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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在京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

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的论断，将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将污染防治作
为到 2020 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将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目标，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一系列新理
念、新要求、新目标和新部署。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改革举措密集出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

中办、国办通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
态环境问题

2017 年初，由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中央督查组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专项督查。7 月，中办、国办就此问题发出通报，包括 3 名副省
级干部在内的几十名领导干部被严肃问责。为贯彻落实“两办通报”精神，环境保护部
等七部委联合开展“绿盾 2017”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全面排查全国
44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存在问题，严肃查处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活动。

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实现了 31 个省（区、市）全覆盖。四批督察累计向地方交办
群众举报 10.4 万件，地方已办结逾 10 万件，切实解决了 8 万多个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
题，有力推动落实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大幅提升了各方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
动绿色发展的意识，促进了地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有效推动了地方环境保护和生态
文明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取得明显效果，百姓点赞、中央肯定、地方支持、
解决问题。

中央环保督察实现31个省（区、市）全覆盖

“大气十条”5 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不仅取得了良好的
环境效益，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17 年，环境保护部针对京津冀及
周边区域“2+26”城市进行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派出 102 个巡查组进驻“2+26”城市
及所属县（市、区）开展为期 4 个月的巡查；强力推进“散乱污”企业治理和清洁能源取
暖；完善预警应急方案和措施，开展错峰生产，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17 年 1 月~11
月，全国 338 个地级以上城市 PM10浓度比 2013 年同期下降了 20.4%，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 PM2.5浓度比 2013 年同期分别下降了 38.2%、31.7%、25.6％，下降幅度均大幅高于考
核标准。

“大气十条”5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2017年国内国际十大环境新闻
2017年国内十大环境新闻

2017 年，我国环境立法工作取得明显进展，《水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以及《核安全法》等陆续制修订并发布。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在政府水环
境保护责任、水生态保护、地下水污染防治、饮用水保护等重点领域规定了一系列新的
制度措施；新修订的《条例》在简政放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设计了很多操作性强
的制度措施；我国首部《核安全法》明确了核事业“安全第一”的根本原则。4 月，环境保
护部印发《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充分
发挥标准对改善环境质量、防范环境风险的积极作用。

多部法律法规相继出台，环境立法进展明显

2017 年 4 月，中央深改组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要求全面
禁止洋垃圾入境。7 月，国办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
施方案》。环境保护部部长李干杰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坚定不移抓好禁止洋垃圾入境这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举措。自 7月 1日起，环境保
护部组织开展了打击进口废物加工利用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对 1792 家企业开
展为期 1 个月的拉网式、全覆盖异地执法检查，多途径、多环节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
施，实现了固体废物进口量总体下降。

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

经国务院正式批准，2017 年 10 月，环境保护部、发改委、水利部联合发布《重点流域
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 年）》。《规划》将“水十条”水质目标分解到各流域，明确了
各流域污染防治重点方向和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水环境保护重点，第一次形成覆盖
全国范围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的重大决策部署，环境保护部、发改委、水利部还联合印发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环境保护部开展了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地环保执法专项行动，沿江 126 个
地级市排查出的 490个饮用水水源地问题全部得到彻底整改。

国务院批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首次形成
全国地表水“一盘棋”管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12 月 5 日宣布，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 2017 年联合国环保
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55 年来，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
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
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塞罕坝林场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为世界提
供了保护生态环境、践行绿色发展的借鉴经验。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地球卫士奖”，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得到世界肯定

国家地表水采测分离工作全面启动，确保数据
“真准全”

2017年国际十大环境新闻

12 月 4 日～6 日，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主题
为“迈向零污染地球”。大会在海洋垃圾、污染防治等环境领域通过了 13
项非约束性决议和 3 项决定。同时，地球卫士奖揭晓，智利总统米歇尔·
巴切莱特、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等悉数获奖。会议期间，联合国发布了
多份环境报告，给各国污染治理提供思路和建议。

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提出打造“零污
染地球”

5 月 14 日～15 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中国北京召开。
论坛强调了中国将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
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与其他国家一起实
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设立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倡议建
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为相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援助。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倡议建
立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受到国际社
会广泛批评

8 月 16 日，《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正式生效。5 月 18 日，欧盟及其 7 个
成员国向联合国递交《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批准文书，使公约未来缔约方
数量达到 52 个。根据公约规定，公约将在第 50 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
文书交存之日后第 90 天生效。这一公约是近 10 年来环境与健康领域内
订立的一项新的世界性公约，旨在保护人类健康与环境免受汞及其化合
物人为排放和释放的危害。中国为该公约的达成发挥了建设性引领
作用。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正式生效，旨在保
护人类健康与环境免受汞的危害

