工工地，该工地进出车辆带泥上
路，路面浮尘较多，车辆经过时尘土飞扬，
进入工地后发现工地无洗车设施，并进行露
天搅拌，土堆未覆盖。

车载 PM2 . 5 监控设备显示，该工地
PM2 . 5 比周边高出 30微克/立方米，联合
检查组立即制止其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交
由当地城管部门进行调查，后续将会依法对
该工地进行处理。

记者了解到，“点穴式”联合执法发现的
环境违法问题，主要涉及无环评手续、露天喷
漆、危废混存、汽修喷漆间环保设施不正常运
行、无粉尘治理设施、废水偷排等违法行为。

2017 年空气主要污染物平均浓度全面下降，5 年治理完成“大气十条”目标

保卫蓝天，北京将开展“点穴式”执法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高敬)“非
法倾倒未经处理污泥 3000 多吨”“非法转移
含铜废液约 1400 吨”“挖出化工废料和受污
染土壤近 400 吨”“约 5000 立方米生活垃圾
非法就地掩埋”……近期，生态环境部连续通
报多地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的
案件，并对问题较为突出的广州等 7 个市政府
负责人进行了公开约谈。

据悉，生态环境部从 5 月 9 日启动“清废
行动 2018 ”，截至 13 日已经对 80 多个突出
问题进行挂牌督办。

一埋了之、以邻为壑、非法贮存

据记者了解，企业非法处置固废危废的
“招数”主要有三种：

——— 一埋了之。督察组在江苏盐城辉丰
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厂区两处区域现场组
织挖掘，一处掘深仅 1 . 5 米即发现散发刺激
性气味的黑色污泥，经取样鉴定属危险废
物。掘深 3 米后，渗出散发刺激性气味的黄
色污水，甲苯、乙苯和二甲苯浓度严重超
标。另一处掘深 3 米发现油泥，经取样鉴定
均属危险废物。为了逃避监管，这家企业还
在一些填埋区域上面覆盖建筑垃圾，甚至建
生产车间。

此外，连云港、盐城等多家企业也存在填
埋化工废料等危险废物违法行为。浙江温岭市
则将 5000 立方米生活垃圾非法就地掩埋，造
成环境污染。

——— 以邻为壑。广东省这类问题较为突
出，生态环境部在约谈中指出：广州南方碱
业公司将 1700 多吨白泥非法运至广西贵港市
倾倒；广州市番禺区一首饰厂将产生的危险
废物违规交由私人并非法转至广西贺州市处
置。此外，东莞市 2016 年 9 月有 400 吨生活
垃圾运往广西藤县浔江河段进行非法倾倒，
倾倒点位于藤县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导
致水源水质超标，结果导致不得不暂停供

水。
——— 非法贮存。中央环保督察组曾指出

连云港灌云、灌南两县化工园区危险废物贮
存量多、环境风险大的问题，江苏省督察整
改方案明确要求在 2017年年底前减少危险废
物库存。但督察发现，两县化工园区危险废
物贮存量不降反增， 2017 年贮存量是 2015
年的 2倍。

还有一些化工企业将危险废物露天堆
放，污染物直排环境。

企业为降低成本非法处置，

地方监管落实不到位

记者注意到，进行非法转移、倾倒固
废危废的，有些是如汽车维修等小门店，
但也有不少是规模很大的企业，如辉丰公
司是农药行业的大型企业，也是一家上市
公司。

为什么这些企业明知危险废物会严重
污染环境，仍一意孤行？为什么不论大小
企业都能够将大量的危险废物“成功”处
理？

记者了解到，通过正规渠道处理危险
废物成本较高，非法处理成本则要低得
多，有些相差好几倍，导致一些企业产生
违法冲动。广东省环保厅副厅长李晖表
示，现在有些危废处置企业的含汞危险废
物处置价格已提高到每吨 2 万元，而非法
处置要低很多。

