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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2017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环保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十八届历次全会、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

及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迎接中央、

省委环保督察为契机，推动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年度工作任务全

面落实，积极开展生态示范创建，完善环境执法监管和生态环境风险

防控，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污染防治减排措施，加快推进生态红

线划定工作，全市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呈稳步提升态势。 

2017 年全市地表水水质总体良好。12 个国、省控河流断面水质均达

到或优于III类水质类别，14个市控断面水质均达到规定水质类别，达标

率 100%；主要 6 条湖（库）监测垂线 100%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类别；主

要河流出境断面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类别（即优良比例为100%）；8个

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良好，达标率均为100%。全市环境空气质

量总体优良、持续向好。2017 年，市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

优良天数350 天，优良天数比例95.9%，细颗粒物年均浓度30微克/立方

米。全市（含县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 98.4%（优良天数

350～364天之间），细颗粒物年均浓度17～30微克/立方米，位列全省第

2位，其中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2.80，位列全省第3位。城市声环境质

量保持良好，全市生态环境质量、辐射环境质量稳定，仍维持在原有良好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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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 

一、水环境质量 

我市辖区内地表水监测断面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乌江水系、珠江流域

北盘江水系和珠江流域红水河水系。2017 年，我市对辖区19条河流5 个

湖库上布设的6个地表水国控监测断面（垂线）、16个省控监测断面（垂

线）及 16 个市控监测断面（垂线）进行监测。国、省控断面的水环境质

量总体达到或优于III类水质，达标率为100%。市控断面水质满足相应地

表水功能类别要求，达标率为100%。市、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8个，水

质达标率均为 100%。2017 年地表水全流域水质全年均达标，水质状况与

上一年度相比保持稳定，各主要监测河段、湖库水质优良。 

图1  2017年安顺市各流域水系地表水主要国省控监测断面（垂线）达标类别所占比例 

 

（一）主要河流水质状况 

1.国、省控河流监测断面 

乌江水系II类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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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盘江水系II类 

北盘江水系III类

红水河水系II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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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市省控河流水质为“优”。纳入监测的9条河流12个监

测断面中：Ⅱ类水质断面（12 个）占 100%。与上年相比，Ⅱ类水质断面

比例上升16.7 个百分点，2017 年总体水质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稳定达

到II类。 

（1）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乌江水系在我市境内所监测河段水质为优良。 

在3条河流（三岔河、羊昌河、桃花园河）共布设4个监测断面（斯

拉河大桥、引子渡电站、焦家桥、麦翁）。2017年水体水质综合评价为“优”，

4个断面均达到Ⅱ类水质，水质达标率100%。 

（2）珠江流域 

珠江流域北盘江水系5条河流（打邦河、北盘江、可布河、清水河、

桂家河）、红水河水系 1 条河流（格凸河），两大水系中，6 条河流（打

邦河、北盘江、格凸河、可布河、清水河、桂家河）的8个断面（黄果树、

打邦、盘江桥、坝草、格凸河、坡桑、岜怀、石头寨），2017年各断面水

质均达到Ⅱ类，水体水质综合评价为“优”，水质达标率100%。 

2.市控河流监测断面 

2017年，全市市控河流水质为“良”以上，各断面水质均达到规定类

别。纳入监测的11条河流14个监测断面中：Ⅱ类水质断面（龙宫、沙湾

入库口、马场大桥、白水河、波玉河、河新村、大西桥、轿子山、新场、

伍家坟，共 10 个）占 71.43%，III 类水质断面（漩塘、黄腊黑秧村、小

屯河，共3个）占21.43%，IV类水质断面（小五官1个）占7.14%。各市

控地表水断面水质稳定达标。 

（二）主要湖（库）水质状况 

2017年，全市纳入监测的红枫湖、梭筛水库、虹山水库3个湖（库）

共布设4条省控监测垂线（红枫湖三岔河、梭筛水库梭筛大坝、虹山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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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山大坝及火烧寨）。其中，达到Ⅲ类水质类别的监测垂线（4条）占100%，

