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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政府部门“单打独斗”的
环境保护与治理模式是低效、不
可持续的。上海去年环境治理的
成绩，与坚持区域联动、多元共治
密不可分。

2013 年 底 的“ 雾 霾 十 日 ”倒
逼激活了次年的长三角区域大气
污染防治协作机制。2017年，其中
一项关键工作在上海开花结果
——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大气复合
污染成因与防治重点实验室顺利
通过验收。借助这个“大脑”，长三
角区域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得以
建立，一条以煤炭总量控制、产业
结构调整、移动源强化控制和挥
发性有机物深化治理为重点的区
域大气污染防治路径逐渐清晰。

在 国 家 有 关 部 委 大 力 支 持
下，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
徽省三省一市提前实现区域油品
统一升级，在上海港、宁波—舟山
港、苏州港、南通港等 4 个核心港
口提前实施船舶驶入水域换用低
硫油措施，共同研究推进区域港
口货运和集装箱转运专项治理，
在 4 个国家级高新区启动开展污
水零排放科技专项。

2013 年-2017 年，沪苏浙 25
座 城 市 PM2.5 平 均 浓 度 下 降 了
34.3%，超额完成国家“下降 20%”
的目标任务。去年，三省一市 41
座城市再接再厉，PM2.5 浓度同比
又下降 10.2%，降至 44 微克/立方
米。

作为“大脑”依赖的“发现之
眼”，设在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的
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
心自建成以来，已开展 50 多次区
域可视化预报会商，成功为 2014
年江苏南京青奥会、APEC 会议、
上海国际马拉松等重大赛事和活
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去年年底，长三角区域的空
气质量预报水平又迈上一个台
阶。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
报系统平台完成建设，实现了上
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
江西省未来 5 天空气质量指数的
精确预报及未来 7 天污染潜势的
预报，为进博会空气质量监测预
报保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

题，切实提升上海市民的幸福感，上海市高

度重视环境信访举报及社会各界的环境诉

求，出实招、亮新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环

境顽疾，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上海提高标准，创新机制，实行多元共治，市民有更多获得感

“水晶天”令人心旷神怡
上海最近持续的“水晶天”令人心旷神怡，蓝天白云的高

频亮相，是全市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的缩影。上海市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8 年，上海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

优良率为 81.1%，全市主要污染物的年均浓度均创下历年最

低纪录。上海不仅天更蓝，水也更清、林也更密了，市民们有

了明显的“绿色获得感”。

这背后是上海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

是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政治责任；是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满足市民对优

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必然。

正本还需清源，“绿水青山”离不开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惩治的雷厉风行。随着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违法成本大
幅度提高，执法手段更加丰富。2018 年，上海生态环境系统
共查处违法案件 3047 件，处罚金额 5.3 亿元，同比上升 11%，
堪称“史上最严”一年，极大震慑了环境违法行为。

生态环境执法的雷霆出击，反而逼出了经营者的“断舍
离”。闵行区元江路上，一个花园式产业园区将于今年竣工。
出人意料的是，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家高能耗、重污染的塑胶
厂。在 2016 年的中央环保督察期间，这家塑胶厂因为短期内
两次被执法部门发现未安装治理设施、无组织排放挥发性有
机物，被采取了查封扣押生产加工设备的严厉处罚。痛定思
痛，这家公司果断放弃塑料建材这个“老本行”，将生产线搬
迁，并投资 1 亿多元在原址建了 4 栋新厂房，做起了“房东”。
园区目前招租形势良好，已有两家世界 500 强企业正在洽谈
入驻事宜。

同时，上海多部门主动修订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在执法标准上，上海主动自我加压，通过提高各
项环保标准，用最严的尺度倒逼污染者关停并转。

正是由于铁腕治污，上海这些年办成了多桩大事，尤其是
去年，全面完成燃煤电厂清洁化改造，完成锅炉低氮改造
1129 台、“散乱污”企业整治 723 家，挥发性有机物企业治理
327 家；全面启动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四期工程，全市 1.88 万
条劣Ⅴ类河道已完成整治 1.04 万条；淘汰落后产能 1350 项，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4.9%；淘汰老旧
车 1.74万辆，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 22.1万辆……

