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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峘邓玲敏

“十三五”以来，福建省福州市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习近平总书
记在福建省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

“3820”战略工程思想，全力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要求，系统构建“五个一”工作机制，深入开展散乱污
专项整治，取得了明显工作成效。截至 11 月 22 日，
福州市共摸排散乱污企业（场所）3965 家（关停取缔
2246 家，整合搬迁 109 家，升级改造 1610 家），在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上取得了新进展，推动“生态环境、
产业发展、城乡环境”实现新改善。

一是坚持“一盘棋”统筹，强组织、聚合力。福州
市委、市政府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头等大事来
抓，市委主要领导一线督战，靠前指挥，严格落实“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研究成立散乱污整治领导
小组，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市政府分管领导
担任专项治理指挥部指挥长，构建起全员上阵、上下
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机制，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整治
工作。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推动，及
时研究解决重要事项、重点问题；指挥部建立“1+7+
12”督导帮扶机制（“1”就是由指挥长带队现场调研、
现场办公督导推动落实；“7”就是由福州市工信局、
市生态环境局等 7 个散乱污整治办成员单位分组、
分阶段开展现场帮扶指导；“12”就是由福州市生态
环境局组建 12 个工作组，开展县（市）区督导帮扶）、

“一企一议”和保障统筹协调机制等，强力突破“难、
硬、重、新”问题，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整治任务；散
乱污整治办坚持每周一调度、每月一通报，协调督
促，落细落实整治任务；县（市）区全面落实市委、市
政府整治工作要求，成立专项推进组、组织多部门联
动，协同推动工作落实。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福州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保
持 100%，在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三，在全国 168 个重

点城市中排名第六，均优于往年；信访投诉 1154 件，
较去年同期减少 25.02%。

二是坚持“一张网”布局，强排查、建台账。福州
市坚持“全面筛查、重点排查”相结合的原则，织密全
市排查网，全方位组织开展县、镇、村三级联动排查，
形成全市散乱污企业整治清单台账。强化数据技术
排查，把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数据与统计、工商等部门
生产性企业数据结合起来，借助电力部门工业用电
数据，加强分析、筛查、甄别，力争找准找全潜在的散
乱污企业；强化督导示范排查，专项整治督导小组深
入一线督促推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开展排查工作，
为各县（市）区开展工作提供范例；强化群众举报排
查，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开通“局长快线”，组织专门力
量，加强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投诉件和日常信访件
的梳理排查，力争做到不遗漏、不放过。通过这三套
组合拳，全市共摸底排查散乱污企业（场所）3965
家，梳理出不符合产业规划、落后产能、违法用地等
八类问题，为后续整治工作顺利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坚持“一条线”贯穿，强督查、求实效。福州
市认真按照“分类整治—复查核验—长效管理”一条
线整治思路，坚持依法铁腕治污，对不符合产业政
策、违法排污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 2246 家散乱污
企业，采取“两断三清”（断水、断电，清原料、清设备、
清场地）措施，坚决予以关停取缔；对经过综合评估
和整合、达到管理要求的 109 家企业，限期进驻工业
园区，推动企业规范经营，集聚发展，切实解决散、乱
问题；对依法可补办审批或登记手续的 1610 家企
业，督促进行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推动节能减
排，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坚持加强督查核验，严格实
施市县两级验收制度，由县一级开展初级验收，全面
核查镇、村的散乱污整治情况，做到 100%全覆盖验收，
在此基础上，由市一级随机抽查、严格核查各县（市）区
散乱污整治情况，切实杜绝虚假整治。坚持健全长效
监管机制，通过“回头看”排查、常态化督查巩固整治
成效，电力数据分析应用、多部门联合监管等工作，

