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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连云港环境监测中心成立于 1977 年，是国家第一
批授牌的“标准化”站。现有博士 1 人、硕士 15 人，研究员级高
级工程师两人、高级工程师 25 人，逐步形成了一支技术好、效
率高、讲奉献的知识型人才队伍。监测中心在 2018 年度江苏
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中，获全省第三名，团体二等奖，被授予

“江苏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表现突出集体”称号。宋晓娟在
2018 年度江苏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中荣获全省第三名，个人
奖第三名，被授予“江苏省环境监测技术能手”称号，在今年第
二届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活动中，荣获生
态环境监测综合比武一等奖。

图为宋晓娟代表江苏队参加第二届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专
业技术人员大比武。

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江苏省连云港环
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监测中心”）在扎实开展大气
环境质量监测和预报预警、水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土
壤环境质量监测的同时，积极推进监测工作向纵深
发展，开展颗粒物源解析，臭氧潜势，水、气中持久性
有机物分析，还开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遥感监测，完
善重点领域廉政风险隐患排查，服务市县生态环境
管理。

“十一五”以来，监测中心以国家和地方大力发
展环境监管能力建设为契机，积极争取各方资金用
于能力建设，先后投入资金近亿元，监测能力得到快
速提升。

目前，监测中心资质认定监测项目达到 402 项
1200 多个参数，涉及水和废水（含海水）、饮用水、空
气和废气、噪声、土壤底质和固废、生物等六大类领
域，具备 117 种大气挥发性有机物组份分析，地表水
109 项全分析能力。监测中心承担了近两年江苏省
土壤有机物和全省近岸海域海水分析任务。经过近
些年的发展，监测能力已在苏北名列前茅，部分监测
领域处于全省先进行列。

监测中心现有国内一流的监测仪器和设备 450

多台(套)，总价值 9000 多万元，包括单颗粒气溶胶质
谱仪、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气相色谱串
联质谱联用仪、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全在线双冷阱
大气预浓缩气质联机 VOCs 监测系统、激光雷达等
先进的大型分析仪器，seaFAST 海水进样系统、冷聚
焦自动浓缩仪、快速溶剂萃取仪、自动索氏抽提、全
自动石墨消解仪、自动固相萃取仪、凝胶渗透色谱
仪、热脱附仪、全自动吹扫捕集浓缩仪等大型前处理
设备。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和 seaFAST
海水进样系统为江苏省首台，实验室硬件设施处于
江苏省先进水平。监测中心已建成空气、水、噪声自
动监测系统及以流动监测车为载体的空气和水质应
急监测系统。

监测中心承担连云港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
测，环境空气、地表水、饮用水源、近岸海域、环境噪
声、土壤等环境质量监视性监测，以及环境科研等职
能，编写各类技术报告，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为公众提供环境质量信息，是连云港市环境质量监
测、监控、预测和综合分析的核心技术部门。监测中
心秉承“规范准确求生存、公正高效促发展”的工作
作风，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信赖。

面对大自然的无私馈赠，勤劳聪慧的连云港人，为使
青山更绿，碧水更清，在党的引领下，以生态文明建设为
主线，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现人与自然、物质文明与
生态文明共同发展。

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的统一部署，监测中心今年
编制了《江苏省连云港环境监测中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召开重点领域廉政风险隐患排
查专题会议，部署重点领域廉政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先后
组织集体学习 10 余次，开展专题研讨 3 次。召开对照党
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组织党员干部在深入学习党章
和《准则》《条例》的基础上，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
对照”、“四个找一找”的要求，紧扣“18 个是否”逐一对照

检查，列出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能立即整改的立即整
改，需要长期整改的，制定整改方案,狠抓整改落实。通
过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针对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深入调研摸清情况、理清
问题，形成调研报告 3 篇，提出意见建议 24 条，制定整改
措施 12项，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信念支撑。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监测中心
党支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主线，支部书记主动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先后主持
召开专题会议 12 次，对主题教育进行安排部署、总体谋
划，班子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坚持学在先、走在前，
形成上下联动抓教育的良好局面。