生态环境部土壤环境管理司副司长周
志强说，随着环境保护税开征，有些企业
为了降低成本，会想方设法非法处置固废
危废。

此外，地方监管不到位是非法处置固废
危废多发的重要原因。据了解，长期以来，
各地对水环境和大气环境很重视，但固废监
管力量相对薄弱，一些地方的市一级都没有
专门的固废管理机构，基层监管力量严重不
足。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固废管理涉及住建、
卫生、工信等多个部门，一些地方部门存在对
法定职责不明晰、不重视的问题。比如，上级
部门对某地一家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置情况进
行调研时，当地住建部门本应参与调研，但经
过很大周折、长时间协调，住建部门才最终同

意参加。
同时，一些地方监管责任没有落实。生

态环境部介绍，东莞市对群众多次举报的海
滔环保公司非法转移倾倒污泥问题重视不
够，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即认定举报
不实；群众对辉丰公司的举报不断，还有群
众通过律师公开致函市委、市政府，但盐城
市始终没有开展深入调查，并多次以举报不
实了结案件。

调查还发现，非法倾倒固废危废多发也
暴露出一些地方危废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
如广东省江门市每年约 1 . 5 万吨危险废物需
焚烧或填埋，但目前全市尚无焚烧、填埋设
施。

成环境执法一大重点，要疏

堵结合找出路

固废监管正在进入环境执法主战场。
今年，生态环境部已经启动了打击固体废
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即“清废行动
2018 ”。自 5 月 9 日开始至 6 月底，从全
国抽调执法骨干力量组成 150 个组，对长
江经济带固废倾倒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核
实。

截至 13 日，各督察组共摸排核实 2097
个固废堆存点，发现 1011 个堆存点存在问
题。生态环境部已对 80 多个突出问题进行
挂牌督办，并将问题清单全面向社会公开，
督促地方政府限期整改，对违法行为依法查
处。

“要疏堵结合给固废危废找出路。”周
志强说，一方面，各地要对本地区进行科学
评估，加快固废危废处置能力建设；另一方
面，要充实地方监管力量，把责任压实，形
成监管合力。同时，要通过信息化建设将点
多面广的危废产生企业纳入监管，实现危废
出厂转移等信息联网，实现来源可追溯，保
障危废得到合法处置。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建议，可
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污染物排放转移登记制
度，尤其要对危险废物处置或转移进行登记
并向社会公开，使危险废物去向明确，监管
上形成闭环，遏制企业随意倾倒、填埋危险
废物。

触目惊心！多地频发非法转移倾倒固废危废
生态环境部启动“清废行动 2018”，已对 80 多个突出问题进行挂牌督办

新华社上海 5 月 16 日电(记者贾
远琨)这里是货轮川流不息的航运干
线，这里是候鸟栖息的天然驿站，这里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外桃
源”……这里是长江口，美丽的生灵犹
如跃动的“音符”，与青山绿水相依，与
码头城市相伴，奏出欢快的乐章。

雁鸭类、鹤类、鹭类、鸥类等数百
种水鸟从新西兰、澳大利亚、俄罗斯、
韩国、日本等地迁徙到崇明东滩越冬
栖息。

候鸟是否愿意栖息是自然环境优
劣的一个重要标志。候鸟迁徙带长达
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途中鸟儿需
要繁育地、中途停歇地。多年来，沿海
地区经济建设开发步伐加快，一些候
鸟的中途停歇地被破坏，给鸟类生存
造成很大威胁。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副总工
程师周海说：“候鸟选择迁徙落脚点是
非常挑剔的，要看是否能寻觅到美食，
比如小贝壳、小鱼，要寻找适宜做窝的
环境。”

“改善滩涂环境，要关注两个指
标，一个是水，一个是泥，水质好了，泥
沙资源丰富了，才会有大片的芦苇，进
而贝类、蚌类生物也会增加，这都是候
鸟休憩所需要的。”周海说。