杜绝散乱污企业反弹回潮，真正实现“全面整治、动
态清零”，有力促进城乡面貌加快改善、产业发展加
快转型。比如，1 月~10 月，福州市摸排出“两违”建
筑面积 657.12 万平方米；福清市对重点地段进行环
境提升，打造了一批街头绿地和街心公园；闽侯县鸿
尾乡积极进行工艺品生产工艺革新，促使散乱污企
业实现正规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四是坚持“一片云”助力，强管控、提效率。福州
市借助福建省生态云平台建立散乱污整治信息化系
统，构建“散乱污”管控一张图模块，收集汇总企业基
础情况、整治信息全要素上平台，实现数据采集的自
动化、可视化和标准化，实现新发案件同步上报、整
改进展同步更新、数据分析同步共享。充分利用数
据平台，分析研判散乱污企业清单，列明散乱污的基
础信息，推出针对整治措施，细化形成“一企一策”整
治方案。依托电力大数据，建立散乱污企业大数据
筛查识别模型，分析定位高疑似企业，开展长效动态
监测预警，在节省线下摸排人力、物力的同时，有效
防止隐藏在村居、厂区内的小作坊“死灰复燃”。探
索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等现代
对地观测技术，辅以人工巡查、监测分析等手段，加
强对饮用水水源地等重点区域进行动态观测，实现
精准调度整治。目前，福州市主要流域 9 个国考断
面Ⅰ类~Ⅲ类水质比例为 88.9%（同比提升 4.1%）；54
个省考小流域断面Ⅰ类~Ⅲ类水质比例为 96.3%（同
比提升 11.6%）；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保持 100%。

五是坚持“一面旗”指引，强宣传、造氛围。坚持
党建引领整治，扎实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围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强整治、优服务有机结合
起来，坚持执法为民，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
指挥部成立临时党支部，把党旗插在工地上、把支部
建在项目上，调动各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深入一线发挥攻坚、带头作用，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取得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

◆潘双基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龙门镇洋坑村，青山环抱、
净水潺潺，古朴的闽南古厝、南洋风格的棋盘楼和红
顶白墙的农房沿河而建，河道旁慢道和步行桥上村
民漫步，好一派山水田园风光。很难想像，这里曾是
福建省乃至全国最严重的崩岗侵蚀区之一。

“曾经的洋坑，采石场、石材加工厂密布，‘晴天
漫天灰、雨天满地泥’，穿村而过的是‘牛奶溪’，村容
村貌杂乱不堪。”洋坑村党支部书记陈小福拿出老照
片，当年“崩岗村”水土流失的破败景象清晰可见。

曾饱受“脏乱差”之苦的洋坑人，迫切需要一个
生态宜居的新家园。

“绿盈乡村”建设，给了这里一张清晰的路线
图。洋坑村引入社会资本，大力推进崩岗治理，将生
态产业化思路植入生态治理过程，将“崩岗村”变“聚
宝盆”。

近年来，泉州市围绕“山更好、水更清、林更优、
田更洁、天更蓝、海更净、业更兴、村更美”等八个方
面目标，聚焦百姓“急难愁盼”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方资源多元共治，补短板惠
民生，梯次推进富有绿化、绿韵、绿态、绿魂的“绿盈
乡”村建设，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以来，泉州市已建成初级版绿盈乡村 303
个（超省定任务 83 个），拟建设中级版绿盈乡村 167
个 ，累 计 建 成“ 绿 盈 乡 村 ”1633 个 ，累 计 占 比 达
80.32%。安溪县感德镇槐川村生态茶园建设、永春
县石鼓镇吾江村小流域治理等 7 个案例入选第一

批、第二批省乡村生态振兴案例选编，洛江区洪四村
等 24个村获评省第一批高级版绿盈乡村。

山更好。积极推进水土流失治理，2021 年来已
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23.9 万亩，远超年度计划任
务的 17.3万亩。

水更清。实施流域水质提升“碧水清源”专项行
动，2021 年以来已完成投资 16.6 亿元，投资完成率
88.8%，39 个小流域考核断面Ⅰ类～Ⅲ类水质比例
为 92.1%。永春县石鼓镇吾江村借鉴桃溪流域综合
治理典型经验，大力实施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成
了花果飘香、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家园。

林更优。持续推进造林绿化，今年完成造林绿
化 7.95 万亩，森林抚育 10.88 万亩，封山育林 6.99 万
亩，创建森林村庄 40 个。如永春县介福乡紫美村积
极开展乡村生态景观林建设、“绿色乡村三年行动”
等，大大改善了人居环境。