为深入推进污染治理，上海
不断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尝试通过
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让排污
者主动担负起环境治理的责任。

2015 年底，上海正式启动挥
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根据
排污者污染治理情况和排放水
平，实施差别化收费政策。2017
年，这项试点进入第三阶段，覆盖
十二大类、71 个中小类挥发性有
机物重点排放行业。上海市生态
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看似是
让企业多缴费，而实际目的是让
他们少缴费。”积极减排的企业排
污费可以“打折”，要利用这种奖
优惩劣的收费杠杆激励企业提升
治污水平，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

进而减少相应支出。
实践证明，试点效果达到了

预期：截至 2017 年 10 月，第三阶
段试点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核定
排放量为 0.69 万吨，收费金额为
1.34 亿元，相比第一阶段，收费没
有增加，反而减少了300万元，而挥
发性有机物核定排放量则减少了
近一半，这还是在第三阶段试点行
业增加了至少一倍的基础上。

上海还在 2017 年 6 月开始实
施的排污许可制度中引入了契约
形式，企业要排污就必须持有国
家版排污许可证，要获证就必须
与监管部门签订“合同”，同意按
照排污许可证副本里核定的排污
量、排放浓度等来排污。

获得上海首张国家版排污许
可证的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施敏坦言，公司
获证后的 3 年内，每年颗粒物排
放 总 量 都 被 限 制 在 244.49 吨 以
内，这个限值是根据企业 2015 年
的实际排放量核算得出，可谓“卡
到喉咙口”。与此同时，氮氧化
物、二氧化硫、烟尘的许可排放浓
度限值执行的是上海市燃煤电厂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比国家排
放标准更加严格。

要确保排放量不越过“天花
板”，企业只有不断改进生产工
艺、提升污染治理能力这一条路，
才能按要求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
和浓度。

清澈的河水从石台跃下，穿过奇特
的“石林”，向下游的“喷水池”流去……
这条河叫机场河，全长 5.8 公里，跨越长
宁、闵行两区，为虹桥机场红线内河道，
承担着虹桥机场防汛排涝等重要功能。

以前的机场河是条“臭名昭著”的黑
臭河道，居民避之不及，多次投诉，但仍
是“反复治，治反复”。2016 年年底，长
宁区经过排摸区域内 32 条段河道，发现
有 7 条段水质仍为劣Ⅴ类，但长宁区并
未马上着手治理水质，而是在岸边和岸
上花了大量功夫。

长宁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贾跃能
坦言：“过去，河道一直在治理，但属于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目光只看到河
里。”虹桥机场水环境管理科有关负责人
表示，河道污染，根子在岸上。从 2017
年年初开始，长宁区花了大半年，主要用
来摸清河道周边的污染源到底有多少，

从而对症下药。经过排摸，机场河两岸
有 285 个排口，其中 79 个为问题排口，找
得到责任方的，协调停用或封堵；找不到
的，直接封堵。

通过疏浚清淤、引流补水、增设喷水
式曝气机、架设生物净化台等系列措施，
起到美化驳岸、净化水质和增加水中溶
解氧的三重效果。数据显示，从 2017 年
9 月底至今，机场河水质已稳定保持在
Ⅴ类。而长宁区的 7 条段劣Ⅴ类水体已
有 4条段在去年消除劣Ⅴ类。

河道的蜕变，让两岸民众获得感满
满。家住外环西河附近的严阿姨感慨道，
近两年外环西河几乎天天都在变美，现在
沿途还修建了亲水平台、步道和花园。

河道的长治久清也是关键。2017年
以来，长宁区已累计安排 8000 多人次巡
河，并在9个关键的河道断面设置了自动在
线监测设备，随时监控河道水质异样。

近几年，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街道
数次收到居民关于中山医院附近违章、
无证餐饮店油烟扰民的投诉。枫林路街
道只有 2.7 平方公里，却有着丰富的医疗
资源，每天来往的人流量巨大，餐饮需求
集中，这给医院周边地区市容环境管理
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周边居民的诉求，枫林路街道
决定狠下心拔除“痛点”，打响了中山医
院周边环境整治首场战役。根据排摸统
计，中山医院周边“五横两纵”7 条马路，
总长约 3500 米的道路沿街共有商铺和
摊棚亭 168 家，其中以餐饮业为主，油烟
扰民问题严重。

