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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北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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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新版城市总体规

划，努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组织召开全市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制定实施《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

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北京市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意见》，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年度生态环境保

护目标任务，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进一步下降，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

综  述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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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质量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QUALITY

生态
环境
质量

大气

大气
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全面下降，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增加，重污染天数减少。

全市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值为 51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12.1%，超过

国家标准 46%。二氧化硫（SO2）年平均浓度值为 6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25.0%，达到国

家标准。二氧化氮（NO2）年平均浓度值为 42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8.7%，超过国家标准

5%。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平均浓度值为 78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7.1%，超过国家标

准 11%。

全市空气中一氧化碳（CO）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浓度值为 1.7 毫克 / 立方米，同比

下降 19.0%，达到国家标准。臭氧（O3）日最大 8 小时滑动平均第 90 百分位浓度值为 192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0.5%，超过国家标准 20%。臭氧浓度 4~9 月份较高，超标主要发生

在春夏的午后至傍晚时段。

全市大气降水年平均 pH 值为 6.90，无酸雨发生。

空气质量状况

1998-2018 年空气中主要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值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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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空气质量达标（优和良）天数为 227 天，达标天数比例为 62.2%，达标天数比

上年增加 1 天，比 2013 年增加 51 天。空气重污染（重度和严重污染）天数为 15 天，发生

率为 4.1%，比上年减少 9 天，比 2013 年减少 43 天。在空气质量超标天中，以 PM2.5、O3、

PM10 和 NO2 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分别占 43.5%、41.3%、13.8% 和 1.4%。

2013-2018 年空气质量分布情况

位于昌平定陵的城市清洁对照点 PM2.5 年平均浓度值为 43 微克 / 立方米，低于全市平均水

平 15.7%。

区域边界点监测结果表明，位于南部边界的京西南、京东南和京南区域点 PM2.5 年平均浓

度值为 68 微克 / 立方米，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33.3%。位于北部边界的京东北和京西北区域点

PM2.5 年平均浓度值为 44 微克 / 立方米，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13.7%。

交通污染监控点监测结果表明，交通环境 PM2.5 年平均浓度值为 58 微克 / 立方米，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 13.7%。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值为 66 微克 / 立方米，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57.1%。

功能点位评价

大气

04 05

生态
环境
质量

专 栏

PM2.5 来源解析

2018 年北京市发布新一轮细颗粒物（PM2.5）来源解析研究成果，该研究基于

2017 年监测数据。北京市全年 PM2.5 主要来源中本地排放约占三分之二，移动源、

扬尘源、工业源、生活面源和燃煤源分别占 45%、16%、12%、12% 和 3%，农业

及自然源等其他约占 12%。区域传输约占三分之一，且随着空气污染级别增大，区

域传输贡献呈现上升趋势，重污染日区域传输占 55%-75%。

2017 年北京市重污染日
PM2.5 本地和区域贡献

本地排放 PM2.5 来源解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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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布情况

全市空气质量呈现南北差异。位于北部、西北部的生态涵养区好于其他区域。

各区 PM2.5 年平均浓度值范围在 44~55 微克 / 立方米，均未达到国家标准。二氧化硫年平

均浓度值范围在 4~7 微克 / 立方米，均达到国家标准。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值范围在 24~49

微克 / 立方米，门头沟区、房山区、顺义区、昌平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达到

国家标准，其余区未达到国家标准。PM10 年平均浓度值范围在 60~97 微克 / 立方米，平谷区、

怀柔区、密云区达到国家标准，其余区未达到国家标准。

空气中二氧化硫（SO2）浓度空间分布示意图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浓度空间分布示意图

大气
生态
环境
质量

各区主要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值

PM2.5 NO2SO2 PM10

单位 : 微克 /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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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二氧化氮（NO2）浓度空间分布示意图 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空间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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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地表水水质空间差异明显，上游水质状况总体好于下游。

水
全市地表水水质持续改善，主要污染指标年平均浓度值降低，劣Ⅴ类水质比例

下降。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源水质标准。

地表水水质总体状况

水

09

全市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高锰酸盐指数年平均浓度值为 4.91 毫克 / 升，氨氮年平均浓度

