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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Ⅰ类—Ⅲ类优良水体断面比例

提升了2323..33个百分点

达到了8484..99%%

绿色低碳发展

●十年来，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

放下降了3434..44%%
●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从

6868..55%%下降到了5656%%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高了 66..99

个百分点，达到了1616..66%%

自然保护

●2021年，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全国陆

域国土面积达到1818%%
●300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

外种群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十三五”期间，地级及以上城市新

建污水管网达到99..99万公里，相当于绕地
球赤道2圈多

12001200多家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实
现污水集中处理

累计完成了28042804个水源地 11万多
个问题的排查整治

腾退的长江岸线达到 162162公里，滩

岸复绿达到12131213万平方米，长江岸线的
面貌得到了显著改善

●十年来，我国森林面积增长了

77..11%%，达到22..2727亿公顷，成为全球“增
绿”的主力军

●森林碳汇增长 77..33%%，达到每年

88..393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抵销了
我国一年的汽车碳排放量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中宣部“中国这十年”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
上接一版

第一，空气质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空气质量指标
PM2.5，也就是细颗粒物，全国的平均浓度从 2015 年的 46 微
克/立方米降到了 2020 年的 33 微克/立方米，进一步降到了
去年的 30 微克/立方米，历史性达到了世卫组织第一阶段过
渡值。另外，优良天数比率去年达到了 87.5%，比 2015 年增
长了 6.3 个百分点，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最快
的国家。根据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报道，2013 年到 2020 年这
7 年，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幅度相当于美国《清洁空气法案》
启动实施以来 30多年的改善幅度。

第二，水环境质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十年，我们
Ⅰ类—Ⅲ类优良水体断面比例提升了 23.3 个百分点，达到
了 84.9%，我们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地级及以上城
市的黑臭水体基本得到了消除，人民群众的饮用水安全也
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第三，土壤环境质量发生了基础性的变化。这些年我
们出台了第一部土壤污染防治的基础性法律《土壤污染防
治法》，这是一部很重要的法律。我们开展了全国农用地和
建设用地的土壤污染详查，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应该
说，土壤污染加重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提到“十四五”以后的想法，党中央
明确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去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我想
污染防治攻坚战从“十三五”的“坚决打好”到“十四五”的

“深入打好”，这不仅仅是用词的变化，从内涵上来说，它意
味着我们遇到的矛盾问题层次更深、难度更大、范围更广，
要求的标准也更高。所以，“十四五”我们仍然要坚持保持
力度，延展深度，拓展广度，用更高的标准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在战略层面上，必须保持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战略
定力，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我们当下的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尽管幅度很大，但还是一个中低水平上的提升，离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还有差距，我们还有很大的接
续奋斗的空间。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把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各项工作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去考量，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好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第二，从战术层面上，要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我
们提出“五个精准”，就是问题、时间、区域、对象、措施五个
精准。我们提出要坚持用法律的武器治理环境污染，用法
治的手段保护生态环境。

另外，我们要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要统
筹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方面“五个统筹”很重要。一
是要统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这不仅仅是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需要，也是环境治理向深里走，生态环境质量从源头
上、根本上改变的需要。二是要坚持 PM2.5与臭氧协同治理，
因为这两者具有相同的前体物，可以使 PM2.5 和臭氧协同降
低。这两年我们做了一些努力，也取得了初步成效，2021 年
PM2.5 和臭氧初步实现了协同降低。三是要统筹好水资源、
水环境、水生态，一个良好的水体除了有好的水环境质量以
外，还应该有好的水生态系统，要有水有草、有草有鱼，这方
面我们还有相当的差距，特别是在水生态的修复和保护方
面、生物多样性方面，我们还要努力。四是要统筹城镇和乡
村，农村的环境治理仍然是我们的短板和弱项，尤其是农村
的面源污染、垃圾污水、黑臭水体等。五是要统筹好传统污
染物和新污染物，尤其要建立新化学物质风险防控体系。

第三，在行动层面，我们已经围绕污染防治攻坚战谋划
了八大标志性战役，现在已经陆续推出。一是在蓝天保卫
战方面，将聚焦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臭氧治理和柴油货车
治理三大攻坚战。二是在碧水保卫战方面，我们将围绕基
本消除黑臭水体、重点海域治理以及长江、黄河治理攻坚
战。三是在净土保卫战方面，我们将聚焦农村的黑臭水体
和生活污水，开展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

总之，“十四五”我们将以更大力度解决人民群众身边
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谢谢。

