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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日献辞
每个人的心中，都孕育着一个梦想，

或是仓廪实而知礼节，或是诗和远方的
田野。而与这个梦想紧紧相连的，就是
未来。未来，承载着人们的憧憬，激发着
人们的力量。

未来，看似很遥远，但往往在不知不
觉间，便近在眼前。拉近现实与未来距
离的，是暮去朝来的时间，更是为此而孜
孜不倦的辛勤付出。

我们，曾为未来许下一个诺言：让天
更蓝，水更清，山川更清秀；让孩子能在
妈妈的怀里数星星，让姑娘们能在河畔
浣衣欢歌，让远方的旅人能在满目葱翠
中忆起乡愁。

为了这个未来，我们努力着，无论春
去秋至，无论暑往寒来。

一年接着一年。珠三角细颗粒物年
均浓度终于下降到 32 微克/立方米，从
全国大气污染防治三大重点区域退出；

北京创下了细颗粒物 42 微克/立方米
新低；今年的世界地球日，全国 337 个
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百分之百，首次
全部达标……蓝天照，不再是朋友圈
里难得的炫耀。这些神怡心旷的时刻
值得珍藏。

一地连着一地。京津冀、长三角、
汾渭平原，越来越多的地方携起手来，
共同奋力驱散雾霾；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 开 发 ，长 江 经 济 带 11 省 市 纷 纷 行
动，誓还“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
碧如蓝”；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
大治理，吹响了沿黄区域治理黄河的
号角，要让“黄河宁，天下平”。在北
方，农村居民冬季取暖用上清洁能源，
心头暖、空气清；在南方，28 万名渔民
转身上岸、整治“散乱污”、清理“小杂
船”，长江岸线由曾经的“脏乱差”，渐
渐变为如今的“美如画”……这些动人
心弦的故事值得铭记。

一人跟着一人。为确保居民温暖
过冬，有人日夜兼程，累了，在车上打
个盹，和时间赛跑；为检查企业排污行
为，有人数九寒天爬上几十米的高塔
进行监测，任寒风吹透棉衣；为找到隐
藏的排污口，有人挽起裤脚，下河沟、

钻涵洞，徒步“打卡”，每天数万步；为抓
住违法分子，有人奋不顾身挡在车前，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些沥尽心血
的人物值得致敬。

所有的汗水和心血，都是为了改变
现在，更是为了创造未来。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行列。
绘制污染地图，把企业的排污状况亮在
明处，鼓励大家举报企业违法、监督政
府监管；踏遍山川河谷，跋涉无人区，把
危险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只为守护清
流源头，守护绿色江河；年年深入土地
沙化最严重的地区，带动 2.8 亿人，在

“生命禁区”种下 5000 万棵梭梭树……
普普通通的人们，默默坚守着自己的信
念，坚持着自己的行动。

实现期许的未来，源于自己的不懈
努力，更源于无数人为此的负重前行。

眼前还有坎坷。突如其来的疫情，
虽然打乱了生活的节奏，但打不乱我们
的信念，打不乱我们的脚步。送技术、
送方案、送政策，全力帮扶企业；查违
法、抓治理、促转型，严守环境底线。

前方仍有难关。天在变蓝，水在变
清，越来越多的人在鸟语花香间心情渐
佳，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还未到

来；群山在绿，荷包在鼓，越来越多的人
靠生态的饭碗实现致富，但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尚未彻底打通。

我们，还会与重污染天气遭遇；我
们，依旧会面临绿色发展中的深层次难
题；我们，仍然会经历环境事件多发、频
发的高风险挑战。雄关当前，唯有迎难
而上、勇往直前，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决不动摇，坚持依法治理、依法保护
决不动摇，坚守生态环保底线决不动
摇。原则不改，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标
准不降。越接近目标的时候，越需要砥
砺奋进；越接近未来的时刻，越需要咬
紧牙关。

不经意间，你的生活变了，变了，在
一天一天富足起来；你身边的景色变
了，变了，在一天一天明媚起来。这一
点一滴汇聚起来的改变，怎能不令人心
潮起伏，怎能不令人激动万分；又怎能
不令人信心倍增，怎能不令人扬鞭奋
蹄。

美丽中国，为这幅蓝图绘上属于自
己一笔，将是你今生值得珍藏的财富、
值得回味的记忆。

未来，已近在眼前，我们的努力，让
美丽清晰可见。

让未来的美丽清晰可见

本报综合报道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
《2019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
《公报》）。《公报》显示，2019 年，全国生态环
境质量总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成果进
一步巩固，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海洋环境
状况稳中向好，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
控，生态系统格局整体稳定，核与辐射安全
有效保障，环境风险态势保持稳定。

■ 蓝天越来越多

2019 年，我国持续实施重点区域秋冬季
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北方地区清洁取
暖试点城市实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
平原全覆盖，完成散煤治理 700 余万户。实
现超低排放的煤电机组累计约 8.9 亿千瓦，
占总装机容量的 86%；5.5 亿吨粗钢产能开
展超低排放改造。推进工业炉窑、重点行业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加强“散乱污”企业及
集群综合整治。大力推进“公转铁”，据初步
统计，2019 年全国铁路货运量比 2018 年增
长 7.2%，其中，京津冀增长 26.2%。