值为 0.98 毫克 / 升，同比分别下降 17.8% 和 62.6%。水库水质较好，湖泊水质次之，河流水

质相对较差。

河流、湖泊、水库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年平均浓度值

2018 年 2018 年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

2017 年 2017 年
类型

单位：毫克 / 升

总体

河流

湖泊

水库

4.91

5.06

4.56

3.19

5.97

6.15

5.94

3.08

0.98

1.12

0.30

0.15

2.62

3.09

0.38

0.16

08

全市地表水水质现状类别图

2010-2018 年地表水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年平均浓度值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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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生态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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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监测五大水系有水河流 99 条段，长 2475.9 公里。I~III 类水质河长占监测总长度

的 54.5%，比上年增加 5.9 个百分点；IV 类、V 类水质河长占监测总长度的 24.5%；劣 V 类水

质河长占监测总长度的 21.0%，比上年减少 13.7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化学需氧

量和生化需氧量，污染类型属于有机污染型。

五大水系中，潮白河系水质最好，永定河系、蓟运河系和大清河系水质次之，北运河系水

质总体较差。

河 流

五大水系水质类别长度百分比统计图

全年共监测有水湖泊 22 个，水面面积 719.6 万平方米。II~III 类水质湖泊面积占监测水

面面积的 58.3%，比上年增加 10.7 个百分点，IV 类、V 类水质湖泊面积占监测水面面积的

40.7%；劣 V 类水质湖泊面积占监测水面面积的 1.0%，比上年减少 10.7 个百分点。主要污

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和总磷。

团城湖、昆明湖、六海、筒子河和展览馆后湖等 10 个湖泊为中营养，其他湖泊为轻度 -

中度富营养。

湖 泊

全市湖泊营养级别数量分布图

全年共监测有水水库 18 座，平均总蓄水量为 30.53 亿立方米。II~III 类水质水库占监测总

蓄水量的 84.5%，比上年增加 2 个百分点；IV 类水质水库占监测总蓄水量的 15.5%。主要污

染指标为总磷和化学需氧量。

密云水库和怀柔水库水质符合饮用水源水质标准。官厅水库水质为 IV 类，主要污染指标

为化学需氧量、氟化物、总磷和高锰酸盐指数。

水 库



12 13

土壤
根据北京市土壤环境监测网络监测结果，全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土壤生

态环境风险得到管控。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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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是原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原农业部、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实施的一项重要国情调查，是土壤污染防

治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计划 2017~2020 年期间，以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为重点开展详查。在市生态环境、规划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的共

同努力下，2018 年北京市已完成农用地详查，详查范围包括耕地、园地、

人工牧草地。详查成果表明，详查范围内的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小麦农产品质量良好。

专 栏

生态
环境
质量

声
全市声环境质量基本稳定。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与上年相比基

本稳定。1 类区昼间等效声级年平均值超

过国家标准，2 类区、3 类区和 4a 类区

昼间等效声级年平均值达到国家标准。1

类区和 4a 类区夜间等效声级年平均值超

过国家标准，2 类区和 3 类区夜间等效声

级年平均值达到国家标准。

各类功能区 24 小时噪声变化规律基

本一致，1 类区环境噪声水平城六区与远

郊区基本持平，2 类区、3 类区和 4a 类

区环境噪声水平城六区高于远郊区。

功能区声环境

全市建成区区域环境噪声年平均值为 53.7 分贝（A），比上年升高 0.5 分贝（A）。各区

建成区区域环境噪声年平均值范围在 50.5~55.9 分贝（A），其中，城六区建成区区域环境噪

声年平均值为 53.3 分贝（A），远郊区建成区区域环境噪声年平均值为 53.3 分贝（A）。

区域环境噪声

全市建成区道路交通噪声年平均值为 69.6 分贝（A），与上年基本持平。各区建成区道

路交通噪声年平均浓度值范围在 65.2~71.8 分贝（A），其中，城六区建成区道路交通噪声年

平均值为 69.8 分贝（A），远郊区建成区道路交通噪声年平均值为 68.5 分贝（A）。

道路交通噪声

全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现状

生态
环境
质量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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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环境自动监测月平均值范围（含宇宙射线响应值）为 69.8~78.2