封面新闻记者：黄部长您好，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对提
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请问近十年来我国水生态环境状况发生哪些变化？下
一步还有哪些打算？谢谢。

黄润秋：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前面我已经说到
了水环境情况，水是我们环境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水清
岸绿、鱼翔浅底”，这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殷殷期
盼，也是我们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者努力奋斗的目标。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以最坚
定的决心和最有力的举措开展水污染防治行动，推动我国
水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我觉得这个转折
性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我们修订
了《水污染防治法》，制修订了《长江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
法规，还制定了 20 多部相关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夯实了水生
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基础。抓住机构改革的机遇，在七大流域
设立了水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构，强化了水生态环境保护统一
监管。“十四五”国控断面总数从1940个增加到了3641个，实现
了十大流域、地级及以上城市、重要水体省市界、重要水功能区

“四个全覆盖”。我们推动建立了跨省流域的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这些年，安徽、浙江等 18 个省份在新安江、赤水河等 13
个流域探索开展了跨省流域上下游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上下游、左右岸协同共治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

第二，碧水保卫战成效显著。在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方
面，各地累计排查发现长江入河排污口 6 万多个，围绕“三
磷”治理、劣Ⅴ类国控断面整治等立行立改了 1.6 万多个违
法问题，长江干流连续两年全线达到Ⅱ类水质标准。在黄
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方面，我们已经完成黄河上游及部分
中游河段 1.7 万余个排污口的排查，实现了黄河干流全线达
到或优于Ⅲ类水体的标准。在提升城市水环境方面，这些
年我们和相关部门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城市黑臭
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基本消除了 295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建成区的黑臭水体。过去，黑臭水体在城市里是老百
姓反映的突出问题，现在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十三
五”期间，地级及以上城市新建污水管网达到 9.9 万公里，相
当于绕地球赤道 2 圈多。1200 多家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实
现污水集中处理。在保障饮用水安全方面，我们开展了全
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累计完成了
2804 个水源地 1万多个问题的排查整治，让群众的“水缸子”
更加安全。

第三，河湖生态保护修复取得积极进展。我们加强了
河湖岸线的保护修复，在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中，我们腾退

的长江岸线就达到了 162 公里，滩岸复绿达到 1213 万平方
米，长江岸线的面貌得到了显著改善。针对太湖、巢湖、滇
池、洱海等富营养湖泊，我们加快了湖泊周边的产业结构调
整，推进退圩还湖、严格实施氮磷管控和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有效遏制了填湖造地、侵占湖泊水域岸线及违法采砂采
矿等违法行为。

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经过努力，过去十年我国水环境
质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各地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水污染
治理的典型。比如，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水质
过去长期是劣Ⅴ类，雄安新区设立以后，河北省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的重要
指示精神，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调
推进。2021 年，白洋淀淀区以及入淀河流水质全部达到Ⅲ
类标准，实现了从劣Ⅴ类到Ⅲ类的跨越性突破。大家可以
看看这幅图，不管是水质也好，湖岸的生态景观也好，白洋
淀成为一道人水和谐的亮丽风景线。白洋淀里多年没有见
到的鳑鲏鱼等一些土著鱼类也在逐渐得到恢复，野生鸟类
增加到 237 种，鱼虾成群、水鸟翔集的生态美景再次显现，华
北平原的明珠重放异彩。2021 年，全国有 18 个案例入选到
第一批美丽河湖的优秀案例，取得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将着力推动水生态环境保护由
水污染防治为主，向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三水统筹”转
变，尤其是加大水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力度，补齐短板、
提高质效，不断把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向深入，为美丽中
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谢谢。

南方都市报N视频记者：近年来，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成
效明显，以前朋友圈经常有看到晒蓝天的，这几年空气好
了，蓝天成为常态，人们渐渐也就晒得少了。请问黄部长，
短短几年时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请问这是怎么做到的，采
取了哪些关键性举措？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空气环境质量
改善的空间在哪里？谢谢。

黄润秋：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说到晒蓝天，我可
以给大家展示一张图片，但不是白天，是晚上。这是一张以
故宫午门为背景的夜晚天空星轨图，这张图怎么拍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夜空中繁星闪烁，在天空中划出一道道明亮
的迹线，叫“星轨”。要拍出这样的照片，一定要空气质量非
常好、透明度非常高。所以，这张图是北京这些年空气质量
改善的一个真实写照。从数据上来看，2013 年北京的 PM2.5