《公报》显示，2019 年，全国 337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中，157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
标，占全部城市数的 46.6%；180 个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超标，占 53.4%。337 个城市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为 82.0%，累计发生严重污染 452
天，比 2018 年减少 183 天；重度污染 1666 天，
比 2018 年增加 88 天。PM2.5、PM10、O3、SO2、
NO2 和 CO 浓度分别为 36 微克/立方米、63
微克/立方米、148 微克/立方米、11 微克/立
方米、27 微克/立方米和 1.4 毫克/立方米；与
2018 年相比，PM10 和 SO2 浓度下降，O3 浓度
上升，其他污染物浓度持平。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优良天
数 比 例 范 围 为 41.1%-65.8% ，平 均 为
53.1%。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优良天数比
例范围为 56.5%-98.1%，平均为 76.5%。汾
渭 平 原 11 个 城 市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范 围 为
47.7%-76.7%，平均为 61.7%。

■ 江河越来越清

2019 年，我国持续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生
态 环 境 问 题 排 查 整 治 ，899 个 县 级 水 源 地

3626 个问题整治完成 3624 个。全国地级及
以上城市 2899 个黑臭水体消除 2513 个。全
面完成长江入河、渤海入海排污口排查，其
中，长江入河排污口 60292个、渤海入海排污
口 18886 个。长江流域、渤海入海河流劣Ⅴ
类国控断面分别由 12 个、10 个降至 3 个、2
个。持续开展工业园区污水整治专项行动，
长江经济带 95%的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建成
污水处理设施并安装在线监测装置。推进长
江“三磷”专项排查整治，存在问题的 281 家
企业（矿、库）中 172家完成整治，长江流域总
磷超标断面数比 2018年下降 40.7%。启动地
下水污染防治试点。组织规范畜禽养殖禁养
区划定和管理，1.4万个无法律法规依据划定
的禁养区全部取消。完成 2.5 万个建制村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

2019 年，全国地表水监测的 1931 个水
质断面（点位）中，Ⅰ类-Ⅲ类水质断面（点位）
占 74.9%，比 2018年上升 3.9个百分点；劣Ⅴ类
占 3.4%，比 2018年下降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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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诸河监测的
1610 个水质断面中，Ⅰ类-Ⅲ类水质断面占
79.1%，比 2018 年上升 4.8 个百分点；劣Ⅴ类
占 3.0%，比 2018 年下降 3.9个百分点。

去年，监测的 33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902 个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断面（点
位）中，830 个全年均达标，占 92.0%。其中地
表水水源监测断面（点位）590 个，565 个全
年均达标，占 95.8%；地下水水源监测点位
312个，265个全年均达标，占 84.9%。

2019 年，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稳中向
好，水质级别为一般。优良（一、二类）水质
海域面积比例为 76.6%，比 2018 年上升 5.3
个百分点；劣四类为 11.7%，比 2018 年下降
1.8个百分点。

■ 生态越来越美

《公报》披露，去年，农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结果显示，全国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
总体稳定，影响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的主要
污染物是重金属，其中镉为首要污染物。

去年，我国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完成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核定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超筛选值农用地下一阶段安全
利用的目标任务。稳步推进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调查，开展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排查整治。坚定不移禁止洋垃圾入境，全国
固体废物实际进口量 1348 万吨，比 2018 年
减少 40.4%。筛选确定深圳市等“11+5”个
城市和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聚焦
长江经济带开展“清废行动2019”，发现的1254
个问题中 1163个完成整改。深化垃圾焚烧发
电行业专项整治行动，405家企业完成“装、树、
联”，从 2020 年开始公开污染物自动监测数
据。全国累计排查涉重金属企业 13994家，实
施重金属减排工程 261个。长江经济带 1105
个尾矿库制定实施污染防治方案。

同时，《公报》显示，去年，我国大力开展
自然生态保护、修复与监管。推动生态保护
红线评估和勘界定标。京津冀、长江经济带
11 省（直辖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 15 个省
份生态保护红线初步划定，山西等 16 个省
份基本形成划定方案，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
台初步建立。

截至 2019 年年底，全国共建立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各级、各类保护地逾 1.18 万
个，保护面积占全国陆域国土面积的 18.0%、
管辖海域面积的 4.1%。去年，组织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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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740 个，
已完成整改 3986 个。

2019 年，全国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值
为 51.3，生态质量一般，与 2018 年相比无明
显变化。生态质量优和良的县域面积占国
土面积的 44.7%，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以东、
秦岭—淮河以南、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地区和
长白山地区；一般的县域面积占 22.7%，主要
分布在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东北平原中
西部和内蒙古中部；较差和差的县域面积占
32.6%，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
部、西藏西部和新疆大部。

817 个开展生态环境动态变化评价的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中，与 2017 年相比，
2019年生态环境变好的县域占 12.5%，基本稳
定的占 78.0%，变差的占 9.5%。

在气候变化方面，2019 年，全国平均气
温 10.34℃，较常年偏高 0.79℃，较 2018 年偏
高 0.25℃，为 1951 年以来第 5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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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全 国 337
个 地 级 及 以 上 城 市
PM2.5 浓度为 36 微克/
立 方 米 ，同 比 持 平 ；
PM10 浓度为 63 微克/
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6%；平均优良天数
比 例 为 82.0% ，人 们
期待的蓝天白云不再
遥远。
本报记者原二军摄

2019 年，全国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
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改善成果进一步
巩固，水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海洋环
境状况稳中向好，
土壤环境风险得到
基本管控，生态系
统格局整体稳定，
核与辐射安全有效
保障，环境风险态
势保持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