纳戈瑞 / 小时，处于北京市天然本底波动范围内。

环境水体中总 α、总 β 活度浓度，天然放射性核素铀、钍、镭 -226 活度浓度处于北京

市天然本底水平。

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铀 -238、钍 -232、镭 -226 活度浓度处于北京市天然本底水平。

环境电磁综合电场强度远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公众曝露

控制限值。

电离辐射环境

电磁辐射环境

按照《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 192-2015）评价，全市生态环境状况级别为

“良”，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为 68.4，比上年提高 0.9%。其中，植被覆盖指数有所增加，

生物丰度指数和水网密度指数基本保持稳定，土地胁迫指数和污染负荷指数呈下降趋势。

从功能分区看，门头沟、房山、昌平、平谷、怀柔、密云、延庆等生态涵养区近五年来

生态环境状况持续好于其他区域。其中，怀柔、密云区生态环境状况级别达到“优”。通州

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比上年提高 1.5%，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生态环境状况

辐射
全市辐射环境质量保持正常。

辐射
生态
环境
质量

15

自然生态
全市生态环境状况良好。

各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分布图

自然
生态

生态
环境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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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底，北京市共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 21 个，总面积 13.83 万公顷，占全

市国土面积的 8.4%。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个，市级自然保护区 12 个，区级自然保护

区 7 个。

全市生态保护红线区域面积 4290 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 26.1%，包含水源涵养、水

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和重要河流湿地 4 种类型。全市生态保护红线呈现“两屏两带”空间

格局，“两屏”指北部燕山生态屏障和西部太行山生态屏障；“两带”为永定河沿线生态防护

带、潮白河 - 古运河沿线生态保护带。

自然保护区状况

生态保护红线状况

生态环境建设

拓展绿色生态空间，实施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全市森林覆盖率

达到 43.5%，比 2015 年增加 1.9 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达到 1798 万立方米，

比 2015 年增加 128 万立方米。实施精准建绿、多元增绿、见缝插绿，新建

城市公园、口袋公园，新增城市绿地 700 公顷、健康绿道 111 公里。建成

城市休闲公园 28 处、小微绿地 121 处，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提

高到 8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16.3 平方米。制定腾退空间管理和使用

意见，1683 公顷拆违腾退土地实现“留白增绿”。

专 栏

措施与行动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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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实施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蓝天保卫战 2018 年行动计划》《秋

冬季攻坚方案》。以细颗粒物（PM2.5）治理为重点，以精治为手段、共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

聚焦柴油货车、扬尘、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重点防治领域，坚持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并重，强

化区域联防联控，着力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完善柴油货车监管闭环管理机制，发布国Ⅲ标准柴油货车全市域限行政策，促进高排放柴

油车淘汰更新。报废转出国Ⅲ标准柴油货车 4.7 万辆，累计推广逾 23 万辆新能源汽车，完成

320 座汽油年销量 2000~5000 吨的加油站油气回收在线监控改造。完成 450 个平原村和剩余

8 家燃煤锅炉房的清洁能源改造，平原区基本实现“无煤化”。淘汰退出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

业 656 家，动态清理整治 521 家“散乱污”企业，石化等重点行业实施高压料仓废气深度治理、

柴油储罐治理等工程项目及调整退出，减排挥发性有机物 2100 吨。

2018 年，全市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0.83 万吨，比上年削减 1.82 万吨，下降 68.7%；氮氧

化物排放量为 8.57 万吨，比上年削减 0.94 万吨，下降 9.9%。

污染防治攻坚

措施与
行动

蓝天保卫战
发布实施北京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2018 年重点任务分解》，完善水污染治理长效

机制，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发挥“河长 + 警长 + 检长”联动机制，清理整治违法排污行为。

