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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一年春好处最是一年春好处 生态花开别样红生态花开别样红

从泰山之巅到黄海之滨，从泉城济
南到风筝之都，从孔孟之乡到沂蒙老区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发展提出的

“努力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走在
前、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上走在
前、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上走在前”，这是做好山东工作的
总遵循、总定位、总航标，激荡人心的话
语、殷切深情的嘱托，正化为山东乘势
而上开新局的强大动力；

从水清鱼游的河湖断面，到升级改
造的一线企业；从乡村振兴的火热现

场，到治污攻坚的前沿阵地……在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山东把“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牢记于心，把“山
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付诸于行，
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落到实处，全省
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拼搏，奋勇
争先，齐鲁大地处处青山绿水、花团锦
簇，生机勃勃、热潮涌动。

肩扛重担，砥砺前行——一年来，
山东省委、省政府坚定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高屋
建瓴、精心谋划、全面部署，各级各部门
紧盯目标、群策群力、狠抓落实，以实际
行动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山东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以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夙兴夜寐，奋力攻坚——一年来，
山东省生态环境系统立足当下、谋划长
远，聚焦重点、攻坚克难，科学构建全省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体系，深入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持续加
强生态环境安全管控能力，加速构建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
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乘风破浪，硕果满枝——一年来，
山 东 省 1.3 万 余 名 生 态 环 保 人 敢 于 担
当、披荆斩棘，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
笃定前行，流域、区域污染治理协同推

进，监察、监测、辐射、危废等各项工作
齐头并进，汇聚起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的磅礴力量，全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持
续下降，生态环境质量再创有监测记录
以来最优水平。

相关监测数据显示，1月—11月，山
东省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 37μg/
m3，同比改善 14.0%；国控地表水考核断
面优良水体比例68.0%、劣Ⅴ类水体比例
为 0，同比分别改善 5.3 和 2.0 个百分点。
受污染耕地全面采取安全措施，污染地
块安全利用率保持 100%。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好的县
达到 38.4%，高于全国15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董若义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山东省济南市生态环境局章丘分局以开展执法大练山东省济南市生态环境局章丘分局以开展执法大练
兵活动为契机兵活动为契机，，坚持全员轮转坚持全员轮转、、全员练兵全员练兵，，监管帮扶并举监管帮扶并举，，全力解决企全力解决企
业业、、群众身边的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急难愁盼””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图为执法人员现场检查企业图为执法人员现场检查企业
危废仓库危废仓库，，帮扶指导企业规范环境管理帮扶指导企业规范环境管理，，消除环境隐患消除环境隐患。。 董若义摄董若义摄

为让公众深入了解生态环保治理成效为让公众深入了解生态环保治理成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组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组
织开展织开展““市民代表看生态环境变化市民代表看生态环境变化””系列活动系列活动，，邀请市民代表走进企邀请市民代表走进企
业业，，零距离感受污染治理成果零距离感受污染治理成果，，增强环境获得感增强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图为市民代表走进污水处理厂图为市民代表走进污水处理厂，，见证见证““污水化清流污水化清流”。”。 刘斌摄刘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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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坚持以防范危险废物、重金属、尾矿库等重点领域生态环境风险为重点，开展多轮次排查整治、驻厂监管、
“万企警示”等行动，全力提升危险废物监管、处置、风险防范能力。

图为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宋继宝（右二）深入企业了解危险废物管理情况。 孙鲁军摄

新 年致辞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 宋继宝

金牛辞旧岁，瑞虎跃新程。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

刻，我谨代表山东生态环境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向关心、支持

山东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

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必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这一年，举

国上下喜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诞，全体共产党员弘

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不懈努力；这一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隆重召

开，全面总结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指引全国各

族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主持召开深入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提出“三个走在前”的重要指示要求，为山东发展进一步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山东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

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放在压

倒性位置，深入推动黄河国家战略在山东落地实施，努力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全省生态环境系统牢记

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保生态、治污染、养护生物多样

性”，深入打好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修复攻坚战，推动生

物多样性恢复，奋力蹚出大江大河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径。

这一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省、市、县三级全部成立生态环境委员会，持续对 16

市党委、人大、政府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谋划

制定了山东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1+3+N”规划体

系，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加强生态环境安全管

控，加速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主要污染物排放持

续下降，生态环境质量再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

时间镌刻崭新的年轮，岁月记录前行的足印。征途

漫漫，惟有奋斗。

新的一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将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严、真、细、实、快”的