水质达标率100%。 

（三）河流出境断面 

流入黔西南州的北盘江坝草断面、清水河岜怀断面、流入清镇市的引

子渡断面、流入贵阳市的桃花园河麦翁断面，4 个断面均达到Ⅱ类水质类

别，水质达标率100%。 

（四）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2017年，安顺市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8个：市级及普定县城饮

用水源地夜郎湖；平坝区音关桥、白水龙、龙井；关岭自治县高寨；镇宁

自治县桂家湖；紫云自治县母猪笼、板母，全年按月开展 12 期监测，水

质达标率均为 100%，并按月向公众发布水质情况报告。与2016 年相比，

各水源地水质总体保持稳定良好。 

二、环境空气质量 

2017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优良。6个县区均能达到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 

我市辖区内共有4个国控及6个省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按

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开展二氧化硫（SO2）、二氧化

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一氧化碳（CO）、

臭氧（O3）等六个指标自动监测，国控、省控站点均分别与国家总站和省

站联网实时传输数据，并向公众实时发布空气质量日报。 

（1）全市（含县区）环境空气质量 

2017年全年各县区环境空气质量均能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二级标准（其中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范围：29～44 微克/立方米、细颗

粒物年均浓度范围：17～30 微克/立方米）。全市 6 个县（区）AQI 优良

天数比例平均为98.4%，位列全省第2位。其中，西秀区AQI 优良天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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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95.9%；平坝区 AQI 优良天数比例为 98.6%；普定县 AQI 优良天数比

例为 97.4%；镇宁自治县 AQI 优良天数比例为 99.4%；关岭自治县 AQI 优

良天数比例为99.7%；紫云自治县AQI优良天数比例为99.4%。 

（2）市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 

2017年安顺市中心城区环境空气六项污染物指标均能达到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其中，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为44微克/立方

米，达到《贵州省 2017 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年度实施方案》考核目标的要

求（不大于52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为30微克/立方米。 

2017年安顺市中心城区AQI优良天数比例为95.9%（优良天数350天），

与上年相比下降3个百分点。市中心城区主要污染物与上年相比呈“三降

三升”趋势，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3项污染物浓度下降，可吸

入颗粒物、细颗粒物、臭氧3项污染物浓度上升。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为2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1%；二氧化氮年均浓度为15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6.2%；一氧化碳日均值第95百分位数浓度为0.9毫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18.2%；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为44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15.8%；

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为3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11.1%；臭氧日 大8小

时值第90百分位数浓度为122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5.2%。 

（二）降尘 

市中心城区降尘量总体情况呈下降趋势。2017年在市中心城区共布设

4个降尘监测点，年平均值1.18吨/平方公里·月，与上年度1.52吨/平

方公里·月的降尘量相比有所下降，达到国家南方城市暂定标准。 

 
1.52

1.18

0.00

1.00

2.00

2016年 2017年

吨/平方公里•月

降尘量

 
图2  2016～2017年市中心城区降尘量年度对比图 



2017 年安顺市环境状况公报 6 

 

