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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公布2019年度全国“12369”环保举报情况
全国环保举报数量下降逾两成
2019 年，全国“12369 环保举报联网管理平台”（以下简称“联网平台”）共接到

公众举报 531176 件，同比下降 25.2%。所有举报中，电话举报 270451 件，微信举报
195950 件，网络举报 62240 件，其他渠道 2535 件，其中电话举报下降 26.0%，微信举
报下降 21.6%，网络举报下降 22.9%，详见表 1。

表1 2017-2019年全国“联网平台”举报受理情况表

举报来源

电话举报
微信举报
网络举报

其他
合 计

2017年
举报数量
409548
129423
79885
——

618856

占比率
66.2%
20.9%
12.9%
——
——

2018年
举报数量
365361
250083
80771
13902
710117

占比率
51.5%
35.2%
11.4%
2.0%
——

2019年
举报数量
270451
195950
62240
2535

531176

占比率
50.9%
36.9%
11.7%
0.5%
——

同比增长率
-26.0%
-21.6%
-22.9%
——

-25.2%

注：2018 年“其他”包含了大督查网民留言 11754 件。

从 2019 年全国环保举报地理
分布情况看，其与我国人口区域分
布“黑河—腾冲线”重合度很高，举
报高度集中在华北平原、华东平原、
东南沿海、四川盆地等人口相对密
集的区域。从地市一级看，举报量
最多的 20 个地级市依次为南京、沈
阳、苏州、深圳、广州、青岛、东莞、无
锡、合肥、武汉、郑州、太原、南通、石
家庄、厦门、南阳、保定、佛山、泰州、
成都，其举报量之和占全国举报总
量的 34.3%。

图1 2019年全国环保举报点位分布图

举报数量与人口分布呈正相关

图 2 2019 年
全国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
举报情况

大气举报占比逐年下降，固废举报占比明显上升
2019 年各类举报中，大气污染占 50.8%，噪声污染占 38.1%，水污染占 13.9%，固

废污染占 6.8%，其他问题占 7.0%。2017-2019 年，大气污染举报占比持续下降，而
水、噪声、固废的举报占比持续上升，其中固废污染举报上升趋势明显，且各类污染
占比叠加值不断上升，详见表 2。

图 3 2019 年
全国举报量前
20 城市举报
情况

表2 2017-2019年全国“联网平台”举报污染类型占比表

污染类型
大气污染
噪声污染
水污染

固废污染
其他污染
占比叠加

2017年
56.4%
34.9%
10.6%
2.0%
5.1%

109.0%

2018年
54.1%
35.3%
12.6%
5.9%
4.9%

112.8%

2019年
50.8%
38.1%
13.9%
6.8%
7.0%

116.6%

变化趋势
下降
上升
上升
上升
上升
上升

注：一件举报中可能同时涉及多种问题，因此各污染类型之和≥100%。

各污染类型举报特点
（一）恶臭异味及烟粉尘为大气举报重点
2019 年全国大气污染举报中，反映恶臭异味及烟粉尘的举报占比较高，分别

占大气举报的 41.0%和 33.2%，工业废气举报占 24.4%、油烟举报占 15.3%、机动车移
动源尾气举报占 1.2%（一件举报中可能涉及多种污染因子，因此各污染因子占比
之和≥100%，下同）。大气污染举报数量前十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广东、河南
恶臭异味问题相对突出，河南、河北、山东烟粉尘问题相对突出，上海、重庆工业废
气及油烟问题相对突出。

图 4 2019 年
大气污染举报
前十省（自治
区、直辖市）情
况

（二）建设施工噪声为噪声举报焦点
2019 年全国噪声污染举报中，建设施工噪声为群众关注焦点，举报量占噪声

举报的 45.4%；其次为工业噪声，占 26.5%。噪声污染举报数量前十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中，江苏、重庆建设施工噪声问题较为严重，分别占全国同类型举报的
26.0%和 22.2%；河南、河北、山东工业噪声问题相对突出。