工作作风，聚焦“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总要求，落实精准、

科学、依法“三个治污”方针，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

对气候变化，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历经严冬霜雪历经严冬霜雪，，才有春光烂漫才有春光烂漫；；经受艰苦磨练经受艰苦磨练，，方有方有

梦想璀璨梦想璀璨。。让我们万众一心让我们万众一心、、携手并肩携手并肩，，以拼搏和奋斗开以拼搏和奋斗开

创美丽山东建设新局面创美丽山东建设新局面，，用心血和汗水描绘齐鲁大地天用心血和汗水描绘齐鲁大地天

蓝地绿水清新画卷蓝地绿水清新画卷。。

聚焦督察整改，解决群众
身边“急难愁盼”

11 月 30 日上午，山东省委书记李
干杰赶赴青岛，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要求
各级坚持依法办事、求真务实、统筹兼
顾、综合施策，抓实抓细抓好环保督察
整改，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

同日，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
翔在枣庄市实地察看督察发现问题整
改进展，要求当地对货站、洗煤厂存在
的扬尘等污染问题，分类施策、精准整
治，举一反三、源头防控，坚决、全面、彻
底把问题整改到位，加快实现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

省委书记、省长同日调研督导督察
问题整改落实，彰显了山东省委、省政
府以督察整改为契机，集中解决生态环
境突出问题和群众身边“急难愁盼”环
境问题的决心和毅力。

良好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山东省委、省政府
把推动督察整改作为集中解决生态环
境突出问题的有力抓手，坚定不移抓实
落细。全省各地主动开展自查，自觉接
受督察，对发现问题全面认领、照单全
收，分类处置、立行立改，坚决守住生态
保护红线，巩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截至目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及“回头看”反馈的 98 项问题已整改完
成 88 项，交办的 1.3 万余件信访案件销
号率达到 99.9%。配合完成第二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督察，督察组交
办的 7106 件群众举报件已全部办结或
阶段办结。对 16 市开展第二轮省级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受理有效信访举报
2.6 万件已全部办结或阶段办结，指出
的 770项问题已整改完成 273项。

山东省大力推行环境违法行为有
奖举报，最高奖励金额达到 50 万元，发
放的奖金是去年同期 3.66 倍。全省生
态环境信访总量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前下降 15.3%，及时受理率、按时办结率
保持 100%。持续开展生态环境领域信
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200 项重点信访
积案已全部化解，5 年以下积案“清仓见
底”、新增积案“动态清零”。

紧盯污染减排，持续发力
推动绿色转型

“治污的根本出路在于减排。”在今
年年初召开的山东省生态环境保护暨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视频会议上，山东省
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宋继宝就一
再强调，全省生态环境质量要根本好
转，必须在减排上取得根本性突破，只
有从源头上使污染物排放大幅降下来，
生态环境质量才能明显好上去。

为此，山东省今年出台了加强高耗
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
的实施意见，从加强源头宏观管控、严格
环境准入、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强化监管
执法、确保政策落地生效等五个部分，对

“两高”项目提出具体管控要求，对新改
扩建“两高”项目实行产能、煤耗、能耗、
碳排放、污染物排放“五个减量替代”。

为进一步加大淘汰落后动能力度，
山东省启动新一轮“四减四增”三年行
动，推动钢铁、焦化等 9 个行业及建材、
化工、铸造等产业集群开展全流程清洁
化、循环化、低碳化改造。对 1100 多家
企业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出台深
入推进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若干措施，
累计建成国家级和省级生态工业示范
园区 9家、7家，居全国第二位。

“这是全省 859 家自主减排的企业
名单，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这

些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应
急减排，为打赢蓝天保卫战作出了积极
贡献。”今年六五环境日活动现场，山东
省生态环境厅向全社会通告表扬主动
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的企业。

为引领企业治污减排、服务经济高
质量发展，山东省建立生态环境监督执
法、环评审批“两个正面清单”，实施重点
行业企业环境绩效分级、重污染天气差
异化应急减排，对全省 859 家主动实施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的企业予以通告表
扬。在全国首创环境问题整改非现场执
法，全省 10.8万家企业上线企业服务端，
核实整改率达到 88.63%。33 项环保审
批事项全程网上办理，承诺办结时限达
到全国最优；对重大项目实行清单服务，
安排专人跟进，指导企业开展环评编制，
对 47 小 类 行 业 实 行 环 评 长 期 豁 免 管
理。出台支持生态环保产业发展若干措
施，开展全省环保产业统计调查，选树环
保管家、环境医院试点和生态环保产业
百强企业，全省环保企业数量全国第一。

