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杭州市环境状况公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规定，现

发布《2011 年杭州市环境状况公报》。

一、综述

2011 年，经初步核算，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7011.8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10.1％，连续 21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1 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

加快转型升级、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之年。全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认真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

的目标要求，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扩内需、惠民生，基本实现了主要污染物减排

等既定年度目标，环境质量继续保持稳定。

二、水环境

（一）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根据生态省考核 12 项指标（以下同），按监测结果的年均值评价，钱塘江干支流

95.5%的市控以上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为 86.4%。按监测结

果的月均值评价，钱塘江干支流 89.7%的市控以上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

按监测结果的年均值评价，苕溪流域各断面均符合或优于Ⅲ类标准，水环境功能区

达标率为 100%。按监测结果的月均值评价，苕溪流域水体 96.3%的断面符合或优于Ⅲ类

水质标准，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为 96.3%。

西湖水质总体较好，全湖测点均达到水环境功能区Ⅳ类目标要求，平均透明度为

1.23m，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均已符合Ⅰ～Ⅱ类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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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湖水质较好，近年总体保持稳定。全湖平均透明度为 4.32m，溶解氧、五日生

化需氧量、氨氮均符合 I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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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城市河道水质有所好转，部分河段受益于河道专项整治、引配水工程等，水

质明显提升。整体水质上游优于下游。

全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良好，水质保持稳定。

（二）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2011 年全市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如下：按减排口径计全市废水中化学需氧

量排放量为 11.07 万吨，氨氮排放量为 1.42 万吨。

（三）措施与行动

强化饮用水源保护。组织开展《杭州市“十二五”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编



制。积极组织力量投入新安江苯酚及苕溪两起水污染事件处理，同时，迅速要求各地及

时开展饮用水源地风险源大排查，排查出对水源安全存在危险的企业名单，落实整改或

关停转迁等措施。编制《杭州市清洁水源行动方案》并组织实施。加强饮用水源达标区

创建，完成 9个合格饮用水源保护地的创建工作。

开展市区河道水环境整治。为全面改善杭州市市区河道水质，打造“生活品质之城”，

实现市区河道“水清”目标，按照水系成网、连片整治的要求，根据市级各部门及各区

人民政府、管委会提供的工作任务和要求，结合杭州市“创模”复检工作，颁布实施《杭

州市市区河道水质改善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方案实施范围为杭州市市区范围（不包含

钱塘江）。主要从河道治理、截污纳管、工业企业关停、农业农村面源整治、生态修复、

引配水等几大方面提出整治内容。实施市区河道综保工程，总计长度达到 73.5 公里，

其中完工项目长度达到 35.02 公里，累计清淤 40.3 万方，新建改建绿化 55.7 万方，新

建慢行系统 40.5 公里。

提高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水平。加大环境管理的配套基础工程建设力度，

七格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主干管建设完成，目前处理水量约 30 万吨/日；天子岭垃圾填

埋场渗滤液深度处理工程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进入调试，进水量约 1200 吨/日。建成钱

塘江流域 12 个镇级污水处理设施。推进配套污水收集系统建设，共建设污水管网 227

公里。

三、大气环境

2011 年杭州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主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市区环境

空气中 SO2、NO2 与 PM10 平均浓度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降尘平均浓度为 6.83

吨/平方公里·月，达到浙江省控制标准。

（一）环境空气质量

2011 年，杭州市区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一级（优）、二级（良）的天数共 333 天，

比上年增加 19 天，占全年总天数的 91.2％。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富阳市、临安

市的优良天数分别为 335 天、361 天、342 天、340 天、349 天，优良率分别为 91.8％、

98.9％、93.7％、93.2％、95.6％，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以环境质量指数法及

质量等级划分法进行评价，杭州市的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上属尚清洁水平。杭州市区大部

分地区优良天数较上年有所增加；桐庐、淳安、临安比去年有所改善；建德、富阳略有

下降。杭州市空气中最主要的污染物是颗粒物（降尘或 PM10）。

2011年杭州市区一类区云栖测点的SO2和 PM10都超过一级标准，但达到二级标准。

二类区的 8个自动监测点中所有测点的 SO2 、PM10 与 NO2 年日均浓度均达二级标准。



（二）酸雨

2011 年全市大部分地区处在重酸雨区。酸雨污染仍处于严重水平，酸雨程度总体

较上年持平。富阳市属中度酸雨区，杭州市区、桐庐县、临安市、建德市、淳安县属于

重酸雨区。降水 pH 值范围为 3.71～6.33，最低值出现在中心城区。全市 pH 年均值为

4.60，酸雨率为 82.6％。

（三）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2011 年全市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如下：按减排口径计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9.25 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12.53 万吨。