图 5 2019 年
噪声污染举报
前十省（自治
区、直辖市）情
况

（三）工业废水占涉水举报的一半
2019 年全国水污染举报中，工业废水占 47.3%，生活污水占 21.0%，矿山废水占

3.1%。水污染举报数量前十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广东、河南、山东、江苏、河北
工业废水举报量较多，均在 3000 件以上，上海、河北工业废水问题在当地比较突
出，相关举报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 20个百分点。

图 6 2019 年
水污染举报前
十省（自治区、
直辖市）情况

（四）生活垃圾约占固废举报三成
2019 年全国固废污染举报中，生活垃圾占 36.4%，一般工业固废占 23.6%，危险

废物占 23.2%，矿渣尾矿占 13.7%，医疗废物占 4.2%。广东固废污染相对突出，举报
量占全国固废举报总量的 26.8%，其中生活垃圾举报占一半。

图 7 2019 年
固废污染举报
前十省（自治
区、直辖市）情
况

“十三五”以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结合
“天空地”一体化的多尺度多类型监测和评
价手段，运用全省环境质量监测数据、自然
生态指标数据、环境保护及管理指标数据和
资料，每年对各县（市、区）生态环境质量年际
变化及政府的生态保护成效进行客观评价，形
成的年度考核结果作为财政生态转移支付资
金拨付和奖惩的直接依据。同时，加强对长江
经济带的环境质量监测和生态状况遥感监测，
动态监控其人类干扰活动、生态系统状况与
服务功能变化，及时预警生态风险。

云南省财政厅逐年加大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资金补助力度，资金补助从 2016 年

包 括 中 央 资 金 在 内 的 44.83 亿 元 ，提 高 到
2019 年的 79.86 亿元，年均增幅达 21.2%。为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
金使用，确保转移支付资金重点用于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省财政厅 2018 年修订出台了

《云南省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2019 年
出台了《云南省民族地区生态功能区边境地
区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进一步提升了资金
分配精准度和使用效益。

据了解，云南省各县（市、区）坚持将生
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合理安排用于城市
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河长制专项资金、湖泊
保护治理、水源地保护、污水处理、节能减

排、生态修复及污染防治等生态环境保护
支出，有效保障了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特别是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恢复取
得显著成效。

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统计数据显
示，2016-2019 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评价均为优，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EI 值呈总
体上升趋势，由 2015 年的 79.15 上升到 2019
年的 81.38；全省植被覆盖指数总体呈上升
趋势，从 2015 年的 83.37 上升到 2019 年的
90.24。另外，2015-2019年与2010-2014年，
全省植被覆盖指数 5 年均值比较，指数呈正
向变化的区域占比达到了 78.89%，其中长
江流域生态保护成效尤为显著，所涉及的 7
个州（市）植被覆盖指数呈正向变化的区域
占比达到了 84.04%。

生态转移支付让云南美得更有底气
实现县域全覆盖，2016年到 2019年间，资金补助年均增幅达 21.2%，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本报记者蒋朝晖

记者日前从云南省
生态环境厅获悉，省财
政厅与省生态环境厅通
力合作，不断探索创新，
推动县域生态环境质量
考核监督机制与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紧密结合，
确保生态功能区转移支
付资金用活用好、用出
最大绩效。

相关数据表明，“十
三五”以来，云南省在用
足中央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资金的同时，省级
专项资金补助力度逐年
加大。2016-2019年，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
金 补 助 年 均 增 幅 达
21.2%，全省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

生态转移支付政策实现县域全覆盖

云南是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在
国家“两屏三带”十大生态安全屏障中肩负着
西部高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三大生态安全
屏障的建设任务。长江上游金沙江干流在云
南境内长 1560公里，流域覆盖迪庆、丽江、大
理、楚雄、昆明、曲靖、昭通7个州（市）。云南省
现有 359个禁止开发区域，总面积达 7.68万平
方千米，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9.5%，呈斑块或点
状镶嵌在重点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中。在经

济欠发达、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的情况下，抓实生
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面临严峻挑战。