田更洁。今年推进 10 个乡镇的 67 个行政村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如德化县盖德镇有济村全面
推行垃圾分类，成为农村新时尚，真正提高农村生态
环境的颜值。

天更蓝。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动，结合粮食“五
新”技术推广项目，开展秸秆直接还田和综合利用，
全市共建立 16 个示范片，实施面积 5000 多亩，起到
示范引导作用。

海更净。推进入海排口常态化、动态化、规范化
管理，建立“海上环卫”机制，同步启动开展“海域海
滩海岸垃圾攻坚整治行动”。如晋江市金井镇围头
村形成“岸上管、流域拦、海面清”的海漂垃圾综合治

理机制，成为碧海银滩的泉州样本。
业更兴。积极探索乡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转化路径模式，助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断
提升。如惠安县崇武镇前垵村坐拥跻身“全国最美
八大海岸”的西沙湾，引入专业团队建设“问海文创
园”，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约 70万元。

村更美。发挥自身品牌优势，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如晋江市东石镇潘山村
以产业为基础，发展非遗文化、农耕种植两大特色旅
游，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村”和“幸福村”。

◆张达敏 许意斌

“十三五”以来，在福建省漳州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漳州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一手抓
生态保护，一手抓经济发展，积极探索出一条具有漳州特
色的绿色发展之路。全市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和明显成效，“绿色家底”殷实、亮点纷呈。

围绕目标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漳州市紧紧围绕“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这一目标，努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积极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产业发展优势，着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加快
富美新漳州现代化建设。

“仅用不到 3 个月时间，高效关停整治石材企业 1098
家，占长泰区石材企业总数的 92%。”长泰区林墩办事处
党委书记戴聪华介绍，林墩办事处党员干部及“村两委”
率先垂范，带头签订关停整治合同，并通过宣传引导、发
放告知书、入户座谈等方式，多层次、全方位营造出良好
的整治氛围。这仅仅是漳州市整治“散乱污”企业工作的
一个缩影。5 年来，漳州市整治“散乱污”企业 337 家，完
成 221 台燃煤锅炉整治，查处涉气违法企业 440 家（次），
在全省率先建立施工扬尘远程在线监测监控平台。

在漳州市高新区靖圆片区的廍前、下割和武林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水清岸美。2019 年，漳州市生态环境
局高新区分局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拆
除沿岸违建物 3200 多平方米，关闭周边养殖场等多处污
染源，以保障居民饮用水安全。如今，这里水源水质达标
率达到 100%。为了实现“水清、河畅、岸绿、生态”的目
标，漳州市推出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方案，全部取缔不
符合产业政策的污染项目和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 19 家，
关停取缔“十小”企业 54 家，查处涉水企业 676 家（次）。
为严控工矿企业污染源，漳州市全面完成农用地土壤详
查表层土壤样品及农产品采集工作，采集样品 2351 件，
建立 52 家市级以上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对企业
周边土壤每三年组织开展一次监督性监测。

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漳州市充分利用生
态优势，凝聚产业发展优势，把好生态与好项目结合起
来，发挥出了“1+1＞2”的整合效应。目前，在利用城市
滞洪区改造而建的碧湖生态园（范围 3000 多亩、水面 800
亩）周边已建成漳州市的 CBD（中央商务区），一批知名
央（国）企、民企及众多金融机构相继入驻。

5 年来，全市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降，6 项污染物
指标均达到或优于国家二级标准，受污染地块安全利用
率达 90%以上，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100%，重点直排海
污染源达标率 100%。“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 9 项约束性
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如期完成。漳州

坚持坚持““五个一五个一””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福州市深入开展散乱污专项整治实现—福州市深入开展散乱污专项整治实现““三改善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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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打造绿盈乡村 绘就振兴蓝图

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
势稳定。空气、水、土壤、海洋、声环境等
环境质量总体向好。

秉持“生态+”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近年来，东山县积极实施马銮湾生
态修复工程，打造马銮湾生态旅游品牌，
走出了一条“海净、村美、民富”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逐步形成生态旅游格局。不
仅是东山县，走进今日的漳州市，随处可
见点“绿”成金、借“绿”转型的生动景象。

