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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电离辐射
全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实时连续空气

吸收剂量率和累积剂量处于当地天然本底涨落范围内。空气中天
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水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
未见异常。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七大流域和
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及重要湖泊（水库）中天然放射性
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水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
常。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及地下饮用水中总α和总β活度
浓度低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规定的指导
值。近岸海域海水和海洋生物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
底水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土壤中天然放射性
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水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

（二）环境电磁辐射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 8702-2014）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生态环境部发布
《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简况》

（一）全国地表水
1940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Ⅰ~Ⅲ类

水 质 断 面 比 例 为 71.0%，同 比 上 升 3.1 个 百 分
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6.7%，同比下降 1.6 个百
分点。

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
七大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的
1613 个水质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74.3%，同比上升 2.5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
为 6.9%，同比下降 1.5个百分点。

西北诸河和西南诸河水质为优，长江、珠江
流域和浙闽片河流水质良好，黄河、松花江和淮
河流域为轻度污染，海河和辽河流域为中度
污染。

监测的 111 个重要湖泊（水库）中，Ⅰ~Ⅲ类
水质湖泊（水库）比例为 66.7%，劣Ⅴ类比例为
8.1%，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
酸盐指数。107 个监测营养状态的湖泊（水库）
中，贫营养占 9.3%，中营养占 61.7%，轻度富营
养占 23.4%，中度富营养占 5.6%。太湖为轻度
污染、轻度富营养状态，主要
污染指标为总磷。巢湖为中
度污染、轻度富营养状态，主
要污染指标为总磷。滇池为
轻度污染、轻度富营养状态，
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
和总磷。

（二）地级及以上城市集
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按照监测断面（点位）数
量统计，338 个城市的 906 个
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
地 监 测 断 面（点 位）中 ，有
814 个 全 年 均 达 标 ，占
89.8%。其中，地表水水源地
监测断面（点位）577 个，有
534 个 全 年 均 达 标 ，占

92.5%，主要超标指标为硫酸盐、总磷和锰；地下水
水源地监测断面（点位）329个，有280个全年均达
标，占85.1%，主要超标指标为锰、铁和氨氮。

按照水源地数量统计，338 个城市的 871 个
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中，达到或优于
Ⅲ类水质的水源地比例为 90.9%。

（三）重点水利工程水体
三峡库区长江 38 条主要支流 77 个水质监

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6.1%，Ⅳ
类断面比例为 3.9%。营养状态监测结果表明，
富营养状态的断面比例为 18.2%，中营养状态
比例为 76.6%，贫营养状态比例为 5.2%。

南水北调（东线）长江取水口夹江三江营断
面、输水干线京杭运河里运河段、宿迁运河段和
韩庄运河段水质均为Ⅱ类，宝应运河段、不牢河
段和梁济运河段水质为Ⅲ类，洪泽湖和骆马湖
为轻度富营养，南四湖和东平湖为中营养。

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水库为中营养，取
水口陶岔断面水质为Ⅱ类，入丹江口水库的 9
条支流水质均为优良。

（一）管辖海域
2018 年夏季，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管辖海域

的 96.3%；劣于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管辖海域的 1.1%，
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江苏沿岸、长江口、杭州湾、浙
江沿岸、珠江口等近岸区域。主要污染指标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和石油类。

（二）近岸海域
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稳中向好，水质级别为一般，主要污染

指标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417 个点位中，一类和二类海水比
例合计为 74.6%，同比上升 6.7 个百分点；劣四类为 15.6%，同比持
平。其中，渤海近岸海域水质一般，主要污染指标为无机氮；黄海
近岸海域水质良好，主要污染指标为无机氮；东海近岸海域水质
差，主要污染指标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南海近岸海域水质良
好，主要污染指标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重要河口海湾 9 个重要河口海湾中，北部湾水质为优，胶州
湾水质良好，辽东湾水质变差，其他河口海湾水质基本保持稳定。

入海河流 监测的 194 个入海河流断面中，Ⅰ~Ⅲ类断面比例
为 45.9%，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14.9%。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
量、高锰酸盐指数和总磷。

四、海 洋

（一）生态环境质量
2018 年监测的 2583 个县域中，植被覆盖指数为“优”“良”“一

般”“较差”和“差”的县域分别有 1783 个、507 个、172 个、74 个和 47
个，分别占国土面积的 45.4%、12.6%、8.5%、11.7%和 21.8%。

2017年监测的 2591个县域中，生态环境质量为“优”“良”“一般”
“较差”和“差”的县域分别有 519个、1042个、714个、288个和 28个。
“优”和“良”的县域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及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和
长白山地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4.4%，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

（二）生物多样性
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国家之一，近年来生物多样性总体保持稳定。
生态系统多样性 中国具有森林类型 212 类、竹林 36 类、灌丛

113类、草甸 77类、草原 55类、荒漠 52类、自然湿地 30类。有黄海、
东海、南海、黑潮流域 4 大海洋生态系统，以及农田、人工林、人工
湿地、人工草地和城市等人工生态系统。