为了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定量反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成果，提高
全省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绩效，云南省
生态环境厅与省财政厅携手发力，于 2015 年
5 月联合印发《云南省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
测评价与考核办法》。省财政厅于同年 10 月
出台能充分体现各县生态价值的生态补偿

制度，印发《云南省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
法》，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县域生态环境质量
监测和财政转移支付提供了政策依据。

自 2015 年开始，云南省以县域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为抓手，在用好中
央资金基础上，加大省级财政补助力度，把
生 态 转 移 支 付 从 70 个 县 扩 大 到 16 个 州

（市）129 县（市、区），在全国率先实现生态
转移支付政策县域全覆盖。按照相关指标
体系及规范统一的办法，每年动态计算 129
个县（市、区）的生态价值大小，并以此为依
据公平分配生态补偿资金。

规范使用专项资金，长江流域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上接一版

2019 年，生态环境部推动完成
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重
新核定各省份污染耕地治理目标，
稳步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
禁止洋垃圾入境，全国固体废物实
际进口量同比减少 40.4%；开展“无
废城市”建设试点；聚焦长江经济带
开展“清废行动 2019”。

山西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湖南深入开展涉镉等重金属污染源
排查整治，完成 198 个污染源整治
工作……

草绿地净，林木丰茂。2019年，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政府主导的治理体系初步构建，土
壤污染防治责任不断夯实，为下一
步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力开展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

巍巍秦岭，和合南北。深刻吸
取秦岭违建别墅问题的教训，一年
来，陕西出台《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开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整
治行动，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修
复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
活的增长点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
撑点。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同
样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支撑保
障和重要内容。

2019 年，生态环境部大力开展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生态保
护红线评估和勘界定标；组织开展

“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3 年
累计发现 342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存在重点问题 5740 个，已完成整改
3986 个。

西藏持续造林治沙，探索建立
林（草）长制，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吃
上了“生态饭”；宁夏银川统一推进
入 黄 水 体 整 治 工 作 ，全 长 约 50 公
里、面积约 1.1 万亩的滨河水系建设
成效初显……

休 养 生 息 ，重 归 安 宁 。 2019
年，我国生态保护监管体系不断完
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不断强化，
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持续推进，国
家生态安全得到有力维护。

保持定力，咬紧牙关，不动摇、
不松劲、不开口子。2019 年，污染
防治攻坚战攻城拔寨，七大标志性战
役取得明显成效，“十三五”规划确定
的 9项约束性指标有 7项已经提前超
额完成，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要贯
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出了当下我
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处和着力点。

一年来，生态环境部出台进一
步深化生态环境监管服务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积极主动服务
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支持
服务企业绿色发展；加大生态环保
扶贫力度……以生态环保促经济高
质量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生态
环境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部署，全力推动实现全国所有医疗
机构及设施环境监管与服务 100%
全覆盖，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及时有
效收集和处理处置 100%全落实，抓
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相关环保工
作。同时，统筹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战各项工作，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为
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一年来，各地各部门纷纷出实
招、动真格，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一系列
政 策 措 施 的 落 地 ，带 来 了 积 极 的
效果。

——“三线一单”编制有序推进。

不久前，重庆市发布《关于落实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
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
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

“我们把全市划分为 785 个环
境 管 控 单 元 ，其 中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479 个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37.4% 。 未
来，每个区域开展各类开发活动时，
只要与数据系统进行对照，就可以
直接判断选址选线是否可行，资源
环境利用效率和污染物排放要达到
什么水平等，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
供有力支撑。”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副
局长温汝俊介绍。

来自生态环境部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9 年底，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及青海省“三线一单”成果已经开始
实施，其他 19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三线一单”编制已取得初步成果。
用“线”框住空间和开发强度，

用“单”管住环境准入。随着“三线
一单”的编制逐步完成和落地，各地
发展有了绿色标尺。

——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显现。
坚定不移淘汰落后产能。
作为长三角区域水泥熟料产能

最大的省份，安徽省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最新的水泥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日益严格的标准，
有利于加快推进水泥行业淘汰落后
产能，推动水泥行业绿色发展。”安
徽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 4 年退出煤炭产能超亿吨的
基础上，2020 年山西将继续坚定不
移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全年计划退
出产能 1500 万吨以上，预计“十三
五”期间退出产能 1.3亿吨以上。