坚持规划引领，锲而不舍
推进治污攻坚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山东省坚持规划先行，谋划制定全
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1+3+N”规
划体系，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
作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

其中，“1”为《山东省“十四五”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3”为深入打好碧水、蓝
天、净土保卫战 3 个行动计划，“N”为新
一轮“四减四增”行动方案、南四湖流域
水污染综合整治三年行动方案、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和各要素“十
四五”专项规划等，目前已印发实施。

在规划引领下，山东省锲而不舍担
当作为，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交
出了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

聚焦蓝天保卫战，督导全省 3395 家
企业完成 VOCs治理提标改造，857家企
业完成无组织排放扬尘深度治理。累计
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
25.4 万辆，17.2 万辆重型柴油货车安装
远程监控系统并联网，柴油车排放抽检
合格率达到 93.6%。摸排非道路移动机
械 53.7万台，编码登记 51.5万台。

为巩固提升流域治污成果，深入推
进碧水保卫战，全省入河湖排污口溯源
完成率 100%、整治完成率 62.3%。排查
河湖 1746 条（个），7770 个水质超标隐
患在汛前整治完成。完成全省市级、县

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调查评估，全省
1.47 万个农村分散式水源地均划定了
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实施南四湖流域
水污染综合整治，流域内 383 个工业企
业排污口已全部整治完成。提前超额
完成入海排污口年度整治任务，9130 个
入海排污口和 140 个工业废水排污口完
成整治工作。

净土保卫战方面，对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报告进行全面复核，圆满完成农用
地详查验收。更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
单位名录，1415 家企业纳入名录进行监
管并向社会公开，在营企业全部完成隐
患排查。年内新增并已完成 4250 个行
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500 处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项目。

围绕生态保护，出台加强生态保护
监管工作实施意见和自然保护地生态环
境监管工作若干措施，开展“绿盾2021”自
然保护地强化监督。新增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 8 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两个，数量均居全国
第二位。在全国率先修订印发山东省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战 略 与 行 动 计 划

（2021—2030 年），编制山东省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建立黄河流域
首个生态环境定位观测研究站。与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达成合作意
向，山东成为“中国 BIOFIN 项目-生物
多样性金融计划项目”唯一示范省份。

强化环境管控，构建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

省委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生态环境保省政府召开全省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护大会，，省省、、市市、、县三级全部成立生态环县三级全部成立生态环
境委员会境委员会，，潍坊潍坊、、德州等市生态环境委德州等市生态环境委
员会办公室已经落实机构员会办公室已经落实机构、、人员编制人员编制，，
实现了实体化运行……今年以来实现了实体化运行……今年以来，，山东山东
省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加速构建省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加速构建，，为生态为生态
环境保护注入不竭动力环境保护注入不竭动力。。

山 东 省 全 面 实 施 河 湖 长 制山 东 省 全 面 实 施 河 湖 长 制 、、湾 长湾 长
制制、、林长制林长制，，持续对持续对 1616 市党委市党委、、人大人大、、政政
府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府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出出
台台《《山东省南四湖保护条例山东省南四湖保护条例》《》《山东省规山东省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地方标准体系地方标准体系
进一步完善进一步完善。。严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严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案件质量案件质量，，20212021 年新办理案件年新办理案件 365365 件件，，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工 作 入 选 山 东 省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工 作 入 选 山 东 省
20202020 年度法治建设十大典型案例年度法治建设十大典型案例。。在在
全国率先联合省高院开展行政与司法全国率先联合省高院开展行政与司法

““企业环保法律服务日企业环保法律服务日””活动活动，，帮助企业帮助企业
解决各类法律问题解决各类法律问题。。

健全完善横纵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健全完善横纵结合的生态补偿机

制制，，山东省政府与河南省政府签订黄河山东省政府与河南省政府签订黄河
流域首份省际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流域首份省际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在全在全
国率先建立县际间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国率先建立县际间流域横向生态补偿
机制机制，，实现全省实现全省 1616 市市 133133 个县个县（（市市、、区区））
301301 个断面全覆盖个断面全覆盖，，每个断面年补偿金每个断面年补偿金
额不低于额不低于 10001000 万元万元。。