（四）措施与行动

开展大气环境整治。根据《杭州市大气环境整治第七阶段（灰霾天气专项整治）实

施方案（2010—2012）》的要求，下达《关于下达杭州市大气环境整治第七阶段（灰霾

专项整治）2011 年工作任务的通知》，对原第七阶段专项整治方案进行了进一步细化。

同时，根据省环保厅要求，开展清洁空气行动方案编制工作。

开展电力、水泥行业降氮脱硝试点。将电力、水泥行业的降氮脱硝工程作为改善大

气环境质量行动的工作重点，下发《杭州市燃煤电厂（热电）和水泥熟料及其他窑炉脱

硝工程改造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杭州市燃煤电厂（热电）和水泥熟料脱硝工程

实施计划》，启动电厂、热电厂、水泥行业降氮脱硝工程改造试点，要求全市电厂、水

泥厂在 2013 年前分批完成脱硝改造工程。

加强扬尘污染控制力度。加强对建筑工地、拆房工地扬尘污染控制。2011 年 7 月，

市建委组织开展了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和建筑市场执法检查行动，分 6个小组检查房屋

工程 79 个，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 51 份，局部停工整改通知单 13 份，停工整改通知单

15 份。市国土局严格落实日常巡查制度，要求各国土资源分局对辖区内所有拆房工地

每月巡查不少于三次。2011 年共检查拆房工地累计 2007 人次，发现问题 227 起，当场

纠正 136 起，下发整改通知书 91 份，及时制止各种违规操作。此外，还利用已开通的

外网短讯平台，适时向拆房施工单位发送安全卫生文明施工等宣传信息 1600 余条。

推动开展机动车尾气治理。2011 年，主城区 8座简易工况检测站全面投入运行，

全年治理超标车辆 4.85 万辆。全市改造加油站 473 座、油罐车 196 辆、储油库 8座，

基本完成油气回收治理工作。2011 年 5 月 1 日起,全市核发国家环保部统一监制的环保

检验合格标志。全年主城区核发环保检验合格标志461897枚，其中绿色环保标志454761

枚，黄色环保标志 7136 枚。2011 年 7 月 1日起，全市轻型汽油车(含两用和单一气体

燃料点燃式发动机)实施国Ⅳ排放标准。1－12 月全市转入外地车 7205 辆，全部达国Ⅲ、



国Ⅳ及以上排放标准。

加快大气灰霾课题研究。目前《杭州市大气灰霾成因及关键污染因子预防控制研究》

主课题及 9个子课题均按工作合同要求有序开展中。

四、声环境

2011 年市区声环境质量与上年相比有所改善，生活和交通噪声依然是环境噪声的

主要来源。

（一）区域环境噪声

2011 年杭州市区的区域环境噪声为 56.4 分贝，质量等级为轻度污染。市所属其他

区县市区域环境噪声质量等级均为较好。与上年相比，除临安市区域环境噪声略有上升

外，其他各县市区的区域环境噪声均比往年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二）道路交通噪声

2011 年杭州市区道路交通噪声为 68.1 分贝，上升 0.6 分贝，属较好的水平。其中

主城区为较好，萧山区和余杭区为好。杭州市所属各区县市中，除淳安县为轻度污染外，

其他各地区都为好。与上年相比淳安县、临安市交通噪声有所升高，其他县市均有好转。

（三）措施与行动

加强建筑施工噪声管理。加强对夜间施工审批的管理工作，做好夜间作业证明工作。

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坚决不予证明，在夜间施工证明中提出要求施工单位避免和减少施

工噪声的措施。对已出具夜间施工作业证明的夜间施工，根据群众反映噪声问题及时向

施工单位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夜间连续建设施工公告》作出当日即在绿网和市政

府网站上公布，实行社会监督。及时上报夜间施工证明出具情况，主动接受有关监督部

门的检查监督。

加强对中高考期间的噪声管理工作和组织夜间施工的检查。中高考期间，召开各有

关部门参加的加强中高考期间噪声污染管理的专题会议，通过市政府向全市发出《杭州

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中高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管理通告》。除经市政府特批市重点工程

夜间施工外高考期间一律停止夜间施工。对市重点工程根据市政府的要求会同市建委严

格把关审批。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环境噪声污染行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查到一家，重

罚一家，严厉查处违法施工单位，给广大考生创造良好的环境。

五、固体废物

（一）工业固体废物



2011 年全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763.76 万吨，综合利用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

存量）701.63 万吨，综合利用率 91.87％。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 62.14 万吨。

