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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建设“水天一色”美丽奉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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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部署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 11 个攻坚行动，全面加强上海
生态环境保护。奉贤区结合实际情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初步梳理奉贤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意见 9
个攻坚行动，
力争以扎实有效的举措，
加快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全面建设
“水天一色”
美丽奉贤。

奉贤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意见简介
【工作目标】
《实施意见》以 2020 年为主要节点，展望
2035 年和本世纪中叶，根据国家、上海要求，
结合奉贤区实际，
综合确定目标。到 2020 年：
空气：细颗粒（PM2.5）年均浓度降到 37
微克／立方米，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率 AQI 力争达到 80％左右；
水体：全面稳定消除河道黑臭，力争全面
消除劣 V 类水体；
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受污染耕
地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5％左右；
生态：
森林覆盖率达到 15.89％，
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到 6 平方米，湿地总面积维持在
1.1 万公顷，
河湖水面率不低于 7.99％。
【主要任务措施】
■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升级产业结构，收严准入标准，坚决淘汰
“三高”产业，实施金山地区第二轮整治，启
动星火地区转型，推进系列绿色制造项目、
绿色生态农业等，增加新增长动能。节约能
源资源，深入推动工业建筑、交通和公共机
构等重点领域的节能降碳、持续深入落实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逐年减少新增建设用地
等。引导公众绿色生活，加强生态文明宣传
教育，开展绿色生态创建活动，培育文明绿
色生活方式。
■ 确保打好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三大
保卫战。
打赢蓝天保卫战方面，启动实施新一轮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8－2022 年），聚焦工

业、能源、交通、建设等领域，突出源头防治和
精细治理，重点为：全面整治“散乱污”、深化
工业废气治理、升级改造燃油燃气锅炉、治理
柴油车、推广新能源车、推进绿色建筑、绿色
工地等，积极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打好碧
水保卫战方面，全面落实“河长制”
“湖长制”，
注重水岸联动、治本治源，重点做好饮用水保
护、黑臭水体整治、河湖治理修复、深化污水
污泥治理、规范入河入海排污口整治、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农药化肥减施、加强水
产养殖尾水和淤泥治理、畜禽养殖治理设施
全面配套等，加快推进水环境质量改善。推
进净土保卫战方面，加快摸清底数，落实分类
管理、分级管控，有序推进土壤治理修复，确
保土壤安全利用；全面推进垃圾源头减量、全
程分类，加快完善末端利用处置体系；加强对
非法转移、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的源头防范和
联动监管。
■ 强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切实落实生态空间
分 类 管 控 要 求 ，严 格 控 制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比
例，构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推进国家生态
园林城区创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建设水
绿交融、春景秋色、生态宜居的美好家园，
再造奉贤生态优势，争取到 2020 年各项指标
全面达到国家生态园林城区要求，打好创园
申报基础。开展“增绿”行动。重点推进生
态廊道、郊野公园和城市公园建设，三年新增
公益林和生态廊道面积 1.8 万亩以上，年均建
设 170 公顷绿地，立体绿化 4.5 万平方米，创建

林荫道 3 条，建设绿道 30 公里。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做好重要滩涂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保
护修复工作，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保护
和管理，
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 集中力量重点攻坚“九大专项”
。
对应国家、上海攻坚战，结合奉贤实际，
聚焦调结构和抓整治，对三年内必须取得明
显进展、环境改善贡献较大的具体任务，聚焦
政策协同发力、重点突破。目前安排 9 项，包
括优“化”行动、治柴行动、绿通行动、减硝行
动、消重行动、净水行动、清水行动、清废行
动、创园行动和绿农行动。具体专项行动方
案由牵头部门另行制定，成熟一个出台一个，
力争年内出台。
■ 全面落实生态保护责任机制。
为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施意
见》进一步突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组织领
导，全面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进
一步明确工作责任，提出了“管发展必须管
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
保”，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制定年度计
划和措施，每年向区委、区政府报告；进一
步明确督查和考核机制，提出了夯实责任、
加强督察、强化考核、自然资源离任审计、
严格问责等有关要求。同时，《实施意见》
明确要完善环境保护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建
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健全制度政策、加强法
治建设、强化能力保障、打造环保铁军、推
进社会共治、开展“水天一色”立功竞赛系
列活动等七大保障措施。