每月通报水环境质量，预警水质变化。实施跨区、跨乡镇水环境区域补偿机制，形成上下游

齐抓共治水环境的格局。

严格保护饮用水源，开展地表水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完成全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评估。严格地下水禁采限采管理，平原地区地下水回升近 2 米。同河北

省建立密云水库上游地区的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密云水库蓄水总量达到 25.7 亿立方米。

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三年专项行动，全面启动农村地区环境整治，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2018 年，全市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11.05 万吨，比上年削减 0.53 万吨，下降 4.61%；

氨氮排放量为 1.17 万吨，比上年削减 0.06 万吨，下降 5.09%。污水处理率达到 93%，其

中，中心城污水处理率达到 99%，再生水利用量达到 10.7 亿立方米，占全市用水总量的

27.35%。

碧水保卫战

黑臭水体整治

2018 年，北京市开展黑臭水体整治，通过实施铺设污水收集管线、建

设污水处理厂站、河道清淤、生态修复等措施，完成非建成区 84 条段黑臭

水体治理，河湖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专 栏

温室气体减排

2018 年，北京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同比下降 3.7%

左右，超额完成 3.0% 的年度目标。“十三五”前三年累计下降约 13%，达

到时间进度要求。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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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保卫战

发布实施北京市《打赢净土持久战三年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2018 年重

点任务分解》《土壤污染治理修复规划》，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人居环境、

农产品质量和饮用水水质安全为重点，突出重点行业和污染物，实施分类别、分用途、分阶

段治理。

全面加强土壤污染源头管控。更新土壤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名单，督促重点监管单位开展环

境风险隐患排查和自行监测。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完成 84 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治理。

全面调查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对发现的 23 处堆存场所制定整治方案。建立污染地块再开

发利用信息共享、联动监管机制，督促北京大峪化工厂、首钢园区冬季奥运会冰上项目训练中

心等 15 个地块完成治理修复效果评估并公开。初步划分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制定农用

地分类管控工作计划。完成区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周边土壤调查。

完善生态环境地方性法规和标准。提出《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

条例》与国家上位法一致性修改意见，报请北京市人大审议通过。启动《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编制，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地方立法立项工作。制定发布《餐饮

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地方生态环境标准。

环境管理

标准号序号 地方标准名称

1

2

3

DB11/ 1488-2018

DB11/T 1543-2018

DB11/T 1566-2018

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质量管理技术规范

环境空气和废气 三甲苯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 / 二硫化碳解析 - 气相色谱法

法规标准

措施与
行动

机构改革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共北京市委生

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由市委书记任主任、市长和 4 位副市长任副主任，统筹

协调、整体推进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将原市环境保护局的职责，以及市

发展改革委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原市规划国土委的监督防止地下水污染，

市水务局的编制水功能区划、排污口设置管理和流域水环境保护，原市农业

局的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原市南水北调办的南水北调工程项目区环

境保护等职责整合，组建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 为市政府组成部门。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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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体验。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压缩

审批时限，下放市级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限 55% 到区级部门。清理环保证明 12 项，简化办事

要件 37%。推进“一网通办”“一窗通办”，实现政务服务事项 100% 网上办理。

实施排污许可管理制度，有序推进排污许可证核发，完成 101 家屠宰、陶瓷、淀粉企业排

污许可证核发，提前完成 140 家污水处理厂排污许可证核发。强化证后监管，开展排污许可专

项执法，对重点企业开展抽查检查，夯实企业主体责任。

实施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推进排污费向环境保护税平稳转换，开始征收环境

保护税。启动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投入力度，市级财政安排“蓝

天保卫战”项目资金 196.7 亿元。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优先采购符合环保要求产品。建立

绿色金融债券担保机制，启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

措施与
行动

政策保障

发挥科技引领支撑作用。组织开展生态环境领域重点科研项目“空气质量达标关键技术及

路径”研究，大气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一市一策”跟踪研究项目，为蓝天保卫战计划措施的评估、

空气质量达标规划的制定等科学决策提供科技支撑。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现状及防治策略