连云港，素有“东海第一胜境”之称，依山傍海，港城
一体，山、海、港、城相依相拥，景色优美。监测中心在江
苏省生态环境厅的领导下，按照《2019 年全省生态环境
监测工作要点》和《2019 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要
求，扎实开展大气环境质量监测和预报预警，服务连云港
市打好蓝天保卫战。监测中心每月的大气环境质量例行
监测包含市内 30 个大气降水、降尘和硫酸盐化速率监测
点的监测工作，数据按时上报。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要求，今年 5 月中旬，4 个新建省控环境空气自动站全部
建成，全市 8个省控站全部上收统一运维。

为有效防控灰霾，摸清污染物主要来源和成因，为连
云港市环境管理和决策提供技术支撑，2014 年，监测中

心投资 1150 万元建设环境空气超级站。作为苏北地区
首家环境空气超级站，可进行细颗粒物来源、环境空气中
挥发性有机物、臭氧前驱物、细颗粒物可溶性离子组分、
颗粒物垂直分布、外来源传输影响等方面分析，每月定期
出具综合分析报告，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了有力技术
支撑。

气相色谱作为复杂混合物的分离工具，对挥发性化
合物的分离分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全二维气相色谱飞
行时间质谱可以对环境样品实现一针进样的全组份分
析。不但得到目标已知物信息，同时得到非目标化合物
信息。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的使用，使连云港
市大气分析领域得到很大拓展。

监测中心每月做好超级站仪器维护及报告编制。编
制空气质量月报 PPT，在局务会上汇报当月环境质量现
状并进行原因分析、提出对策和建议，同步进行 PM2.5 源
解析并做好预测分析。监测中心还联合市生态环境局，
在分析上半年大气治理存在问题的同时，结合气象预测
和源解析提出了九大工程和六项措施，得到江苏省生态
环境厅的认可。

在监测中心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重污染天气预
报预测准确率不断提升。监测中心每天与连云港市气象
部门进行重污染天气预报预测会商，及时发布预报预警
信息，连云港市每月 24 小时 AQI等级预报准确率保持在
80%以上。

根据监测总站《2019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挥
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案》要求，监测中心在连云港市区 4 个
监测点位开展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并将监测种类由国家
规定开展监测的 70 种提升到 117 种。同时，每月对上述
有机物的臭氧潜势进行分析，将臭氧潜势排列前 10 名的
污染物名单，提供给市生态环境局开展精准治理。

做好国控、省控和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自动
站数据审核、质控是监测中心日常工作。针对部分站点
水质出现异常，及时进行标液核查、水样比对和排查工
作，确保监测数据准确、可靠。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年度任
务要求，每月认真做好连云港市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
共 31 个水质自动站监测数据审核、汇总上报工作。监测
中心并对省控水质自动站定期进行现场监督检查，保障
水站的正常稳定运行。

根据生态环境部《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自动站
建设交接协调工作方案》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地表水
考核断面采测分离和水质自动站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
连云港市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自动站建设为 18

个水质自动站，在全省地级市中建设任务量最多。从
2018 年 3 月 13 日市政府召开各部门协调会开始，到 6 月
30 日全面完成 18 个水站站房建设仅用 105 天。在工作
推进过程中，监测中心及时上报、跟踪考核，克服各种困
难，确保了该项工作的顺利完成。

监测中心每年监测一次的饮用水水源水质指标为
109 项，同时每月对饮用水水源水质进行监测，监测结果
表明，连云港市 10 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在汛
期，监测中心实行每天一次预警监测，编制快报报送。针
对连云港市水资源匮乏情况，监测中心通过长期调研分
析后，向市生态环境局提出了九大工程和六项措施，达到
了标本兼治目的。