表1  区县城区2016～2017年空气污染物年均浓度值达标情况表 

污染物
二氧化
硫 

二氧化
氮 

可吸入
颗粒物

细颗粒
物 

一氧化碳 
（日平均
第95百分
位数） 

臭氧 
（ 大8小
时平均第90
百分位数） 地区 

年度 
微克/

立方米 

微克/

立方米

微克/

立方米

微克/立

方米 

毫克/立方

米 

微克/立方

米 

达标
情况 

2016 22 16 38 27 1.1 116 达标 

2017 20 15 44 30 0.9 122 达标 市中心城区 

增减量 -2 -1 +6 +3 -0.2 +6 —— 

2016 31 20 46 29 1.3 105 达标 

2017 29 23 41 28 1.3 90 达标 平坝区 

增减量 -2 +3 -5 -1 0 -15 —— 

2016 25 9 36 23 1.8 86 达标 

2017 20 12 40 23 1.8 106 达标 普定县 

增减量 -5 +3 +4 0 0 +20 —— 

2016 18 8 40 23 1.2 105 达标 

2017 16 9 36 26 1.4 116 达标 镇宁自治县 

增减量 -2 +1 -4 +3 +0.2 +11 —— 

2016 18 10 48 25 1.5 91 达标 

2017 12 9 35 22 0.9 85 达标 关岭自治县 

增减量 -6 -1 -13 -3 -0.6 -6 —— 

2016 13 10 32 19 0.5 93 达标 

2017 13 9 29 17 1.0 102 达标 紫云自治县 

增减量 0 -1 -3 -2 +0.5 +9 —— 

年均值 ≤60 ≤40 ≤70 ≤35 —— —— —— 
（GB3095-20

12）《环境

空气质量标

准》二级标

准 

日均值 ≤150 ≤80 ≤150 ≤75 ≤4 ≤160 —— 

注：1、“-”表示降低，“+”表示升高； 

2、各县区 2017 年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依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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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降水 

2017年市中心城区降水pH值范围为5.92～7.97，pH年均值为6.55，

全年无酸雨检出，与2016年降水pH年均值6.42相比，pH值上升0.13。 

三、声环境质量 

2017年度安顺市声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 

市中心城区（含平坝区）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共监测网格数103个，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52.2分贝，总体水平等级为“二级”，评价为“较

好”。与上年相比，区域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降低0.2分贝。 

 

52.4 52.2

50.0

51.0

52.0

53.0

54.0

55.0

2016年 2017年

分贝 区域噪声

 

图 3  2016～2017 年市中心城区（含平坝区）区域环境噪声对比图 
 

2017 年安顺市全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范围在 62.7～

69.3分贝之间。 

2017年市中心城区（含平坝区）共监测了总长度64千米的28条主干

道路交通昼间噪声。其中，市中心城区（含平坝区）主干道各路段交通噪

声值63.2～69.9分贝，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66.8分贝，强度等级为“一

级”，评价为“好”。与上年相比，降低0.5分贝。 

2017 年各县城区主要交通干线噪声与2016 年相比，除关岭自治县有

所升高外，其余县城区均有所降低。其中，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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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有市中心城区（含平坝区）、普定县、镇宁自治县、关岭自治县，

“较好”的城市有紫云自治县，无“一般”、“较差”或“差”的城市。 

表 2  2017 年各区县城区交通噪声统计表 

          计量单位：分贝 dB(A) 

2016 年 2017 年 

区域 交通 

噪声 

平均车流量

(辆/小时)

交通

噪声

平均车流量

(辆/小时)

监测路段

长度 

（千米）

比上年度

噪声增减

量 

达标 

情况 

交通噪声

等级评价

结果 

市中心城

区（含平坝区） 
67.3 1956 66.8 1596 64.0 -0.5 达标 好 

普定县 68.7 1094 65.6 1086 2.5 -3.1 达标 好 

镇宁自治县 68.6 456 65.3 994 2.35 -3.3 达标 好 

关岭自治县 60.3 580 62.7 593 1.6 +2.4 达标 好 

紫云自治县 69.7 1281 69.3 1146 2.0 -0.4 达标 较好 

 

5 8

6 0

6 2

6 4

6 6

6 8

7 0

市
中
心
城
区
（
含
平
坝
区
）

普
定
县

镇
宁
县

关
岭
县

紫
云
县

交 通 噪 声 平 均 等

效 声 级 （ 分 贝 ） 2 01 6 年 2 0 17 年

 
图 4  2016~2017 年安顺市各县区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对比图 

2017年安顺市中心城区及各县城区的功能区噪声，按照《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各类功能区标准限值进行评价，各类功能区噪声