《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结30周年，淘汰
99%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

7 月 7 日~8 日，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在德国汉堡召开。尽管各国在
气候变化议题上产生分歧，但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欧洲多国及其他国
家和地区表示将全面禁售燃油车以推动目标达成。目前，荷兰、挪威、英
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已经分别公布其“燃油车禁售时间表”。一时间从
欧洲刮起“燃油车禁售风”，其影响力仍在不断延伸。

欧洲发达国家竞相宣布“燃油车禁售”
时间表

9 月 6 日～17 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中
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召开，主题为“携手防治荒漠，共谋人类福祉”。
会上，各缔约方积极分享防治荒漠化的经验和模式。同时，通过了《鄂尔
多斯宣言》，并发布《全球防治荒漠化青年倡议》，动员全球青年参与，相关
国家共商“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进一步促进全球履约和实现
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各国携手防治荒漠化、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
约方大会提出努力实现土地退化零增
长目标

7 月~8 月，由于电力短缺，刚果（金）北基伍省首府戈马市饮用水供应
中断，居民使用被污染的水后，霍乱疫情迅速暴发，造成至少 117 人死
亡。4 月下旬，也门暴发霍乱疫情并不断扩散，截至 12 月 21 日，疑似感染
人数已突破 100 万，其中 2219 人死亡。持续战乱及其造成的基础设施损
毁、饮用水供应和卫生系统“崩溃”是也门霍乱疫情暴发的主要原因。

刚果（金）、也门等地因食品和饮用水污
染引发霍乱疫情

8 月，包括比利时、荷兰、德国在内的 16 个欧洲国家相继发现“毒鸡
蛋”，检测显示鸡蛋中氟虫腈含量超标。氟虫腈可杀灭跳蚤、螨和虱，被世
界卫生组织列为“对人类有中度毒性”的化学品。“毒鸡蛋”在欧洲范围发
酵，影响范围波及中国香港等地，事件使得化学品污染受到广泛关注。

欧洲深陷“毒鸡蛋”危机，化学品污染引
发广泛关注

联合国波恩气候变化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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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结 30 周年纪
念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自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结 30 年来，国际社会广泛
参与，淘汰了近 99%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目前全球 197 个国
家和地区都是该议定书缔约方。

6 月 16 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西安环境质量监测数据造假案作出一审判决，涉
案 7 人行为均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获刑 1 年 3 个月~1 年 10 个月不等。环境保
护部 7 月印发《通报》，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充分汲取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提高环境
监测数据质量，并于 9 月印发《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采测分离实施方案》，改变现
行属地监测模式，从机制上与利益相关方脱钩。自 10 月起，全面启动国家地表水采测
分离工作，全国 2050 个地表水考核断面的监测事权将实施采测分离，计划 2018 年 7 月
底前基本完成自动站建设。

11 月 6 日～18 日，联合国波恩气候变化大会在德国波恩召开。通过
各缔约方艰苦谈判，大会通过了名为“斐济实施动力”的一系列成果，就

《巴黎协定》实施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形成了平衡的谈判案文，进一步明确
了 2018 年促进性对话的组织方式，通过了加速 2020 年前气候行动的一系
列安排。

2017 年中央审议通过多项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具体改革方案，《关于划定并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建立国家公
园体制总体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等一
批具有标志性、支柱性的改革举措陆续推出，协调推进京津冀、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区、
市）以及宁夏等 15 省（区、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四梁八柱”性质的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初步建立。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在京召开，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大气十条”5年目标任务圆满完
成，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7月，国办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
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国务院批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规划，首次形成全国地表水“一盘棋”
管理。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2017年联合
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得到世界肯定。

12月4日～6日，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提出打造
“零污染地球”。

6 月 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
坚持“气候变化怀疑论”态度，经过美国政府各方势力斡旋，最终决定退出
协定。这一行为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有专家认为这将对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造成重大打击。中国、欧盟、加拿大等多国及地区纷纷表示将会继
续履行协定内容，推动全球治理进程。由于条款规定这一协定生效 3 年
后缔约方才可申请退出，目前美国仍是《巴黎协定》缔约方之一。

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受到
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欧洲发达国家竞相宣布“燃油车禁
售”时间表。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
三次缔约方大会提出努力实现土地退
化零增长目标。

8月，包括比利时在内的16个欧洲
国家相继发现“毒鸡蛋”，化学品污染受
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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