是多少？89.5 微克/立方米。2021 年是 33 微克/立方米，降
低了 63.1%，下降了近 2/3。北京的重污染天数也从 2013 年
的 58 天，降到了去年的 8 天，今年到目前为止只有 2 天。所
以说，从“APEC 蓝”，到“阅兵蓝”到今年的“冬奥蓝”，如今蓝
天白云在北京几乎是常态，不再是奢侈品。

北京的变化只是我们国家空气质量变化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乃至全国各地，这十年空
气质量都显著改善。十年来，74 个重点城市 PM2.5平均浓度
下降了 56%，也超过一半，重污染天数减少了 87%；2021 年，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重污染天数比 2015 年减少了 51%。我
国是第一个治理 PM2.5 的发展中国家，被誉为全球治理大气
污染速度最快的国家。

为什么我国空气质量能有这么大改善？我理解，根本
在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科学决策。这些年国家先
后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就是“大气十条”，《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当
然，这也与我们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紧密协作、社会各界包
括记者朋友们一起“同呼吸、共奋斗”是分不开的。说到关
键举措，我认为大力调整“四个结构”至关重要。

一是大力调整能源结构，加快能源清洁低碳转型。这
十年，我国能源消费增量有 2/3 来自于清洁能源，全国燃煤
锅炉和窑炉从 50 万台减少到现在的 10 万台。我们大力实
施了北方地区冬季的清洁取暖，2700 多万户农村居民告别
了过去烟熏火燎的冬季取暖方式。不仅在生活质量和幸福
指数上明显提升，而且也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因为我们少
烧了 6000 万吨以上散煤。

二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这
十年，我们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钢铁达到了 3 亿吨、水
泥 4 亿吨、平板玻璃 1.5 亿吨重量箱。建立世界最大清洁煤
电体系，有 10.3 亿千瓦煤电机组完成了超低排放改造。我
们大力推进钢铁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6.3 亿吨粗钢产能目
前正在或者已经完成了超低排放改造。

三是大力调整交通运输结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这
十年，我们淘汰老旧和高排放机动车辆超过 3000 万辆。目
前我国新能源车保有量稳居世界第一。机动车排放标准和
油品质量标准也都实现了从国四到国六的“三级跳”，油品
质量、机动车污染物排放强度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四是大力优化城市环境治理结构，把扬尘治理纳入重
点领域。我们扭转了过去施工工地砂石骨料开采等“暴土
扬尘”的局面，城市降尘量明显下降。建立网格化监管制
度，打通“最后一公里”，过去春天烧荒、夏天露天烧烤、秋天
烧秸秆、冬天烧散煤、一年四季烧垃圾的“五烧”顽疾得到了
有效遏制，市容市貌发生了显著改善，科技在其中发挥了很
关键的作用。全国 2000 多名科技人员参加了大气污染成因
治理的攻关，我们还开发了国家级预测预报模式，对 PM2.5的
污染过程预测准确率达到了 90%，这样一些技术支撑，都为
我们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了重要支撑。

我们深感，我国大气环境质量同人民群众的期盼、美丽
中国建设目标还有差距。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实现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强 PM2.5和臭氧的协同控制，突出
抓好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和区域联防联控，扎实推进产业、能
源、交通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推动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谢谢。

英国独立电视台记者：这个夏天，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
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都遭受了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困
扰，中国在面临这些极端气候变化的时候，还会完成自己设
定的去碳化目标吗？谢谢。

黄润秋：非常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这是一个很好
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应时的问题。确实，今年夏天，中国
各地遭受到了旷日持久的高温热浪，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不
仅仅是中国，欧洲、巴基斯坦等很多国家今年都遇到了高温
天气、干旱、洪水这样一些灾害性的天气。这让我们都感受
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就在我们身边，也凸显了应对气候变
化的紧迫性。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党的十八大以
来这十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将应对气
候变化摆在了国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应对气
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不断提高碳排放强度的削减幅度，不断
强化自主贡献目标（NDC），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全面

绿色转型的轨道，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

性辩论上郑重宣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我们国
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
时间、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是
非常难的，因为我们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也偏重。所
以，实现这个目标，对我们是巨大的挑战。但这也充分彰显
了我们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决心，为
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强大的政治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
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十年来，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
了 34.4%，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态势，绿色日益
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刚才你提到的我们
的决心，我想我可以用我们工作的力度来回答你的提问，这
十年，我们做了哪些事呢？

一是稳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十年来，我国煤炭消费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由 68.5%下降到去年的 56%，非化石能
源消费占比提高了 6.9 个百分点，达到了 16.6%。可再生能
源发电装机增长了 2.1 倍，突破了 10 亿千瓦，风、光、水、生物
质发电装机容量都是稳居世界第一的。