值昼、夜间等效声级均达标，各县（区）功能区噪声达标率均为100%，与

去年同比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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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环境 

（一）水土流失与治理 

据《贵州省水土保持公告》（2011～2015），至 2015 年底，全市水

土流失面积2462.87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9267平方公里的26.58%。2017

年全市水土保持及生态建设坚持坡耕地综合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农业

综合开发水土保持，还有工程、生物、耕作措施相结合。2017年实施水土

保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4个，完成工程总投资3838万元（中央2601万元、

省级507万元、市级50万元、县级680万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2.33

平方公里。 

（二）森 林  

2017 年全市完成营造林 73.7 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54%，较上

一年增加2.56个百分点。 

（三）农业生态 

2017 年全市新建生物天然气工程1座，池容为2.50 万立方米，预计

投入运行时间为 2018 年底。沼气综合利用技术推广面积 2.5 万亩，测土

配方施肥219.21万亩，秸秆还田总量32.99万吨，还田面积109.96万亩。 

（四）城市绿化 

2017 年建城区新增公园绿地面积 380 万平方米，建城区绿地面积达

2359万平方米。 

（五）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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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市先后遭遇了风雹、洪涝等自然灾害。造成我市23.2879

万人（次）受灾，紧急转移安置 441 人；农作物受灾 12812.53 公顷，其

中成灾9017.83 公顷，绝收 962.59 公顷，因灾倒塌房屋21 户 63 间，严

重损坏房屋261户513间，一般损坏房屋1080户1645间，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19731.4万元，其中农业损失7255.4万元，工矿企业损失101万元，

基础设施损失11254.57万元，公益设施损失1万元，家庭财产损失1119.43

万元。 

措施与行动 

五、措施与行动 

（一）水污染防治 

1.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切实履行安顺市水污染防治行

动联席会议制度办公室职责，督促各县（区）政府、各部门加快推进

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制定印发了《安顺市 2017 年水污染防治年度

实施方案》。水环境质量持续保持良好，11 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

（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为 100%。完成国家下达的主要水污染物总

量控制目标。 

2.落实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流域污染防治。制定补偿资金使用计

划，专项用于西秀区、平坝区境内红枫湖流域水污染防治。 

3.强化水源地环境保护。印发《安顺市加强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管理工作方案》。开展 5 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新增

划定和替换工作。 

4.推进红枫湖生态环境保护。推进 2016 年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用于良好湖泊保护项目建设，在红枫湖流域（安顺境内）以 PPP 模式

实施农村生活垃圾收运设施维修维护和日常运营，实施垃圾清运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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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5.抓好河长制相关工作。按照《安顺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

要求，组织开展全市河长制河流水质监测，在原有 11 个国、省控河

流监测断面基础上，新增河流监测点位 42 个，做到河长制 33 条河流

监测全覆盖。 

 

（二）大气污染防治 

1.贯彻落实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贵州省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及《安顺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

案》，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大气环境质量稳定向好。 

2.推进燃煤小锅炉淘汰。2017 年全市完成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小

锅炉淘汰共 55 台 174.27 蒸吨。其中：城市建成区内完成淘汰 10 蒸

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淘汰任务33台122.17蒸吨，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

引导大蒸吨燃煤锅炉改清洁能源。城市建成区内已无 10 蒸吨及以下

燃煤锅炉。 

3.积极推进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印发《关于印发重

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和计划的通知》(安环通

〔2017〕37 号)，完成我市 8 家企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 

4.积极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制定印发了《安顺市公安局 安顺

市环保局关于印发<全市黄标车淘汰工作方案>的通知》（安公通

〔2017〕59 号）。2017 年共淘汰注销老旧车黄标车 4866 辆，其中：

黄标车 1231 辆。 

5.完成国家下达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环境空气质量

相关指标达到年度约束性指标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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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壤污染防治 

