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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水天一色”立功竞
赛活动，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落实市委全会精神的重大
举措，也是在生态环境建设上打
响品牌的具体体现，充分调动了
全社会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积极
性，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创造
性，努力把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
的碎片缝合，缀成美丽、精彩的
风景线，真正体现新时代、新形
势、新任务、新作为、新形象、
新成果，努力为生态文明建设贡
献奉贤经验、奉贤模式。
【评比奖项】

◆ 综合奖：以集体为主，如
各镇、街道、社区、开发区，以
及各村 （居），且全面完成燃气
（油） 锅炉提标改造、水环境治
理、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和安全
利用、绿化建设、规范垃圾收
处、四好农村路建设、绿色农业
和美丽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和
美宅基创建达标率、生态环境监
管和宣传等共 10 个生态环境类综
合指标。

◆ 特色单项奖：以各类集体
为主，如：各镇、街道、社区、
开发区，村 （居）、村组，企业，
工业园区，工作团队，优秀项目
等，在污染防治攻坚战暨水天一
色工程中，各领域各地区、各工
作集体，创新工作方法，提前完
成、超额完成项目任务，取得明
显成效的集体和项目。

◆ 优秀个人奖：各镇、街
道、社区、开发区，各部委办
局，以及各村 （居） 的工作人
员、企业职工、社会公众等，在
污染防治攻坚战暨水天一色工程
中，扎扎实实、不畏艰难险阻，

带领工作团队有效完成工作；或
在践行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低碳
生活中，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的个
人。
【工作要求】

◆ 充实提升工作任务的推
进。认真对照污染防治攻坚战工
作职责和工作任务，借力立功竞
赛活动，发动和组织好人员，形
成“全员围着目标转，人人盯着
任务干，全面竞赛争第一”的竞
赛氛围，将竞赛指标层层分解，
落实到具体的岗位和人员，做到
一级抓一级、一环扣一环，形成
上下联动的积极竞赛局面，扎实
有效的推进各项任务更好更快地
完成。

◆ 强化立功竞赛活动的管
理。坚持目标导向、需求导向，
结合污染防治和生态环保的新形
势、新要求，精准定位，加强过
程管理，确保竞赛质量；严肃推
优纪律，推荐先进必须坚持原
则，严格把关，实事求是，切切
实实推选出一批踏实肯干、攻坚
克难，推动奉贤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的集体和个人。

◆ 弘扬先进典型的模范精
神。注重发现、总结，对立功竞
赛活动中涌现出的典型事例、先
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要及时进行宣
传，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
以点带面鼓励全区各行各业对标
看齐；注重先进典型培育和宣传
报导，宣传平台要有效结合传统
媒体和新媒体，以市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予以报道；发动群众
广泛参与，进一步深化绿色生态
理念，全民行动建设“水天一
色”美丽奉贤。

“水天一色”共参与 美丽贤城齐创建
2月12日上午，奉贤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区暨“水天一色”立功竞赛推进会在区会议中心大礼堂举行，区委书记庄木弟在会上强调，全区

各部门、各单位要找准目标、挂图作战，按照任务抓落实，全力推进奉贤生态环境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

2018年，区环保局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全
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紧紧围
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以主力军
的姿态全力推进“水天一色”工程迈
出新步伐，各项重点工作全面完成，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要。

【环境质量】
大气：空气质量AQI优良率为

82.2%，较 2017 年（76.7%）上升 5.5
个百分点，保持全市前列；PM2.5平
均浓度为 35 微克/立方米，比 2017
年下降了4微克/立方米，排名全市
第二。

水质：18 个清洁水国、市考断
面全部达到年度考核要求，主要河
道46个常规监测断面，Ⅲ、Ⅳ、Ⅴ类
分别占比为2%、72%、19.5%，劣Ⅴ类
仅占6.5%，与2017年相比，IV类上
升 60%，V 类、劣 V 类下降 37.5%和

22.5%。
【重点专项】
碧水攻坚战：排摸各类雨污混

接点位1479个，完成改造633个；新
建镇级污水管网15.204公里；启动
泰青港、金汇港等共45公里河道综
合整治；完成992条段、4626公里镇
村级河道轮疏和底泥监测工作。

蓝天保卫战：完成 30 家 VOCs
排放企业治理及2家工业锅炉低氮
改造，应急管控涉气排放企业 724
家；建成装配式建筑39.4万平方米、
绿色建筑26万平方米；更新新能源
公交车60辆，新建充电桩320个。