物种多样性 中国已知物种及种下单元数 98317 种，其中，动
物界 42048 种，植物界 44510 种，17700 种高等植物和 1298 种脊椎
动物为我国特有。

遗传资源多样性 中国有栽培作物 528 类，1339 个栽培种，经
济树种达 1000 种以上，中国原产的观赏植物种类达 7000 种，家养
动物 576个品种。

受威胁物种 对全国34450种高等植物、4357种脊椎动物、9302种
大型真菌评估结果表明，3767种高等植物、932种脊椎动物、97种大型
真菌受威胁，分别占10.9%、21.4%、1.0%。需要重点关注和保护的高等
植物、脊椎动物、大型真菌分别达到10102种、2471种、6538种。

（一）区域声环境
开展昼间区域声环境监测的 32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等效声级

平均为 54.4 dB(A)。其中，13 个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评价等
级为一级，占 4.0%；205 个城市为二级，占 63.5%；99 个城市为三级，
占 30.7%；4个城市为四级，占 1.2%；2个城市为五级，占 0.6%。

开展夜间区域声环境监测的 31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等效声级
平均为 46.0 dB(A)。其中，4 个城市夜间区域声环境质量评价等级
为一级，占 1.3%；121 个城市为二级，占 37.9%；172 个城市为三级，
占 53.9%；17个城市为四级，占 5.3%；5个城市为五级，占 1.6%。

（二）道路交通声环境
开展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的 32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等效

声级平均为 67.0 dB(A)。其中，215 个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
量评价等级为一级，占 66.4%；93 个城市为二级，占 28.7%；13 个城
市为三级，占 4.0%；3个城市为四级，占 0.9%。

开展夜间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的 32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等效
声级平均为 58.1 dB(A)。其中，151个城市夜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
评价等级为一级，占47.0%；56个城市为二级，占17.4%；37个城市为三
级，占11.5%；44个城市为四级，占13.7%；33个城市为五级，占10.3%。

（三）城市功能区声环境
开展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的 31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各类功

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92.6%，夜间达标率为 73.5%。

初步核算，2018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
4.0%，超过年度预期目标 0.1个百分点。

五、自然生态

六、声环境

七、辐 射

八、气候变化

2018年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正式确立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把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
的要求写入宪法。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新组建生态环境部，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
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同时，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增强执
法的统一性、独立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各地区、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稳中求
进、统筹兼顾、综合施策、两手发力、点面结合、求真务实，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展开，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局良好。

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338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9.3%，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细颗粒物（PM2.5）浓度
为3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3%。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PM2.5浓度
同比分别下降11.8%、10.2%、10.8%。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71.0%，
同比上升3.1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6.7%，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近岸海域
水质总体稳中向好。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比分别下降3.1%、
2.7%、6.7%、4.9%，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同比分别下降3.1%、4.0%。
生态环境保护年度目标任务圆满完成，达到“十三五”规划序时进度要求。

一、综 述

（一）环境空气质量
全国 338 个城市中，有 121 个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达标，占全部城市数的 35.8%，同比上升 6.5
个 百 分 点 ；338 个 城 市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79.3%，同比上升 1.3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3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9.3%；PM10 年平均浓度
为 7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5.3%。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169 个
重点城市中，环境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 20 个城
市（从第 169 名到第 150 名）依次是临汾、石家
庄、邢台、唐山、邯郸、安阳、太原、保定、咸阳、晋
城、焦作、西安、新乡、阳泉、运城、晋中、淄博、郑
州、莱芜和渭南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 20 个
城市（从第 1 名到第 20 名）依次是海口、黄山、舟
山、拉萨、丽水、深圳、厦门、福州、惠州、台州、珠
海、贵阳、中山、雅安、大连、昆明、温州、衢州、咸
宁和南宁市。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平均优良
天 数 比 例 为 50.5% ，同 比 上 升 1.2 个 百 分 点 ；
PM2.5 浓度为 6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1.8%。
北京优良天数比例为 62.2%，同比上升 0.3 个百
分点；PM2.5 浓度为 51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2.1%。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为 74.1%，同比上升 2.5 个百分点 ；PM2.5 浓 度
为 4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0.2%。汾渭平
原 11 个 城 市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54.3%，同
比上升 2.2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58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10.8%。珠三角地区 9 个城市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5.4%，同 比 上 升 0.9 个
百分点；PM2.5 浓度为 3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 5.9%。

（二）酸雨
471 个监测降水的城市（区、县）中，酸雨频

率平均为 10.5%，同比下降 0.3 个百分点。全国
降水 pH 年均值范围为 4.34～8.24。其中，酸雨

（降水 pH 年均值低于 5.6）城市比例为 18.9%，同
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较重酸雨（降水 pH 年均
值低于 5.0）城市比例为 4.9%，同比下降 1.8 个百
分点；重酸雨（降水 pH 年均值低于 4.5）城市比
例为 0.4%，同比持平。酸雨类型总体仍为硫
酸型。

全国酸雨区面积约 53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
面积的 5.5%，同比下降 0.9个百分点。酸雨污染
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云贵高原以东地区，主要包
括浙江、上海的大部分地区，福建北部、江西中
部、湖南中东部、广东中部、重庆南部地区。

