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建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按照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省级机
构改革的实施意见》，整合省环境保护厅的职责，以及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职责，省国土资源厅的监
督防止地下水污染职责，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推行清洁
生产相关职责，省水利厅的编制水功能区划、排污口设置管
理、流域水环境保护职责，省农业厅的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职责，省海洋与渔业厅的海洋环境保护职责，省南水北调
工程建设管理局承担的南水北调工程项目区环境保护等行政
职能，组建省生态环境厅，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正厅级规
格。主要负责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
执法职责，监督管理污染防治、核与辐射安全；指导、协调、监
督生态保护工作；组织开展全省环境保护督察等。不再保留
省环境保护厅。2018 年 10月 27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正式挂
牌。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四减四
增”三年行动动员大会召开

2018 年 5 月 30 日-31 日，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四减
四增”三年行动动员大会在济南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动员全
省力量，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
推进“四减四增”工作，着力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落实，
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省委书记刘家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
作总结讲话，省政协主席付志方和省委常委出席。

刘家义指出，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开辟的生态
文明道路奋力前行，要层层压实党委领导责任、政府主导责
任、企业主体责任，提升领导能力，加强环保队伍建设，强化督
查考核，加强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严肃追责问责，坚定不移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答好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性答卷，为美丽
中国建设作出山东应有贡献。

龚正强调，实施加强污染源头控制推进“四减四增”三年
行动，是山东走在前列谋新篇的主动担当、破解深层次结构性
矛盾的治症良方、统筹生态环保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有效途径、
加强污染防治的刚性约束，要全面认识、系统把握，以背水一
战的勇气，拿出硬招、实招、新招，坚定不移抓出大的成效。

“大气十条”实施情况终期考核，山
东获优秀

2018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办公厅通报了全国 31 个省（区、
市）贯彻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终期考核情况，山东
省考核等级为优秀。

近年来，山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坚持“走在前列”目标定位，攻坚克难、持续发力，
着力构建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持续强化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工业污染防治、城市扬尘控制、移动污染源监管、区域联防联
控和重污染天气应对，督导检查和执法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全
省空气质量实现逐年持续改善。2018 年，PM2.5浓度比 2013 年
改善 50.0%，在京津冀及周边六省（市）中浓度最低。

制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1+1+8”
系列文件

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山东省结合实际，坚持问题
导向，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标本兼治，制定了“1+1+8”系列文
件，明确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路线图和施工图。

第一个“1”，是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是全省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第二个“1”，是省委、
省政府印发的《山东省加强污染源头防治 推进“四减四增”三
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是全省破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的治症良方。最后一个“8”，是把切实解决山东当前存在的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省政府文件形式出台 8场标志性重大战役作战方案。

开展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
实现省级督察全覆盖

经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2018 年 8 月 20 日-9 月 10 日，17
个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 17 个市开展了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及

“回头看”，实现省级环保督察“全覆盖”。督察期间，各督察组
坚持问题导向，狠抓边督边改，突出信息公开，与 534 名领导
干部进行个别谈话，走访问询有关部门和单位 205 个，调阅资
料 8.6 万余份，开展 182 次下沉督察和补充督察。向被督察地
方交办群众信访案件 9640 件，责令整改 8023 家企事业单位，
立案处罚 719 家，罚款 5606.3 万元；立案侦查 31 件，拘留 41
人，约谈 332 人，问责 706 人。同时向 17 市反馈了督察意见，
涉及各类问题 666项。

此次督察，进一步压实了各级各部门“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主体责任，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全省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举办山东省环境应急实兵演练暨环
境监管技术比武竞赛

2018 年 10 月 25 日-27 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省委省直
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在临沂市隆重举办了 2018 年山东省环
境应急实兵演练暨环境监管技术比武竞赛活动。

持之以恒地开展比武竞赛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充分展现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亮
丽名片。本次比武竞赛囊括了应急管理、应急监测、监察执
法、辐射事故应急等 4 个方面，内容越来越新、范围越来越广、
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队伍能力越来越强、品牌影响力越来越
大。