净土持久战：全面完成重点行
业企业用地基础信息采集 454 家，
完成第一批13家采样监测分析；确
定土壤重点监管企业32家，启动企
业自行监测；完成历年来 525 个项
目483公顷减量化地块土壤检测。

清废行动：全区生活垃圾分类

全覆盖；分类达标居住区 82 个；单
位强制分类4020家；建成83座小型
压缩站点，建成华虹湿垃圾末端污
水处置工程；新建成再生资源回收
点87个，再生资源中转站5个、改建
定点定时/垃圾箱房511个。

增绿行动：新建各类绿地3050
亩，其中绿道40.1公里，公园15座，
实现“一镇一园”全覆盖；新增各类
林地10340亩，其中公益林6354亩；
全区城镇绿化覆盖率、森林覆盖率
分别达到32.8%和14.3%，比上年分
别提高1.8个和0.7个百分点。

美丽行动：搭建更广环保参与
平台，组建“生态环境志愿者总队”，
招募志愿者111名，启动南桥、奉浦
6个“环保微站”试点；举办“水天一
色·共发展”环保论坛，畅谈政府、企
业的环保管理方式方法；开展 8 场
次环保公益培训，参加人员近2000
人次。

2019 年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关键之年，区环保局围绕区委、区
政府“水天一色”工程，以“1+1+1+
3+9”主线，聚焦“水、气、土、绿化、
清废、美丽”六大重点，以优良的生
态环境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以生态环境保护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
以改革创新释放发展活力，协同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

【工作目标】
全面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建

设“水天一色”美丽奉贤，重点攻坚
9个专项行动，实现“一个达标三个
提升一个力争”。即：确保达到国
家和上海水、气、土等各项生态环
境工作年度考核目标；提升区域环
境质量、提升社会生态环境意识、
提升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力争基
本消除劣Ⅴ类水体，提前实现碧水
攻坚战考核目标。

【重点工作】
● 完成第一批“水天一色”立

功竞赛活动。以激发群众参与热

情为中心、以“水天一色”项目为重
点，组织开展立功竞赛活动的宣传
发动，确保动员到每个基层细胞，
打造街知巷闻的“水天一色”品牌；
严格执行综合奖、特色单项奖、个
人奖三大奖项竞赛指标，计划于 3
月底完成第一批在生态环境保护
和建设工作中表现优胜的基层单
位、社会组织和先进个人的初评工
作，4月明确评选结果，并于5月召
开表彰大会。

● 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
和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结
合区域实际，高融合推进“1+1”两
大综合性行动计划，突出重点、相
互融合抓推进，强化责任意识、节
点意识，抓早抓好污染防治九大攻
坚专项和第七轮各项目标任务的
落实，并结合立功竞赛，推出一批
重点项目、标志性项目，每月跟踪
项目进度，及时化解难点问题，确
保奉贤区的污染防治攻坚战走在
全市前列。

● 全面推进新一轮金山地区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以金山

地区环境综合整治和环保监管为
重点，持续推进年度 59 个项目，加
大沟通协调，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关注区域特征因子浓度变化，
完善区域自动监测网格，通过整
治+监管，确保产业核心整治区域
星火开发区和化工分区的VOCs浓
度持续下降。着力改善区域环境
质量，持续提升生态空间格局。

● 推进“水、气、土”三大污染
防治攻坚战。强化水环境整治力
度，坚水岸联动、治本治源，采用控
源截污、沟通水系等措施，打好

“碧水”保卫战，确保18个清洁水
国考市考断面全面达标，基本消
除劣Ⅴ类水体；改善区域空气质
量，打好“蓝天”保卫战，深化
工业废气治理、升级改造燃油燃
气锅炉、绿色工地等 52 项重点项
目；有序推进土壤治理修复，持
续动态更新土壤重点监管企业名
单，加快落实污染地块和受污染耕
地的治理修复工作，完成原塘外化
工区地块环境调查，有序启动地块
生态修复或管控工作。

“水天一色”立功竞赛基本介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倡导
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以点带
面，形成保护环境、爱护生态、
绿色发展的共识。

1月18日，区环保局携手南桥
镇团委、南桥镇社区党建服务中
心、奉浦街道团工委、奉浦街道

管理办共同举办“参与水天一
色，献出‘衣’己之力”旧衣回
收环保活动，鼓励群众主动形成
绿色生活理念，为奉贤区“水天
一色”立功竞赛活动创造浓厚氛
围。本次活动共下发宣传资料
1000 份，发动居民参与 354 人次，
出动志愿者 42 人次，回收衣物
3719件。

参与水天一色 献出“衣”己之力

2019年环境保护亮点

2018年环保工作简要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