2017 年，为切实保护和改善安顺市土壤环境质量，编制印发了

《安顺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根据《方案》要求，开展土壤污

染监测和调查、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强化未污染土壤保护、开展

污染治理与修复等工作。在省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组的指导下，各

县区积极开展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设和核实工作。 

（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1.贯彻落实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加强对固体废弃物污染的防治及监督管理。 

2.建立健全联动工作机制。市环境保护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市科学技术局联合印发《安顺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工作方案》（安

环通〔2017〕119 号），推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3.探索钡渣综合利用新技术。建成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置

18 万吨钡渣无害化处置设施，有效拓展综合利用途径，减少钡渣堆

存量。 

4.强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制定了《关于印发<“十三五”安

顺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安环通〔2017〕

72 号）、《2017 年安顺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工作方案》，

确保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医疗废物处置实现全覆盖。 

5.推进固体废物信息化管理。根据《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全面

应用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的通知》（安环通〔2017〕22 号），

已将我市 59 家重点产废单位全部纳入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进

行管理。 



2017 年安顺市环境状况公报 13

（五）环境监测 

1.水环境质量监测。完成全市 6 个地表水国控水质断面(垂线)、

16 个省控断面（垂线）、16 个市控断面（垂线）和 8 个县级以上饮

用水源地水质监测工作。 

2.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全市 6 个县（区）开展六指标空气环境自

动监测，与国家、省站联网直传数据。对中心城区开展城市降水和降

尘监测。 

3.声环境质量监测。全市中心城区四个功能区噪声监测 7 个点

位，区域噪声监测 103 个网格点位，道路交通噪声监测 28 条路段。 

4.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完成全市 27 家国控、省控重点污染

源监督性监测，其中国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完成率 100%，排放

口监测信息公布率为 100%，省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完成率 100%。 

5.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工作。按照国家地表水环境

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工作的总体部署，自 2017 年 10 月起开展国家地表

水环境质量监测考核断面采测分离工作，2017 年完成 18 个断面 836

个样品、21 项指标的分析与 17000 余个数据的上报工作。同时制定

方案加快推进我市斯拉河大桥及打邦 2 个国控断面水质自动站建设

工作。 

6.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开展安顺市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如期

完成所涉及 7 个村庄所在地的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土壤环境

质量，以及县域主要地表水入境、出境断面监测。 

7.土壤监测。2017 年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工作按照环保部、监测

总站的部署，由贵州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组织开展，安顺市环境监测站

配合省站完成安顺市 25 个土壤样品的采集以及全省 275 个土壤点位

的 pH、阳离子交换量的实验室分析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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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辐射环境监管 

2017 年，开展全市放射源安全检查专项行动工作和核与辐射安

全与防护年度评估工作，保障了放射源和射线装置安全运行。全市辐

射环境总体稳定，无放射源被盗、丢失和辐射工作人员及公众受到辐

射意外照射等辐射安全事故。全市放射性废物源（物）收贮率 100%，

全市共有核技术利用单位 147 家，其中医疗机构 124 家其他 23 家，

147 家均办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辐射安全许可证办理率 100%。 

（七）环境应急 

2017 年，我市进一步完善环境应急预案体系，维护环境安全，

重新修订了《安顺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安顺市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 

全年市环境保护局共组织参与各类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2 次。

努力提升环境应急处置能力，积极应对环境突发事件。 

（八）生态文明建设 

2017 年，积极推进生态示范创建，成功创建省级生态县 1 个，

省级生态乡（镇）3 个，省级生态村 10 个。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村（寨）53 个。 

（九）环境影响评价 

1.严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准入。2017 年，全市各级环境保

护部门共审批 499 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其中，审批 127 个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 372 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全

市共登记备案 1200 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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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切实加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17 年，全市各级环境保

护部门组织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园区规划环评工作，共组织审查 2

个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3.加强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2017 年，全市各级环境保

护部门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媒体共向社会公开 1497 条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信息，包括受理公示、拟审批公示以及审批后公告。 