持续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密切沟通，积极争取各类奖项设
置，全力拓展表彰项目是组织开展比武竞赛活动的一大亮
点。本次比武竞赛，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印发通报对取得优异
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扬，取得单项考核成绩第一名的参
赛选手分别推荐省总工会、共青团省委、省妇联授予荣誉称
号，其中 1 人获得“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5 人次获得“山
东省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7 人次获得“山东省青年岗位
能手”荣誉称号。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环境执法检
查并组织大气污染防治专题询问

2018 年 4 月中下旬，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全省贯彻实施
《大气污染防治法》《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简称“一法一条
例”）情况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省级大气督巡查发现的
问题整改情况，6位副主任带队组成6个执法检查组，对全省17市
开展了全覆盖的执法检查。各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分组划
片、随机抽查、小分队出击、夜访暗查相结合的方式，直奔问题
现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家义对这次执法检查
高度重视，提出明确要求并亲自审定检查方案。

5 月 28 日，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听取省
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安德代表省政府作的报告。5 月 29 日，组
织对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询问，副省长于国
安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18 个省政府组成部门、单位主要负
责人到会听取意见、接受询问。11 月底，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八次会议听取省政府就省人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及
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询问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王安德
代表省政府向大会作办理情况的报告。

蒙阴县获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

近年来，山东省蒙阴县坚持“生态立县”，把生态文明理念
有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积极探索“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提升生态产品供给水平和
保障能力，创新生态价值实现的体制机制，打造绿色惠民、绿
色共享品牌，走出了一条“生态好、群众富、可持续”的特色发
展之路。

按照生态环境部《关于推进第二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的通知》（环办生态函〔2018〕1172 号）要求，
蒙阴县积极申报，对照申报要求准备了详细的工作方案。经
过审核、公示等相关程序，2018 年 12月 12日，生态环境部发布

《关于命名第二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的
公告》，决定命名蒙阴县等 16 个市县为第二批“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密集修改生态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
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018 年，山东省共修改省级生态环境法规 10 件（次）。
2018 年 1 月，打包修改《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山
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山东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法》《山东省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沿线区域水污
染防治条例》；2018 年 11 月打包修改《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山
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山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和《山东
省环境保护条例》先后于 2018 年 9 月和 11 月底经省人大常委
会审议修订通过。

通过密集修改，山东省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得以全
面更新，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加强了各级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突出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的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明确了公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和
义务，设立了严格的法律责任，法规制度设计更加科学，更具
可操作性，为强化全省生态环境管理和行政执法，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法制保障。

山东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机制
施行五年成效显著

2018 年深入推行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机制，省级共补偿各
市资金 5 亿余元，助力各市打好蓝天保卫战，全省环境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2014 年按照省委“将生态环境质量逐年改善作
为区域发展的约束性要求”和“谁保护、谁受益；谁污染、谁付
费”原则，山东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基于环境质量改善的考核
奖惩和生态补偿机制，并在这一年首次迎来全省环境空气质
量的年度持续改善。

施行 5 年来，补偿办法经历了 3 次修改，更加突出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考核导向，更加注重各指标的协同控制，考核更
显公平，正向激励作用也更加凸显。施行 5 年来，省级已下达
各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生态补偿资金 17 亿元，撬动地方千亿
元治气资金投入，有力发挥了经济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
作用，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已连续 6 年实现持续改善，蓝天白云
寻常可见，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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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18

年度山东生态环保十大事件”。

十大事件涵盖了机构改革、

环境应急、环保督察、生态补偿等

方面，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的组建，

开启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篇

章；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四

减四增”三年行动动员大会的召

开，奏响了生态环境保护最强音；

开展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

看”，实现了省级督察全覆盖……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王学鹏

图为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工作人员检查环境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设备运行情况。

图为 2018 年山东省环境应急实兵演练暨环境监管
技术比武竞赛活动现场，升空盘旋的无人机采集水样。

图为山东省副省长于国安（左一）在省“四减四增”工作专班现场了解工作进展
情况。

图为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安德（中）、副厅长姚云辉（左二）查看环境应急
监察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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