研究”等项目，为制定重点污染物防治政策提供依据。开展“首都蓝天行动培育”专项研究，

推动快速监测技术科研开发力度，降低环保执法所需设备成本和时间成本。

科技支撑

加强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印发《北京市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实施

方案》，坚持依法监测、科学监测、诚信监测，开展环境监测质量监督检查。全面开展大气、水、

土壤、声、辐射和生态等环境质量监测。推进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建成覆盖全市乡镇（街

道）的粗颗粒物自动监测网络，优化调整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成全市土壤环境监测网络。

生态环境监测

2322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制订实施了 23 个改革方案。完善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体制机制，实

施超标柴油货车“闭环管理”、年检场“记分制”管理，全面落实“河长制”、

推进建立“湖长制”，建立禁止“洋垃圾”入境的协作机制。健全生态系统

保护制度体系，推行生态保护补偿，建立湿地保护修复、耕地河湖休养生息

制度，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绩效考评和责任追究制度，出台生

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实施细则，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实施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开展绿色 GDP 核算试点。完善推动绿色发

展政策，开征环境保护税，启动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

券，试点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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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与
行动

加大协同执法、科技执法、随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在固定源

方面，全年共立案处罚环境违法行为 4929 起，处罚金额 22956.22 万元。查处重大违法案件

1032 起，按日连续处罚 7 起、查封 941 起、限产停产 4 起、移送行政拘留 65 起、移送涉嫌

污染环境犯罪 15 起。利用热点网格识别空气污染异常高值区域，发现突出环境问题，提高执

法效率。对 PM2.5 浓度排名靠后和断面水质不达标及下降幅度大的乡镇（街道）开展“点穴式”

执法行动，“以点带面”提升乡镇（街道）精细化管理水平。

在移动源方面，聚焦重型柴油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巩固深化“公安处罚、环保检测”

执法模式，全年人工检查重型柴油车 216.88 万辆次，立案处罚超标车 32.53 万辆次，处罚

量为上一年的 5.6 倍；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 15868 台次，立案处罚超标机械 1851 台次，处

罚量为上一年的 3 倍。发挥源头管控作用，完成 313 个车型 557 辆新生产、销售机动车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的执法抽检工作。规范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行为，根据超标车线索，倒查机动

车检验检测机构，实施《北京市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记分制管理办法（试行）》，全年共查

处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 40 场次。强化油气油品监管执法，全年检查加油站、储油库、罐车和

油气回收设施 1.8 万座（辆）次，处罚 154 起。

环境执法

环境信访投诉

全市生态环境部门共受理环境污染投诉举报和信访事项 55963 件，与

2017 年相比下降 2.9%；解答市民咨询 9 万余件，均按时办结。规范投诉

举报工作程序，实行环境诉求首接负责制、依法分类处理诉求、重点案件挂

账督办等机制。自 2018 年 11 月 10 日零时起，北京市环保投诉举报热线

（12369）的接话功能并入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可为公众提供更加

便捷、高效的服务。开展法治信访宣传，举办法治信访进社区等活动，宣传

环境保护和信访相关政策法规，引导公众依法表达诉求。

专 栏
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监管，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现场督查考核 168 家危险废物重点产废

单位和 14 家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合格率分别为 94% 和 100%，督促存在问题单位进行限期

整改。开展打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处置和倾倒危

险废物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首都环境安全。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

加强辐射安全监管。严格辐射活动准入，推进辐射工作单位规范化管理。加强一类放射

性物品运输、放射源倒装等高风险活动监管，严格放射源进出口、销售、运输重点环节管理，

开展中等教育机构历史遗留放射源及射线装置专项清查，及时安全收贮废旧放射源及放射性

废物。全市在用放射源和射线装置安全受控，安全收贮 110 枚废旧放射源，18000 余升放

射性废物。

环境安全监管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引进国际经验和先进技术，筹划开展国际宣传，讲好北

京生态环境故事。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邀请，在“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北京边会活动中宣传

北京市在大气污染治理领域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应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邀请，北京市代表团