2018 年 10 月，为了摸清紫菜养殖对连云港市近岸海
域水质的影响，监测中心每周对近岸海域紫菜养殖区开
展采样监测。通过综合分析，发现问题并及时函告市生
态环境局，为近岸海域水质治理提供了技术依据。

今年受台风“利奇马”影响，连云港新沭河大兴桥省
界水质自动站因故障停止运行，且短期无法修复，为确保
汛期水质安全，监测中心对大兴桥断面水质进行手工监
测，监测项目为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监测频
次为每日一次。监测中心到大兴桥监测站近100公里，采样
及车程耗时约 5小时，此时正值酷夏，采样人员发挥肯上
敢拼、无私奉献的精神。到 8 月 27 日水质自动站恢复运
行，监测中心共派出人员近百人次确保监测数据的完整。

截至今年 6 月底，连云港市 22 个省级以上考核断面
全部消除劣Ⅴ类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为 20 个，比
年度考核目标多 4 个，其中，国考断面全部达到Ⅲ类水
质，比国家考核要求多两个。15 条入海河流水质明显提
升，劣Ⅴ类河流同比减少 5 条，大浦河自 4 月份开始单月
消除劣Ⅴ类水质。

连云港市在今年全面开展了全市重点行业企业用地
调查，涉及重点行业企业 380 家，增补 23 家，68 个农用地
土壤污染单元详查工作全面完成。加强重金属污染防
控，更新排查涉重金属全口径企业 22 个，开展重金属污
染排放量和减排情况核算。

为确保年底前基本完成土壤调查采样调查布点方案
编制及土壤污染源监管，及时更新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
地块清单，落实土壤重点监管企业主体责任，连云港市全

面开展重金属重点防控区专项整治，加大土壤环境监管
执法力度，修复已污染土壤地块，严防土壤污染扩散。对
产废和经营处置企业加强管理，提高全市危险废物规范
化管理水平，确保全年的规范化管理考核达标率在 88%
以上。

为全面、系统、准确地掌握全国土壤环境质量，构建
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生
态环境部牵头开展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监测中心连

续两年承担了江苏省土壤样品有机项目多环芳烃、有机
氯的监测分析工作，2017 年监测有机物样品 847 个，2018
年 105 个，获得数据 1.09 万个。监测中心接到工作任务
以来，根据省监测中心的部署要求，立刻开展国家网土壤
环境质量监测分析工作。分析室有机组的 3 位女同志顶
着酷暑，对土壤样品进行细致地碾碎、过筛，一天下来，白
色实验服成了灰色，连鼻腔里也满是细小尘土。经过三
个月的奋战，圆满完成了土壤分析任务，通过了省监测中
心、国家监测总站的考核，数据全部符合要求。

监测中心还负责连云港市国家网土壤环境例行监测
工作，按照要求，今年 4 月 22 日完成国家网基础点位土壤
采样，10 月份完成 9 个土壤环境质量省控点的采样、分
析、评价分析报告等工作，为连云港市打好净土保卫战提
供科学数据。

连云港地处黄海之滨，监测
中心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能力全
省领先，早在 2004 年就开始对连
云 港 海 域 进 行 监 测 ，2017 年 ～
2018 年更是承担了全省海域生
物多样性的监测。监测中心已进
行了 50 余航次的监测，主要监测
项目为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大
型底栖动物等。2012 年，监测中
心在江苏省率先开展潮间带生物
调查监测，坚持每年进行监测，是
江苏省生态环保系统最先开展，
也是目前唯一开展潮间带生物监
测的单位。自监测以来，共发现
潮间带生物 212 种，其中多毛类
62 种，甲壳动物 78 种，软体动物
58 种，扁形动物两种，刺胞动物 3
种，棘皮动物 1 种，纽形动物 1 种，
腔肠动物 3 种，腕足动物 1 种，星
虫动物两种，半索动物 1种。

生物监测的主要难点为野外
样品采集，监测人员经常会遇到
突发情况，如淤泥深陷、虫叮蛇
咬、海上风浪、钉子碎玻璃刺伤
等，工作危险性较大。有个别项
目对采样时间要求很高，如潮间
带生物采样需根据涨落潮时间进
行，无论自然条件如何，监测人员
必须准时到达现场。