（二）生活垃圾

2011 年市区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261.06 万吨，通过填埋、焚烧等方式处置，生活垃

圾实现无害化处理率 100％。

（三）危险废物

2011 年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11.84 万吨，综合利用 8.84 万吨，无害化处置 2.97

万吨，贮存 685 吨。医疗废物产生量 1.39 万吨，无害化集中处置率 100％。

（四）措施与行动

规范危险废物管理工作。全年共审批危险废物转移计划 4504 件，备案转移联单

12128 份。出台危险废物产生企业台账建立和排污许可证发放挂钩制度，全市有 430 个

危险废物产生企业建立台账。全市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利用率达 99.75%，医疗废物处

理量达 1.39 万吨，无害化集中处置率达 100%。

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整治和执法行动。全市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3105 人次，检查危

险废物产生和经营单位 1495 家次，处罚额度近 400 万元。对 177 家危险废物产生和经

营单位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专项检查，对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不到位的企业责令整

改，对其中 24 家危险废物管理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立案查处。

大力推进固废处置能力建设。2011 年新建 3个危险废物处置项目，新增危险废物

利用处置能力 22.31 万吨/年，全市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达 47.34 万吨/年。推进污泥

处置处理工作，已建成污泥处理处置并正式投入使用的设施有 16 座，设计处置能力超

过 5000 吨/天，2011 年集中无害化处置污泥 119 万吨。污泥处置运行“以奖代补”市

级补助资金达 1639 万元。

深入新防治领域管理。积极探索开展污染场地修复工作；配合做好多氯联苯项目污

染土壤热脱附处置设施的验收工作，已完成 2个点污染物的清运工作；推进废弃电子产

品的污染防治，并做好许可工作；抓好新化学物质增补申报、有毒化学品进口和限制类

进口废物初审工作。

六、辐射环境

（一）基本情况

截至 2011 年底，全市共有放射源应用单位 188 家，放射源 1293 枚；射线装置应用



单位 476 家，射线装置 1431 台；电磁辐射设备（设施）使用单位 81 家，有移动通讯基

站 10746 座，有高压变电所 245 座。

（二）措施与行动

加强辐射安全许可监管。2011 年，杭州市环保局共审批审查辐射项目 77 个，竣工

验收项目 11 个；受省厅委托，审批颁发《辐射安全许可证》44 份；闲置、废弃 23 枚

放射源及时送贮，废弃放射源送贮率达到 100％。

创建放心熔炼企业。2011 年，为加强全市辐射安全管理，杭州市开展废旧金属“放

心熔炼企业”创建工作，全市 197 家废旧金属熔炼企业 100%达到《浙江省“放心熔炼

企业”辐射环境管理标准》，杭州市废旧金属“放心熔炼企业”创建通过了省环保厅验

收。

提升辐射应急能力。2011 年 7 月 7日，杭州市环保局组织开展了辐射应急实战演

练，以强化我市辐射事故应急能力。此次演练以放射性物质碘-131 在运输途中泄漏为

背景，以事故分级报告、现场应急指挥、辐射环境监测、放射性物质收贮为重点，并增

加媒体应对和公众告知等内容，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维护社会稳定。

开展“绿色和谐电磁”创建工作。为引导公众科学看待辐射影响，为合法、安全利

用核技术营造舆论环境，我局组织开展“绿色伴我行”宣传活动、“身边的辐射”专题

讲座等一系列辐射环境宣传活动，为打造平安杭州、构建和谐社会打好基础。

七、生态环境

（一）耕地∕土地资源

我市 2011 年末实际耕地面积为 342.82 万亩，且 2011 年度依法批准用地项目均实

现耕地占补平衡，标准农田保有面积实际上图入库为 152.81 万亩。2011 年度非农建设

经依法批准占用耕地面积 31788 亩，均实行先补后占，补充耕地面积 31788 亩，补充耕

地的面积与质量不低于经依法批准占用耕地的面积与质量。全年共完成土地开发整理复

垦新增耕地 2.79 万亩。

2011 年全市化肥（折纯量，下同）使用总量 109714 吨，较上年 115140 吨，减少

5426 吨，下降 4.71%；农药使用总量（实物量）8308 吨，较上年使用量 8737 吨，减少

429 吨，下降 9.51%。全市主要耕作土壤理化性状继续改善并有所提升。土壤有机质、

酸碱度保持稳步并有缓慢提升势头，有效钾等指标走出下滑，保持稳定并有回升的趋势，

土壤酸化有所遏制，土壤全氮及速效氮上升势头加快，土壤速效磷继续保持高位，且增

加较为突出。主要退化因子的次生潜育化及盐渍化得以有效控制。据钱塘江、太湖流域

农田土壤监测点 2011 年监测结果反映，我市农田耕作土壤总体清洁安全。



（二）水利／森林资源

2011 年全市水资源总量为 136.7 亿立方米。总用水量为 57.71 亿立方米，耗水量

为 21.46 亿立方米。人均拥有水资源量为 1964.8 立方米。人均年综合用水量为 557.3

立方米；城镇公共用水量人均为 68.6 立方米。水资源量的空间分布总趋势是由西部山

区向东部平原递减。

全市林地面积 1753.74 万亩，森林面积 1629.95 万亩，活立木总蓄积 4587.19 万立

方米，森林蓄积 4458.39 万立方米（比上年净增 234.37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