推进重污染企业退城入园。
6 家焦化企业、产能 580 万吨，

10 家水泥粉磨站、产能 610 万吨，3
家复混肥掺混肥企业、产能 9.5 万吨
和 1 家水泥生产企业——这是 2019
年山东省临沂市纳入主城五区退城
入园攻坚的任务清单。

“借助退城入园，淘汰落后设备，
升级环保设施，提高环保水平。把

‘退路’变成‘出路’，企业才能在困境
中发掘更多机遇。”虽然企业被要求
搬迁，但沂州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有关
负责人对发展前景仍然信心满怀。

“零容忍”持续整治“散乱污”
企业。

作为粤北生态屏障，近年来，广
东省韶关市大力整治“散乱污”企业，
截至目前已完成511个“散乱污”工业
企业（场所）整治。韶关冶炼厂烧结
机环集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韶关电
厂 10#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均于
2019 年内完成。绿色，正逐渐渗透
这座老工业城市的版图。

——生态文明创建如火如荼。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是

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
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探索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的重要载体和具体实践。

2019 年 11 月，生态环境部对第
三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进行了授牌命名。截至目前，
全国共有 175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县和 52 个“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四川稻城以“旅游+体育”“旅
游+科技”“旅游+文化”等创新模式
提升绿色发展总量；吉林集安打造
人参全产业链条，农民收入的 27%
来源于人参业和旅游业……

“通过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大家
能看到更多的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与高水平保护的鲜活实证，为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更加形式多样、更
为鲜活生动、更有针对价值的参考和
借鉴。”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大潮逐浪高，扬帆愈前行。
2020，决战决胜！站在历史与

未来的交汇点，更伟大的征程正在
我们面前展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
乘势而上，书写天更蓝、山更绿、水
更清的美丽中国新篇章。

本报记者刘俊超5月13日郑
州报道 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今日对平顶山市
卫东区、周口市物流港区、孟州市、淇
县、博爱县、浚县、沈丘县政府（管委
会）公开约谈，上述 7 个县区主要负
责人参加约谈并作表态发言。

据介绍，上述 7县区环境空气质
量持续恶化，3-4月排名在省辖市所
辖中排名靠后，大气污染指数问题突
出，甚至有些县区出现不降反升现象。

平顶山市卫东区 3-4 月连续排
名倒数第 3 位，2020 年以来，工业大
气污染物日均排放量为 1.45 吨，尤
其是 4 月，日均排放量高达 2.02 吨，
其中平顶山市辛北新型环保建材有
限公司日均排放量为 1.15 吨。周口
市物流港区 NO2 和 PM10 问题突出，
4 月 PM10浓度同比上升 42.1%，是 77
个区中唯一同比不降反升的区域，

改善情况最差。孟州市月排名在全
省 115 个县（市、区）持续靠后，4 月
多项指标同比不降反升。淇县 1-4
月 NO2浓度在全省倒数第 2，CO 百
分位数浓度倒数第 5，两项指标均
在全省倒数 10 名以内；PM10、PM2.5

平均浓度分别排名倒数第 7、倒数
第 3。浚县气态污染物浓度居高不
下，特别是 CO 和 SO2全省排名倒数
第 2和倒数第 12；3-4月浚县连续两
个月 进 入 115 个 县（市 、区）后 20
名。博爱县 1-4 月 PM10 逐月排名
分别为倒数第 22、倒数第 17、倒数
第 15、倒数第 4；SO2 逐月排名分别
为倒数第 3、倒数第 2、倒数第 14、倒
数 第 18。 沈 丘 县 1-4 月 NO2 月 均
浓度在周口 9 个县（区）中分别排名
倒数第 3、倒数第 3、倒数第 2、倒数
第 2，排名持续靠后；CO 逐月百分
位数浓度排名连续倒数第 1。

全省排名靠后 污染指数问题突出

河南约谈空气质量持续恶化7县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