图1 2018年338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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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8年七大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水质状况

为做好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工作，山东省高唐县环境监测人员
在时间紧、任务重、人员紧张的情况下，加班加点，深入农村确定监测点
位，进行采样监测。图为监测人员深入田间进行土壤采集。

魏旭芝 董若义摄

本报记者马新萍北京报道
财政部日前公示了 2018 年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激励县初步名单，
共 20个县入围。

入围初步名单公示的 20 个
县，分别是：天津市西青区、河北
省邯郸市肥乡区、山西省介休市、
上海市崇明区、浙江省龙泉市、福
建省永春县、江西省横峰县、河南
省兰考县、湖北省京山市、湖南省
长沙县、广东省四会市、广西壮族
自治区阳朔县、海南省琼中县、重
庆市南川区、四川省武胜县、云南

省安宁市、陕西省韩城市、青海省
海东市平安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利通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昌吉市。

据了解，这 20 个县是根据农
业农村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激励措施实施办
法》要求，综合评价全国 31 个省

（区 、市）和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2018 年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情况，认真审查符合条件省份
推荐的激励候选县相关材料，研
究提出的。

2018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激励县初步名单公示

天津市西青区等20个县入围

三、淡 水

二、大 气

上接一版

部领导勉励青年同志们，要
牢牢把握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政
治定位，做到讲政治、高站位、常
看齐，做到敬业、尽责、奋进，做到
立足岗位，担当作为。

“作为青年科研工作者，要坚
持问题导向，把文章写在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第一线，依据科学数
据说实话、动真格，将科技支撑打
磨成攻坚利器。”

“空气质量预报工作急难险
重，要不断总结经验，充分利用监
测数据，做好精细化预报，为环境
决策提供支持。”

“政研人是部党组的参谋助
手，要加强调查研究，注重‘眼见
为实’，掌握一手资料，提高基层
调研质量。”

“青年宣教工作者要做生态

环保工作的传声筒、二传手，做新
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记录者、参
与 者 ，讲 好 美 丽 中 国 的 动 人 故
事。”

“我时刻准备着，投身生态环
境保护强化监督工作中。”青年同
志们纷纷请缨参与强化监督，在
实战中加强锻炼，了解基层实际
和民生民情，学习业务知识和一
线经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一场
大仗、硬仗、苦仗，而青年同志们
充满信心。他们自信，是因为在
主题活动过程中，广大青年同志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得到激
发，智慧和力量都凝聚到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这一中心上来。生
态环境部系统青年干部占比达
60%，把青年同志们拧成一股绳，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污
染防治攻坚战必胜。

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哈尔滨
报道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视频会近日在哈尔滨召开，今
年，黑龙江省将全力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美丽乡村、原生态五大
标志性保卫战役，力争重污染天
数比率下降 14%，消除劣Ⅴ类水
体，温室气体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生态环境质量获得新改善。

会上，进一步明确了黑龙江
省 2019 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目标：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7.7%以
上 ，与 2015 年 相 比 ，细 颗 粒 物
PM2.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

度较 2015 年下降 12.7%以上，重
污染天数比率下降 14%；全省国
考断面好于Ⅲ类水体的比例达到
56.4%以上，消除劣Ⅴ类水体；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90%，污
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 90%；辐射
环境质量保持良好。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
量控制在国家下达的指标内，温
室气体排放有效控制。

为实现上述目标，黑龙江省生
态环境厅将组织推进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对工作进展
缓慢、落实不力的地区或部门进行
通报预警、挂牌督办、约谈问责。

黑龙江明确今年工作目标
重污染天数比率力争下降14%

宁夏通报督察整改进展
57项问题已基本完成整改8项

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报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回头看”及专项督察反馈
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
日通报整改最新进展，截至目前
宁夏已基本完成 57 项生态环境
问题当中 8项问题的整改。

据悉，已基本完成整改的 8项
生态环境问题包括：要求 2018 年
12 月底前完成的银川市“东热西
送”工程推进缓慢、同心县新区污
水处理厂整改弄虚作假、固原市清
水河治理工作滞后等3项已全部按
期完成整治；要求 2019年 4月底前
完成整治的 9 项，已完成 5 项。“回
头看”期间，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宁夏转办的 1339件群
众信访投诉件，现已办结 1319件，
正在办理20件，办结率达98.5%。

此外，2016 年第一轮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的 41 项具体问

题，目前已完成整改 31 项，仍有
10 项尚未完成整改。其中，整改
不彻底的工业园区环境污染问题
已纳入督察“回头看”整改方案，
并结合“散乱污”企业整治，正在
加快推进落实；未按期完成整改
两项，其中重点入黄排水沟环境
整治问题已纳入督察“回头看”整
改方案，计划今年 12 月底前全面
整改到位；未有效实施“十二五”
城镇污水处理厂和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项目建设、沙湖和星海湖水
质改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
目完成率低等 3 项问题整改正在
有序推进；长期坚持整改 4项。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及“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
作，要求坚决整改反馈问题，全面
落实整改方案，严格销号程序和
标准，确保如期完成整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