64.56%，活立木蓄积年总生长量 410.51 万立方米，年综合生长率 8.21%。年总消耗量

199.16 万立方米，年消耗率 3.98%。年生长量与年消耗量长消比为 2.06：1。森林植物

积累的总生物量 6744.88 万吨，森林植被有机总储量 3092.52 万吨，固定二氧化碳累计

总量达 10874.77 万吨（比上年净增 418.10 万吨）。

（三）物种多样性

杭州市植物种类有 1200 余种，分属于 155 科。其中蕨类植物 20 科 39 种，裸子植

物 8科 49 种，被子植物 127 科 1100 种。植被垂直分布明显，海拔 500 米以下的丘陵为

常绿阔叶次生林，但多数丘陵为马尾松，毛竹林，人工杉木林，茶、桑、果园；海拔

500-1000 米的低山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海拔 1000 米以上的高山分布以落叶阔叶树

为主。有国家重点保护树种 47 种。

杭州市有陆生野生动物 505 种，隶属 4纲 31 目 109 科。其中两栖类 28 种，隶属 2

目 9 科；爬行类 42 种，分别隶属于 3目 10 科；鸟类 354 种，隶属于 17 目 66 科；兽类

81 种，隶属于 9目 24 科。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9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有 63

种；省级重点保护动物有 53 种；省一般保护动物有 157 种。

2011 年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监测显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共记录到 53 个

不同植物群落，其中维管束植物 122 科 378 属 566 种；水生无脊椎动物 144 种，其中原

生动物 21 属 30 种，原腔动物 30 属 56 种，环节动物 6属 8 种，软体动物 11 属 13 种，

节肢动物 29 属 37 种；昆虫 20 目 189 科 725 种；鱼类 7目 16 科 38 属 50 种；两栖类 1

目 4 科 10 种；爬行类 3目 8 科 14 种；鸟类 15 目 45 科 153 种；兽类 6目 7 科 15 种。

（四）措施与行动

改造耕地生产能力。当年改造中低产田 3.5 万亩，建成市级示范项目 60 个，有效

地消除了障碍因子，完善了田间设施，增强了抗灾能力，改善了种植条件，扩大了适种

范围，促进了科技应用，提高了作物产量，提升了生产能力，项目区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亩均提高 75 公斤以上。



水土保持。全市推进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开展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工程，实施坡耕地

及园地、经济林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78.76 平方公里。

物种多样性保护。加强野生动植物繁育栖息地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有效发

挥其生态保护功能；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野生动物

救护及补偿等工作，构建野生动植物保护体系。承办“2011 年全国爱鸟护鸟南北行暨

浙江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爱鸟周活动”，开展“我随鸟儿去旅行——全国爱鸟护

鸟南北行”走进学校等系列活动，增强了全社会保护野生动植物意识；提升森林林分质

量，构建适宜野生动物生存的栖息地，推进森林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野生

动物多样性；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破坏野生动植物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积极

引导和鼓励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业发展，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持续开展杭州西溪国家湿

地公园生物多样性监测项目，提升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管理水平。

森林资源保护措施。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创新林业经营机制。完善集体林权制度主

体改革，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促进森林、林木和林地

使用权流转，下达林地流转扶持奖励资金 309.16 万元，对 103 个农户、 54 家规模经

营主体、 40 个村（社区）及 18 个乡镇（街道）给予扶持奖励；积极推进林权抵押贷

款和政策性林业保险，林权抵押贷款累计额达到 63898.5 万元，其中 2011 年新增

28549.5 万元。加强林地保护管理，严格林地征占用审批，健全征占用林地定额管理制

度。加强森林抚育，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提高森林质量，大力

实施低产低效林改造，推进中幼林抚育改造，优化林分结构。开展森林资源年度动态监

测，在国内率先取得基于固定样地的县级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技术方法，率先实现森林资