山东省山东省不断健全环境监测网络不断健全环境监测网络，，建建
成成 19971997 个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个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实实
现环境空气质量全指标自动监测省市现环境空气质量全指标自动监测省市
县乡四级全覆盖县乡四级全覆盖；；设置设置 287287 个跨县个跨县（（市市、、
区区））河流河流监测断面监测断面，，覆盖所有跨县覆盖所有跨县（（市市、、区区））
河流河流。。开展打击开展打击在线监测弄虚作假在线监测弄虚作假““清清
源行源行动动”，”，用技术手段对第三方监测机构用技术手段对第三方监测机构
实施全过程链条式监管实施全过程链条式监管，，依法查处涉嫌依法查处涉嫌
弄虚作假企业弄虚作假企业 3434 家家，，企业监测数据质量企业监测数据质量
明显提升明显提升。。建成国家生态环境监测大建成国家生态环境监测大
数据超算云中心数据超算云中心，，国家和省级环境空气国家和省级环境空气
质量预报系统迁质量预报系统迁移到济南稳定运行移到济南稳定运行。。

为加强生态环境安全管控为加强生态环境安全管控，，山东省山东省
坚决做好涉疫情相关环保工作坚决做好涉疫情相关环保工作，，确保实确保实
现两个现两个““100100%%”。”。紧盯危险废物管理短紧盯危险废物管理短
板弱项板弱项，，对对 3838 家涉硝化工艺的危险废物家涉硝化工艺的危险废物
产生企业实施了驻厂监管产生企业实施了驻厂监管；；开展涉危险开展涉危险
废物废物““万企全员警示万企全员警示””行动行动，，全省生态环全省生态环
境系统工作人员及境系统工作人员及 22..99 万余家涉危险废万余家涉危险废
物单位共物单位共 240240 余万人观看警示片余万人观看警示片；；开展开展
三轮危险废物排查整治行动三轮危险废物排查整治行动，，消除环境消除环境
隐患隐患 44..88万个万个，，抓获犯罪嫌疑人抓获犯罪嫌疑人 410410名名。。

开展汛期尾矿库环境风险排查整开展汛期尾矿库环境风险排查整
治治，，整改风险隐患整改风险隐患 6868 项项。。7373 家化工园家化工园
区全部如期完成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风区全部如期完成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风
险预警体系建设险预警体系建设。。在全国率先建立核在全国率先建立核
安全工作机制安全工作机制、、率先建成省级放射源在率先建成省级放射源在
线监控平台线监控平台、、率先建立核电厂监督性监率先建立核电厂监督性监
测独立模式测独立模式，，提前一年完成辐射安全隐提前一年完成辐射安全隐
患排查患排查，，海洋环境放射性监测与预警项海洋环境放射性监测与预警项
目入围省级重大科技专项目入围省级重大科技专项。。

一年来一年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坚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坚
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党深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史学习教育，，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在省在省
直机关解决群众问题数量最多直机关解决群众问题数量最多。。出台出台
深入推进深入推进““严真细实快严真细实快””作风建设作风建设 2020 条条
措施措施、、加强机关纪委建设的加强机关纪委建设的 1818 条措施条措施、、
进一步关心关爱干部职工进一步关心关爱干部职工 1010 条措施条措施，，严严
管厚爱结合管厚爱结合，，引导激励同志们严守底引导激励同志们严守底
线线、、对标争先对标争先，，打造打造““党旗红党旗红··生态美生态美””党党
建品牌建品牌、“、“一支部一特色一支部一特色””党建阵地党建阵地。。

只争朝夕只争朝夕，，笃定躬行笃定躬行；；以梦为马以梦为马，，不不
负韶华负韶华。。

放眼齐鲁大地放眼齐鲁大地，，创新实干创新实干、、万众一心万众一心
的生态环保人的生态环保人，，正奋战在一条条河流沟渠正奋战在一条条河流沟渠、、
一处处厂矿车间一处处厂矿车间、、一个个湖泊海湾……一个个湖泊海湾……
他们抓铁有痕他们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踏石留印，，坚守环保初坚守环保初
心心，，弘扬铁军精神弘扬铁军精神，，奋力攻坚克难奋力攻坚克难，，为齐为齐
鲁画卷绘就绿水青山最美底色鲁画卷绘就绿水青山最美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