4.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按照建设项目污染防治设

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规定。2017 年，

全市共有 164 个建设项目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5.强力推进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改工作。2017 年，

全市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共清理 345 个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其

中，对 28 个“未批先建”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进行了行政处

罚。 

6.持续推进排污许可管理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排污许可制改

革精神，严格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切实

组织开展排污许可管理工作。2017 年，安顺市环境保护局共核发企

业事业单位排污许可证 22 家（次）。 

（十）环境法治建设与政策 

1.强力推进全市环保系统依法行政。制定了《安顺市 2017 年环

境执法大练兵活动方案》统筹全市扎实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工作，有

力推进环境监察执法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会同市公安局、市人民

检察院联合制定印发了《2017 年安顺市联合打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

法犯罪行为专项执法检查实施方案》深入排查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环境

安全和监管隐患，有力推进贵州宏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渣库修建工

作；认真开展环境行政处罚案件评查工作，有效规范环境执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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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高对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质量和效率。 

2．完成《安顺市环境保护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动态管理工

作。及时清理、承接、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并纳入权力清单。推行行政

许可标准化，规范行政许可事项、行政许可流程、行政许可服务、行

政许可受理场所建设与管理以及监督评价。2017 年安顺市环境保护

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共 48 项，其中：行政许可事项共 9 项、行政

处罚共 27 项、行政强制 2 项、行政征收 1 项、行政确认 1 项、行政

检查 7 项、其他行政权力 1 项。 

（十一）环境执法监管 

1.组织开展环保“利剑”执法专项行动。制定《安顺市“六个一

律”环保“利剑”执法专项行动 2017 年百日攻坚行动方案》，结合

环境执法大练兵、多部门联合检查、砖瓦行业专项检查、地下水执法

专项行动等，对辖区内工业企业、重点流域、重点行业进行全面排查，

依法查处各类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的环境违法行为。2017 年，全市

出动环保执法人员 6007 人次，检查企业 2412 厂次，下达执法文书

602 份，立案查处 127 件，罚款 1115.77 万元，实施按日计罚 1 件，

停产限产 8 件，查封扣押 2 件，关停取缔 3 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2 件，移交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案件 16 件。 

2.加强各项督办工作的部门联动。联合市住建局开展全市建筑施

工扬尘专项治理督查；出动车辆 70 余次，人员 140 人次对秸秆禁烧

进行专项督查，发现火点 596 个，及时报市农委等相关部门进行处置；

“两考”期间出动车辆 100 余次，执法人员 300 人次，对各噪声污染

源进行检查和现场巡查监督。 

3.组织开展本级环境监察工作。认真开展污染源日常监管，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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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企业 612 家次，并对发现的 36 起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持续开展环境监察稽查，调阅现场监察记录 108 份、行政处罚案卷

10 卷、执法文书 65 份；加强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国控重点污染源

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为 99.18%，有效性审核合格率为 100%，推

进 19 家企业 52 套在线监控设备第三方运营管理。 

4.组织开展生态和农村环境监察工作，取缔饮用水源地内的违法

建设项目和污水排放口，清除保护区内的垃圾堆放场和畜禽养殖场，

强化对生态影响建设项目执法检查。 

（十二）环境宣传与教育 

1.利用主流媒体开展环境保护宣传。在《安顺日报》上开辟专栏，

在安顺电视台针对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等进行专项宣传报道，营造良好

宣传氛围。 

2.利用互联网加大环保宣传影响力度。采用微博、微信及市环境

保护局网站平台提升公众环保知晓率。建立信息公开机制，重视舆情

应对，抓好环保网络舆情监控，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按时办结省环境

保护厅转办的舆情。 

3.发挥省级、市级科普基地的宣传教育作用。认真组织开展“六

•五”世界环境日、节能减排周、科技活动周和全国低碳日等重要系

列宣传活动，普及环保知识，提高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活动参

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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