二是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我们大力发展绿色低碳
产业，持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盲目扩张，依法
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十年来，我们以年
均 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 6.5%的经济增长，能耗强
度累计下降了 26.2%，是全球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相当于
少用了 14 亿吨的标准煤，少排放了 29.4 亿吨的二氧化碳。
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新能源汽车销量 2021 年达到 352
万辆，也是位居全球第一。

三是持续提高碳汇能力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十年
来，我国森林面积增长了 7.1%，达到 2.27 亿公顷，成为全球

“增绿”的主力军；森林碳汇增长 7.3%，达到每年 8.39 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抵销了我国一年的汽车碳排放量。我
们发布适应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持续开展适应型城市的建
设试点，农业、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抵御气候风险的能力不
断增强。

四是大力推进全国的碳市场建设。2021 年 7 月 16 日，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第一个履约周
期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162 家，一上线就成为全球
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截至昨天（9月 14日），
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 1.95 亿吨，累计成交额 85.59 亿元，
通过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五是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作出中国贡献。我们秉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为

《巴黎协定》的达成、生效和顺利实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
献。我们持续深化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截至上个月底，
累计安排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签署 13 份合作文件，培训超
过 2000 名发展中国家相关人员。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
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我们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态度是坚定的。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庄严承诺，中国言必信、行必果，我们将全面落实
已经制定的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积极参与和引
领全球气候治理，为建设美丽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谢谢。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些年来，我们能切身感受到祖国
的绿水青山变多了，一些珍稀动植物也频频现身，这充分体
现了我国生态保护的成效。请问黄部长，这些年我国在生
态保护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另外谈到生态，就不得不提
到 COP15 大会，中国作为 COP15 主席国在第二阶段将发挥
怎样的作用？期待达成什么目标？谢谢。

黄润秋：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优美的自然生态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保护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位
置，多次强调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守好自然生态安全的边
界。十年来，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第一，这十年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得到系统性完
善的十年。在法律法规方面，我们制修订了生物安全法、森
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湿地保护法等 20 多部法律法规，生
态保护的法治保障更加有力。在制度举措方面，我们首创
设立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把超过 25%的国土面积划为生态
保护红线。我们建立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正式设立了三江源等第一批 5 个国家公园，有效保护了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种群。通过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被老百姓叫做“微笑天
使”的长江江豚等珍稀水生生物物种得到了初步恢复，洞庭
湖 2021 年监测到的水生生物物种就比 2018 年增加了 30种。

第二，这十年是我国生态保护监管力度最大的十年。
通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批突出的生态环境破坏问
题得到了有效解决。比如说，祁连山由曾经的“千疮百孔”
到现在的“满山苍绿”，由乱到治，大见成效。秦岭北麓由

“无序开发”到“有序退出”再到现在的生态修复，发生了历
史性变化。我们联合有关部门连续五年组织开展了“绿盾”
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推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000 多个问
题得到整改。

第三，这十年是我国生态安全屏障有效巩固的十年。
我们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稳步推
进了 25 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试点，实施生
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和濒危物种的拯救工程，划定了 35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过去曾经被认为已经灭绝的
彩鹮再次出现，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就是彩鹮，这是难得一
见的，在我们大自然里又出现了。上面这张图是海南的长
臂猿，这是极度濒危的，也迎来了新的成员，它们种群都在
不断地扩大，“失踪”百年的极度濒危植物尖齿卫矛也再次
被发现，112种特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实现了野外回归。

第四，这十年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实践创
新发展的十年。我们将生态文明示范建设作为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平台和实践载体，先后组织命名了 5 批
共 362 个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县、136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引导各地积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在江苏徐州有一个贾汪区，这个区通过大力
实施采煤塌陷区治理，荒山绿化、水系治理，实现了从“一城
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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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水环境质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2015年的46微克/立方米

大气 空气质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细颗粒物全国平均浓度

2020年的33微克/立方米

下降至

2021年的30微克/立方米

进一步下降至

优良天数比率

优良天数比率去年达到8787..55%%
比2015年增长了66..33个百分点

城市细颗粒物（PM2.5）

2021 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
粒物（PM2.5）平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

了3434..88%%
十年来，74 个重点城市 PM2.5 平

均浓度下降了5656%%，超过一半，重污

染天数减少了8787%%

城市重污染天数

2021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重污染天数比2015年减少了5151%%

中国生态环境十年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