赴澳门参加国际环保论坛，宣传和展示北京市环境治理成果和亮点技术。在京举办“2018 年

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行动论坛”，集合国际智慧持续助力北京蓝天保卫战。加强与首尔、

东京、曼谷、乌兰巴托等友好城市的交流与合作。巩固和拓展国际合作，与意大利环境领土

与海洋部、首尔市气候环境本部签署合作文件。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知名环保非政府组织—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Clean Air Asian）授予原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2018“夏港空气质量管理卓

越贡献奖”集体奖。

国际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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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防治
JOINT EFFORTS

严格督促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加强协调调度和检查督办，实行督察整改“清单化”调度

工作机制，采取召开调度会、现场督办、下发督办函等方式，督促各责任单位切实整改到位

并持续巩固成效。

稳步推进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组织对外公开第一、二批 7 个区市级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阶段性整改落实情况及督察问责情况，7 个区共问责 124 人、12 个单位。

针对各区及乡镇（街道）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落实情况，深入组织开展专项督察；对空气

质量排名靠后、问题较多的 28 个乡镇（街道）开展了集中约谈，并通过媒体公开曝光发挥震

慑作用；向纪检监察部门移交 1 起问题线索，严肃追究责任。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污染源普查

根据国家统一安排部署，北京市污染源普查工作按照“前期准备、清

查建库、全面普查、总结发布”四个阶段组织。截至 2018 年底，已完成前

期准备、清查建库、入户调查阶段工作，形成纳入普查基本单位名录库。

同时结合环境质量改善的城市管理和污染防治需要，增加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氨排放、施工机械和农用机械活动水平三个专项补充调查，为污染防

治攻坚战提供支撑和依据。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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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不断完善，工作力度不断强化。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

小组领导下，加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落实生态环境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北京市制订实施任务细化分解方案，坚持“落细、

落小、落实”原则，开展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工业炉窑污染治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三

大专项行动”，以及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工业企业差别化错峰生产与运输等行动，切实减少

秋冬季污染排放。2018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 PM2.5 浓度为 60 微克 / 立方米，

同比下降 11.8%，空气重污染天数明显下降，区域空气质量呈现整体改善趋势。

水污染区域联防联控持续推进。京冀两省（市）政府共同划定官厅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签订《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推进水资源与水环境质

量同步提升，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控力度进一步加大。京冀两地联合开展大清河、

白洋淀流域水环境专项执法行动，跨界流域执法检查形成合力，支持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建设。

京津冀三地在白河流域密云水库入河口开展“突发水环境事件联合应急研究性演练”，跨界水

环境突发事件处置能力不断增强。

共同实施“一微克”行动，政府主导、企业自律、公众参与，形成良好的社会共治氛

围。广大市民通过多种方式践行绿色生活，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主动践行绿色低碳出行方式，

2018 年北京市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73%。全市新增 16 万余户市民参与“煤改电”“煤改气”

工程，用上了更清洁的能源。累计超过 500 万人次的市民参与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北京环保

儿童艺术节、“我爱地球妈妈”中小学生演讲比赛等系列生态环保活动。50 余所高校近 7000

名师生参与第十四届首都高校环境文化季活动，12 个区 66 所中小学校的 1.2 万余名师生通过

生态环保课堂，了解生态环境知识。 200 万余人次通过参观生态环境教育基地、环保开放设施，

实地体验北京市生态环境工作成果。

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累计 585 万网友关注了 @ 北京生态环境微博、

@ 北京环境监测微博、@ 京环之声微博和京环之声微信为主的新媒体矩阵，了解北京生态环境

工作动态，获取相关信息，为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建言献策，加油助力。

持续开展环保有奖举报，通过电视、网站、报刊、户外等媒体形式开展环保有奖举报主题

宣传，对奖励规定进行解读和报道。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共收到举报线索 2236 件，对参与环

保有奖举报且经查证举报线索属实的 748 人次实施奖励，共发放奖金 36.2 万元。

区域联防联控 公众参与

共同
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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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北京市将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加大生态系统保护

力度，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努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加快建设“天蓝、水清、土净、地绿”的美丽北京，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展  望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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