坚持
“六个思维”
提升环境质量
◆ 保护思维。
要坚持保护优先、节约优先、自然恢
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
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群众思维。
坚持群众第一，
坚持生态惠民、生态
利民、生态为民，以大调研工作为基石，
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信访
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
◆ 法制思维。
依法处罚，对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
和案件，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
依法审批，
对职权内的审批项目按
要求办理审批手续，并如实告知当事人
应享有的权利。
◆ 阳光思维。
推进政务公开，
健全公众参与机制，
通过环保网站将环保职责、执法程序、环
境质量状况时刻接受社会监督，要求每
一项工作都要经得起监督和检查，做到
公开、公正、公平。
◆ 精准思维。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
环境，
深化落实环保“五个严”，
即严的环
境执法、严的环保准入、严的环保标准、
严的环保制度、严的环境监测，打造忠
诚、干净、担当的环保队伍。
◆ 底线思维。
区域的环境质量严格按照“三线一
单”，
只能改善不能恶化，
这是底线，
要牢
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和环境负面准入清单；廉政
上要坚守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
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丰富环保宣传形式
树立企业守法意识
11 月 2 日，区环保局在金汇镇半马跑道金星村段举办
“看水天一色·行环保之路”暨改革开放 40 周年上海环保 40
周年环保行活动，旨在让大家亲身感受家乡生态环境的变
化，
体验奉贤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本次活动共有区“水天
一色”工程成员单位代表、区环保系统职工、区环境科学学
会会员代表、
金汇镇村民代表近 200 人参加。

精准执法、引导守法，严厉打击污染河道违法行为
为加快推进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基本消
除黑臭，各地区加大对河道的巡查力度，南桥
镇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张翁庙村一河道存在水
质发臭、发黑现象。接报后，区环保局立即对
周边企业开展排查。
【基本情况】
今年 5 月，区环保局联合区水务局、南
桥镇政府对一河道周边企业开展执法检查，
发现某公司存在废水处理设施超负荷运行、
废水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内部排污管道混
乱涉嫌逃避监管排放、废水超标排放、雨水

口排放污水等违法行为，处行政处罚 65 万
元，移送行政拘留。目前，该公司共计投资
300 多万元进行整改，彻底解决废水处理设
施超负荷、雨污混接等问题。
【具体做法】
■ 精准执法，
锁定证据。
针对企业一开始否认造成河道污染的事
实，区环保局积极探究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因
子，发现企业有一种污染因子是独有的，进一
步明确了企业污水通过雨水口排放至河道导
致河道污染的事实。

■ 约谈企业，
强化监督。
主动约谈企业，要求企业的集团公司列
席，明确企业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可能造成
的法律后果，并宣传河道综合整治工作的情
况，要求企业明确主体责任，承担社会责任，
镇政府强化属地监督，
督促企业尽早整改。
■ 宣贯法律，
明确责任。
在约谈过程中将 2015 年以来新修订的环
保法律法规逐条解释，企业深刻认识到环境
保护工作的重要性，现行环保法律法规大大
提升了违法成本，因此自觉遵守环保法律法
规已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

◆ 推陈出新，
丰富宣传形式。
结合区内优秀企业环保建设案例，
拍摄环保宣传片，制作环保法制系列动
画片，企业环保建设系列宣传片，污染
防治攻坚战等宣传片，通过“奉贤环保”
官方网站、微博、微信推送，提高传播效
率，直观地向企业传达标准和方式，便
于企业第一时间了解掌握有关法律法
规和当前辖区内主要环保目标和任务。
◆ 深入浅出，
举办专题讲座。
结合最新环保法律法规及企业生
产中的注意事项，邀请市局领导、第三
方专家和一线执法人员，组织区内企业
开展培训讲座，从不同角度讲授环保管
理经验；将相关内容制作成宣传手册下
发，便于企业自主开展内部宣传教育；
截至目前，已开展培训 6 次，培训企业人
员 1200 余人次。
◆ 巩固阵地，
加大宣传力度。
在做好“六五环境日”宣传工作的
基础上，进一步推广“五进”
（进社区、进
家庭、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宣传，深
入企业基层开展环保宣教；在《奉贤报》
定期开设环保专版，稳固占据传统媒体
宣传阵地；组织环保健康走活动，推动
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形成全民参与的
良好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