生物标本是从事生物分类、
形态解剖与系统进化研究的重要
科学依据。监测中心从 2013 年
就开始制作标本,所有标本均来
自于平时采样所获得的生物，江
苏省近海常见底栖物种标本已基
本制作完成。如今，监测中心海
洋生物标本室已进入补充阶段，
标本室的建立不仅可以保存生物
种质资源，还可以作为开展生物
分类学教育的重要基地。监测中
心现存标本主要为浸制标本，管
理人员定期对标本瓶外标签及封
蜡进行检查。

2017 年，按照环境监测总站
关于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监测事权
上收的要求和江苏省环境监测中
心的统一安排，监测中心开始承
担全省 31 个近岸海域点位的监
测工作，海洋生物监测点位也由
原连云港近岸的 7 个增加为江苏
省内近岸的 22个。

4 月，监测中心对连云港市
16 个地表水监测点位进行了底
栖动物和着生藻类的采样及分析
工作。目前已完成对底栖动物和
着生藻类的分类鉴定工作，并于
6 月中下旬完成上半年水生生物
分析并上报数据。

5 月,连云港市开展生态遥感
工作，目前监测中心正在对连云
港区域遥感影像进行解译；在解
译工作完成后，将在综合分析的
基础上，客观评价 2018 年度连云
港市生态环境现状与变化。此外，
监测中心还组织编制了《江苏省连
云港环境监测中心海洋监测专项
实验室建设方案》《江苏省连云港环
境监测中心海洋特色监测发展规
划（2019～2025）》，计划投入 510
万元从水环境遥感监测业务系
统、无人机（船）、水下机器人等方
面加强海洋遥感监测能力建设。

在今年 3 月 21 日盐城市天嘉
宜化工有限公司爆炸事故发生
后，监测中心接到通知迅速行动，
立即派出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便携
式 GC-MS 和傅利叶红外等仪器
设备赶往事发现场，配合江苏省
监测中心进行应急监测。应急监
测人员 24 小时连续监测，每半小
时提取 1 次监测数据，截至 4 月
26 日共出具监测数据 2.1 万个，
出动人员 200 余人（次），展现了
过硬的技术水平和工作作风。

监测中心每年获取各类环境
监测数据 20 多万个、编制各类监
测报告（表）1000 余份。每年发
表论文 20 多篇，近年来累计承担
省、市级科研课题 20 多项，13 项
获省、市科技进步奖，1 项获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被评为江苏省先
进环境监测站；在国家及省市举
办的环境监测技能大比武中，多
次取得好成绩。

成 绩 是 对 以 往 的 总 结 与 肯
定，面对未来，监测中心每一位成
员 把 每 个 清 晨 当 作 新 的 起 点 。
2019 年，监测中心在守护碧水蓝
天，加强环境监测，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中奉献出智慧和汗水，必将
收获丰硕成果。

韩东良 黄小蕾

江苏省连云港环境监测中心定期开展近岸海域
生物多样性监测。

江苏省连云港环境监测中心推进监测工作持续向纵深发展江苏省连云港环境监测中心推进监测工作持续向纵深发展

让港城天更蓝水更清让港城天更蓝水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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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轮替中，亘古不变的是先行者的身
影；历史坐标上，清晰镌刻的是探索者的脚
印。这里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交汇点，这
里天蓝水碧、人杰地灵、自然和谐，这里是——
连云港。

连云港市位于江苏省东北部，东临黄海，
西通中原，南濒江淮，北接齐鲁，这里是多少中
国人走向大港梦的起锚地。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打造生态环保铁军

提升预报预测能力 助力蓝天保卫战

做好日常水质监测做好日常水质监测 助力碧水保卫战助力碧水保卫战

强化土壤污染防控 助力净土保卫战

开展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遥感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