“以前一排餐饮店的后厨就对着居
民区内，楼道里的扶手都是油腻腻的，每
天都不敢开窗，晾出去的衣服收回来都
是一股炒菜味。”住在中山新村的陈女士
告诉记者，他们是离医院最近的一个小
区。外围的餐饮店大多是无证经营，没
有废气和废油脂处理相关设施，餐厨废
水都直接排到小区水沟里。

拆除违章、封门闭店是必须的，但整
治也不是“一刀切”说关就关。中山医院
一年的门急诊量有 300 多万人次，一天
的人流量可达 5 万人次，如何平衡消费
需求和区域生态环境的诉求成为亟须解
决的难题。

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徐汇区对中山
医院周边商户在可控范围内进行了业态提
升，对168家商户形成一户一档，制定具有
针对性的对策。以枫林路为例，两家连锁
餐饮店退租后，店铺进行了合并打通，新
开设的上海第二食品商店主要销售预包
装食品，不涉及厨房加工等相关设备。
这样既不会油烟扰民，也能满足居民、病
患和医务人员基本的食品消费需求。

据枫林路街道办事处有关负责人介
绍，2017 年以来，一共关停中山医院周边
无证无照、破墙开店、违章搭建、居民房商
铺共 112家，指导调整业态或转型店铺共
47家。这位负责人表示：“开展区域环境综
合整治以来，接警率显著下降，从 2017年
的两万多件降至目前的 4000 余件。”

水源地是城市的生命线。位于黄
浦江上游的松浦大桥取水口 2016 年作
为应急取水口启用。

然而，2016 年年底，松江区发现松
浦大桥取水口附近仍存在一批违法违
规项目和排污口未完成清理整治，其中
包含上海船厂松江分公司、叶榭石灰厂
等企业。

上海大江饲料有限公司是其中一
例典型“顽症”。2010 年，这家企业被
划入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由于落成
较早，截污纳管设施不完善，企业每天
产生的约0.1吨生活污水未接入市政污水
管网，而是通过排污口直排入黄浦江。
企业距离松浦大桥取水口只有 1 公里
左右，其产生的污水影响周边环境，甚
至会对松浦大桥取水口构成威胁。

“大江饲料厂曾经在区域经济、解
决周边居民就业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
献，但只要触碰了生态环境的底线，就
不能讲情面。”松江区生态环境局副局

长潘宏凯表示，在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
的转办案件后，松江区立即排摸出 9 家
松浦大桥取水口附近的排污企业，2017
年初向他们送达“最后通牒”，当年便全
部清拆完毕。

谈及大江饲料有限公司，家住得胜
村八队的陈丽华心情有些矛盾。从小
住在黄浦江边的她在饲料厂干了 10多
年，有点感情。但家门口紧挨着饲料厂，
日子并不好过，熏人的饲料味、闹心的机
器声，足足“陪伴”了她 30 多年，“想想还
是环境更重要，拆了好，拆了清净。”

保护水源是一项综合治理工作，松
江区近年来通过污染企业清拆拔点、区
域环境综合整治、中小河道综合治理等
手段不断加强水源保护。

潘宏凯告诉记者：“我们还以松浦
大桥取水口附近的排污企业整治为契
机，在 2018 年对相关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内的排污企业进行了排摸，当年共关
停清拆排污企业 288家。”

“我们在围墙上装了喷雾，每间隔
5 分钟就会自动喷洒一次。在施工过
程中，安排洒水车进行洒水降尘，确保
道路表面湿润不扬尘……”日前，站在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病房楼项目
施工现场，项目部经理介绍说。

2018 年 9 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眼科病房楼项目正式动工。在接近一
年的时间里，施工方坚持文明施工，通
过多项措施，有效抑制扬尘、减少噪声
污染，未收到过市民投诉。

空气质量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落
实老百姓对于“顺畅呼吸”的基本需求，
成为政府部门一件需要时时记挂的“心
事”。让施工工地的灰尘“扬”不起来，
这样的效果来自于虹口区对打响“抑制
扬尘战”的决心。