滩涂浅海的自然风光和如约而至
的水上精灵，让人沉浸在未经雕琢的
世界。

自然环境保护并不意味着人类一
切工程项目都要禁止，也并不是说工
程项目一定是破坏环境的。

长江口优质滩涂湿地的形成恰恰
是和一项重要的工程项目有关。

长江南京以下 12 . 5 米深水航道
建设工程是一项水运投资规模大、技
术复杂的重大航运工程，是打造长江
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的重大建
设项目。为了疏浚、维护航道，每年将
产生大量的疏浚土。以往疏浚土多是
直接抛至海洋，浪费了泥沙资源也污
染了海洋环境。通过滩涂整治工程，将
疏浚土“变废为宝”，在长江口形成一
片优质的滩涂湿地。

“随着长江水流变缓，冲刷至长江
口的泥沙资源逐年减少。如果不进行人为干预，日积月累，
这里会变成一片荒滩。通过资源再利用，保护了泥沙资源，
维护了生物多样性。”周海说。

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长江南京以下 12 . 5 米深水航道建设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就
遇到了江豚保护的难题，为了保护江豚，施工团队决定“绕
道而行”。

江苏镇江长江豚类自然保护区位于和畅洲左汊，正是
施工工程所在地。若要在左汊开通深水航道，需要对长江豚
类自然保护区进行调整。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不能因为工程实施破坏江豚的生存环境。工程最
终选择了施工难度更大的右汊，施工也严格避开了 4 月至
9 月的江豚繁殖期。

“不能让江豚在我们手中灭绝，这是所有参与工程人员
的共识。”周海说。

水质改善、资源丰富，吸引小生灵驻足，这样的长江口
也越来越富有诗意。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莫须惊白鹭，为
伴宿清溪。”别让诗词中的美景成为记忆，让长江口的跃动
“音符”永不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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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日前通报山西省临汾市三维
集团违规倾倒工业废渣案等 6 起非法转移倾
倒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案件的问责情况，相
关地方党委、政府对责任人进行严肃追责问
责，有的地方领导干部被免职或停职。问责
力度大，彰显出对环境违法行为坚决“亮
剑”的决心和行动。

非法转移倾倒废物相当于把“自家的垃
圾”倒到别人的家里，性质非常恶劣。这种行
为在新环保法施行 3 年多的时间里居然还会屡
屡发生，固然有企业贪图经济利益不惜违法、
地方监管不严等因素，但根子在于一些地方在
环保问题上不作为、少作为，没有严格落实环
保主体责任。个别地方出于经济考虑，对违法
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罚代管、从轻处
罚，甚至充当地方环保违法的“保护伞”，必

须加以纠正。

保护环境本就是一盘大棋，祖国大地上
绿水青山本就应该不分彼此。各地应当切实
担负起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一方面加强事
前监管，破除“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九龙治
水”的制约，监管一竿子捅到底；同时加大违
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不要为了经济利益，
巴掌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惩处变成假把式。

都说新环保法是一部“长牙齿”的法
律，但是牙齿再尖、再硬，如果咀嚼肌没有
力度，还是无法“咬疼人”。要改变这种状
况，就要真正使生态环保理念入脑入心，落
实环保主体责任，环保执法形成敢于碰硬和
“亮剑”的常态。

(记者李云平、高敬)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违法排废，严惩不贷
■新华时评

新华社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王珏玢)记者从中科院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获悉，由中、澳两国学者组成的研究
团队，最新对我国长江经济带陆地生态系统服务情况进行
了评估。研究发现，当前长江经济带陆地生态状况总体呈改
善趋势。

基于其生态地位重要性及生态保护与管理的重大需
求，中科院南京地湖所团队联合澳大利亚学者，对 2000 年
至 2015 年间，长江经济带陆地生态系统服务的状况，进行
了系统性评估。

此项研究主持者、地湖所副研究员徐昔保介绍，所谓生
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能够获得的所有惠益，这
是衡量生态环境的重要概念。此次，研究者共选取水源涵
养、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持、固碳和粮食供给这 5 个要
素，利用遥感和生态模型估算，评估 15 年来这些要素的时
空变化。