强化源头管控，严格落实环境准入
制度，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漳州市积极
引导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对不符合
产业政策、“三线一单”、相关规划及规划
环评要求的建设项目，坚决抵制，不予批
准 ，从 源 头 上 最 大 限 度 减 少 污 染 物 排
放。环境准入制度实施以来，全市共审
批 3160 个建设项目。

在产业新动能培育上做“加法”，在
落后产能上做“减法”。漳州市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坚决淘汰过剩、落后产能，破
除无效供给，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绿色含
量”。 通过差别电价、等量淘汰、财政奖
励等政策坚决淘汰造纸、制革、印染、电
镀等重点行业落后产能；大力推进钢铁、
有色金属、化工等行业过剩产能淘汰，鼓
励企业兼并重组，促进产业的集中化、大
型化、基地化，实现资源整合、污染集中
治理。

两年来，漳州市加大推进核电、风
电、太阳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项目的建
设力度，新增核电、风电发电能力 211.5
亿 kW·h，气量达 19.69亿 m3/a。

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推动实现
高质量发展，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
漳州市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将
实施清洁生产作为企业节能减排的重要
抓手，积极指导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评估及验收工作，推动取得良好的环境
和经济效益。2016 年来，全市共完成中
纺粮油、三达水务、华威电源科技等 53
家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
工作，共投入资金两亿余元，其中企业自
筹资金 1.97亿元。

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持续
提升全市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能力。漳州
市积极推进长泰低碳工业园区和社区低
碳试点示范创建，成立市级碳排放权交
易工作协调小组，组织开展全市碳峰值
研究，在全省率先编制《碳排放权交易管
理文件汇编》，全市共有 26 家企业纳入
全省碳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
2020 年 上 述 企 业 碳 排 放 履 约 率 均 为
100%，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省
下达目标内。

源头治理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为积极探索切合市情又行之有效的
监管新机制，漳州市积极探索源头治理
新模式，持续保持高压治理态势，推进污

染源头治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污染源
头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截至 2020 年底，
全 市 共 排 查 18823 个 污 染 源 头 污 染 问
题，完成整治 18792 个。全市依法查处
一批环境违法案件，主动曝光一批环境
违法行为，起到处理一个、警示一片、推
动一域的效果。

5 年来，漳州市共检查企业 1.82 万
家（次），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2420 起，
处罚金额 1.2 亿余元，办理适用四个配套
办法案件 1368 件。2020 年，漳州市出台

《2020年漳州市市级层面生态环境保护督
查实施方案》，在全省率先建立市级环保督
查工作制度，共发现生态环境问题 564
个、受理群众信访件 281 件，有效推进突
出环境问题解决和促进环境质量提升。

试点示范
全面优化体制机制

为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漳州
市全面优化体制机制，通过试点示范带
动取得良好的成效。

全面提高执法效能，优化生态环境
领域营商环境，提升对企业的监管服务
水平。漳州市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强化非
现场执法硬件建设、完善非现场执法监
管网络，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运用
在线监控等信息化手段开展非现场检查，
实现对守法企业的“无事不扰”。目前，漳
州市全面推行网上办、掌上办、邮寄办、
预约办，网上申办率 90%以上，实现了
1.31万家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

完善生态环境执法与司法衔接协同
机制。漳州市开展不定期综合执法行
动，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及时抄告交通运
输、教育、水利、文旅、供电、供水等有关部
门，提请采取必要措施，共同制止，推动行
政执法与司法衔接制度落实。目前，漳
州市已建立九龙江北溪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检察协作机制，强化检察监督与行政
执法衔接配合，提前介入生态环境刑事
案件，跨区域生态司法修复联动办案，实
现信息共享、互通互联、协调联动。

漳州市还积极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市
县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工作。东
山县顺利通过生态环境部“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命名，华安
县 列 入“ 国 家 级 生 态 综 合 补 偿 试 点
县”，长泰区列入国家级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试点。积极探索生态修复模式，南
靖县法院创新提出的溪流修复模式，被
福建省高级法院复制推广。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漳
州市生态环境局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的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
政府的工作要求，继续加大生态环境治
理力度，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
作，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加快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切实加强生态环境
立法和督察执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持续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强化核与
辐射安全监管，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
体系。”漳州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