2016年年底，有居民投诉凉城路 81
弄经济适用房项目施工现场扬尘扰民。
施工方随即便收到区建管委开出的暂缓

施工单。不到两日内，施工单位立即整
改，现场大量裸土已被完全覆盖。

面对此前居民的投诉，虹口区深刻
反思扬尘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短板
和薄弱环节，举一反三、查漏补缺，不断
完善和创新工作机制，提升扬尘污染防
治工作水平。

虹口区全面推进在建工地安装颗
粒物在线监控系统，全区规模以上建筑
工地 100%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系统，为
职能部门和施工单位的扬尘管理提供
支持。此外，通过推广扬尘在线手机应
用软件（APP）的使用，区生态环境局、
区建管委等相关部门均落实专人关注
扬尘在线监测数据，发现数据偏高立即
督促相关单位落实防尘措施。

近年，虹口区空气质量得到有效改
善。2018 年，虹口区空气优良天数为
304 天，较 2017 年增加了 39 天，优良率
达 83.3%，全年未出现严重污染天气。

位于闵行区的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是一家整车客车制造
企业。闵行区曾多次收到居民投诉，反映企业存在异味扰民问
题。经执法部门检查后，申龙客车因存在无组织排放挥发性有机
物等问题被要求整改，并被处以行政罚款 38.8万元。

“收到投诉后，我们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执法查处，发现这家企
业在生产时，部分门窗仍敞开，导致废气无组织排放到了周边环
境；车间打磨产生的粉尘，也未经环保设施收集处置。”闵行区环境
监察支队支部书记朱仲连介绍，申龙客车主要污染环节为涂装产
生的有机废气、打磨粉尘和电焊烟尘的排放，而且其设立的排气筒
也未达到高于 15米的高空排放标准。

针对投诉，申龙客车制订 VOCs 减排方案，对涂装、打磨和电
焊环节产生的有机废气和烟尘进行有效治理。2016 年以来，企业
累计投入近亿元，采用沸石转轮吸附+蓄热式燃烧组合模式治理
VOCs，与 2016 年相比，企业 VOCs总排放量减少 134 吨/年。经检
测，实现了达标排放。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环保设施从开
始建设到落地正式实施需要 1 年的时间。在整改期间，我们还从
工艺源头取消了总装带有挥发性有机物的地板革喷胶工艺，改用
和外购全固组分的成品热熔胶替代，涂装中涂工序采用水性漆替
代溶剂型油漆。”由于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企业的“环保信誉”变
得越来越好，生意订单也越来越多，2018 年的产值同比 2017 年增
长了 11%。

闵行区以点带面，在区内对 20 多家 VOCs 排放企业进行排
摸，发现 9 家企业存在废气无组织排放的现象，上海新光华塑胶有
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这家塑胶厂被执法部门发现未安装治理设
施、无组织排放挥发性有机物，被采取了查封扣押生产加工设备的
严厉处罚。

上海新光华塑胶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由于增添环保处理
设施成本较高，考虑到效益问题，一咬牙，我们决定弃污染排放严
重的塑胶产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这家企业已将生产线搬迁至外地，并投资1亿多元在原址建
了4栋新厂房，办公空间总量达4万多平方米，吸引检测、医疗器械、智
能装备、新材料等符合闵行区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入驻。

2017 年以来，闵行区累计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491 件，涉及处罚
金额 6418.15万元，执法倒逼 150家环境违法企业关停并转。

徐璐

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顽疾

油烟味消失了 黑臭河变美了

最严倒逼

无形之手

区域共进

长宁区打造优美宜人的水环境

徐汇区开展医院周边环境综合整治

松江区落实整改保护水源

虹口区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系统

闵行区开展涉 VOCs 排
放企业治理

◆蔡新华 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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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闵行区外环西河，河边修建了长一公里的健身步道，拓展了
外环西河的滨水活动空间。

完成锅炉低氮改造

1129 台
整治“散乱污”企业

723 家
治理挥发性有机物企业

327 家

全面启动苏州河环境
综合整治四期工程
完成整治劣 V 类河道

1.04 万条

淘汰落后产能

1350 项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
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4.9%

淘汰老旧车

1.74 万辆
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

22.1 万辆

2016 年底至今，上海累计完成了 2300 余家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
的治理任务，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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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海治污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