研究显示，2000 年至 2015 年间，长江经济带陆地生态
整体向好。其中，固碳和粮食供给显著增长，水源涵养和土
壤保持小幅增长。标志生物多样性的生境质量指数，从
2000 年的 0 . 771 下降到 2015 年的 0 . 765，总体稳定、有微
弱退化趋势。但在城市化扩展迅速、人类开发旺盛的部分局
部地区，也存在较明显的生态系统服务退化趋势。

中澳学者评估：

长江经济带陆地生态改善

新华社成都 5 月 15 日电(记者谢佼)15 日
上午，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有人路遇并拍摄
下一只野生大熊猫的“悠闲”画面。这是北川
今年来被拍摄到的第七只野生大熊猫。

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规划发展和资源管理
科科长赵军介绍， 15 日上午，小寨子沟自然
保护区巡护队员和民工正在上山查看山上状
况，到海拔 2100 米左右的下里里沟，在正前
方大约一百米处，发现有一只野生大熊猫正顺
路慢悠悠地行走。他们惊喜地叫出声，这只约
3 岁多的亚成体大熊猫闻声回头，并不惊慌，

席地而坐，回眸注视众人，大约 1 分钟后才
起身向前离开，在一个转弯处钻入竹林消
失。

赵军说，今年以来，小寨子沟自然保护
区的户外摄像机在保护区不同地点拍摄到 6
只野生大熊猫的踪影。例如 10 日回收的存
储卡里就显示有一对野生大熊猫幼崽，在打
闹嬉戏。而 15 日拍到的野生大熊猫是第 7
只野生大熊猫，也是首次被人路遇拍摄下
来。这是该自然保护区连续第五年拍摄到野
生大熊猫“原生态”生活状况的图像资料。

北川县委宣传部介绍，北川羌族自治县
是岷山山系面积较大、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的
地区，也是国内大熊猫数量多、栖息地面积
较大的地区之一，是大熊猫基因交流的重要
走廊。汶川特大地震造成北川境内山体大面
积崩塌、滑坡，森林、草地等生态系统损毁
严重。

汶川地震后，北川通过人工措施与自然
修复结合、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结合等举
措，修复完成 57 . 7 万亩植被，退耕还林
13 . 38 万亩土地， 49 . 17 万亩国家公益林常

年得到有效管护。全县森林覆盖率已由
2008 年的 55 . 19% 增加到 63 . 43% 。全县预
计将有三分之一国土面积纳入国家大熊猫公
园规划范围。

经过生态重建，如今北川境内栖息野生
脊椎动物 515种，其中大熊猫、川金丝猴等
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74种；生长野生
植物 2150种，其中珙桐、红豆杉等国家一
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13种。 2016 年和 2017
年还发现了两个新物种——— “北川驴蹄草”
“天牛”。

地震后生态恢复良好，北川野生大熊猫被路遇拍摄

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陕西积极整改问责 154 人
新华社西安 5 月 16 日电(记者张博文)记者从陕西省

环境保护厅获悉，陕西整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截
至 2018 年 3 月底，59 个具体整改问题有 48 个已基本完成
整改，剩余 11 个涉及工程方案调整和中长期整改问题正在
推进中;共有 154 人受到责任追究。

针对“重点区域流域环境形势严峻”问题，陕西成立了
省铁腕治霾工作组。2017 年，关中 8 市区平均优良天数
198 . 3 天，同比增加 7 . 3 天；PM10 平均浓度 119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10 . 2%；PM2 . 5 平均浓度 67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8 . 4%。

针对“部分重点区域生态破坏较为严重”问题，陕西省
恢复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秦岭地区采石企业数量
由 2014 年底的 457 个减少到 168 个。

据了解，受到责任追究的领导干部中厅级 26 人，处级
74 人，科级以下 54 人。同时，陕西省政府责令渭南市政府、
汉中市政府、西咸新区管委会、省国土资源厅、省水利厅、泾
阳县政府、淳化县政府等 10 个单位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
改。2017 年，陕西立案查处环境违法企业 6139 家，行政拘
留 173 人，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2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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