源市县两级同步监测，率先开展杭州市森林生态效益货币价值计量探索性研究，率先进

行设区市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监测成果的发布。《杭州市森林及生态状况年度监测与公

告项目》在国内首创市县联动的森林资源监测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强化依法治林，

保护森林资源。全市共查处各类林业行政案件 1124 件，行政处罚 1127 人次，责令补种

林木 2.59 万株，罚款 552 万元。其中盗伐林木案件 29 件，滥伐林木案件 132 件，毁坏

林木 12 件，违法征占用林地 123 件，违法收购运输木材 710 件，非法经营、加工木材

10 件，非法猎捕野生动物 10 件。

全面启动生态文明试点市建设。《杭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0-2020）》顺利

通过环保部评审，并启动规划落地工程，编制生态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和配套的生态文明

宣传方案。《规划》先后通过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审议。深入推动主城区

市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工作，开展实施了 25 个城市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工程。上

城区市级生态文明县（市）和城区试点工作进一步深入，区委区政府出台并全面落实《关

于推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意见》，滨江区作为生态文明园区试点，完善了《杭州市高

新区（滨江）生态文明建设试点规划纲要》并通过管委会审议，颁发了《杭州市高新区

（滨江）生态文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建设指标体系等。其他各区、（县）市生态文



明试点工作也已全面启动。

深入推进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生态创建工作。继续深入推进自然保护区建设，规范自

然保护区管理工作，持续加大保护区建设资金投入，2011 年拨付清凉峰自然保护区、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专项资金共计 200 万元。临安市和桐庐

县两地正式获得“国家生态市（区、县）”称号，淳安县顺利通过国家生态县技术评估。

江干区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为省级生态区。新增桐庐县瑶琳镇、淳安县瑶山乡、

淳安县安阳乡 3个国家级生态乡镇，新增西湖区转塘街道等 20 个省级生态乡镇（街道）。

全市累计已有命名的国家级生态乡镇 49 个，省级生态乡镇（涉农街道）127 个，国家

级生态村 2个，市级生态（文明）乡镇（街道）156 个，市级生态（文明）村 562 个。

深入推进生态建设“1250”工程。2011 年启动新一轮“1250”工程项目 1320 个，

增加了生态文化推介工程、生态经济工程类别工程等，全年完成 1297 个工程。历年累

计完成“1250”项目 5970 个。

加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推进中央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建德更楼街道、莲

花镇和大慈岩镇 3个乡镇（街道）14 个行政村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完成试点，建设无动

力厌氧净化池 950M3，建设户用型人工湿地 1986 平方米。建成富阳里山镇、洞桥镇、

胥口镇及永昌镇 4个乡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利用推广项目。完成桐庐 46 个行政村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污水治理工作，建成分散式净化池 525 个，容积 24672 立方米，建设

污水管网 63.7 公里。中央农村连片项目合计投入资金 1.16 亿元。推进杭州市级农村连

片整治项目。2011 年启动市级项目 220 个，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资源化减

量化、立体绿化和水体生态修复项目为主，有效改善农村局部环境。截至年底已建设完

成 160 个。

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和治理。完成 77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治理和 30 条河道共 402

公里的清水河道河沟建设整治；完成改善及提高 19.32 万人饮水条件。完成加固病险水

库 45 座。新启动省级绿色矿山建设项目 5个，完成治理废弃矿井 36 个，废弃矿山治理

率达到 95%。新增省级重点公益林优质林分面积 15.5 万亩，累计建成 545.5 万亩；新

建无公害林产品基地和森林食品基地 15 个，面积 2.86 万亩，提高了森林覆盖率。全市

共治理“三沿五区”坟墓 13777 穴，治理率达到 86.8%，生态葬法覆盖行政村达到 97.6%。

加强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两侧的日常管养保洁力度，国省道绿化更新完善实际实施 31

公里。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共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427.4 万亩。推广病虫害绿色防

治技术 150 万亩（次）；创建了 2个省级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县和 4个示范区；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到 80%以上；新增 40 个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数和 16 个绿色食品认证数，启动实

施完成 44 个农业减排和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项目。



八、专栏

（一）主要污染物减排工作

编制完成《杭州市“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规划》，制定并层层分解落实《杭

州市 2011 年主要污染物减排计划》，稳步推进 414 个年度减排项目。实施以科技、财

政和行政措施三大政策推动减排工作，启动萧山开发区热电、下沙杭联热电和富阳环保

热电的脱硝试点工程，先后制定出台工业炉窑脱硝工程建设、柴油车淘汰和农业养殖业

减排补助等多项环境经济政策。启动减排应急预案，对上半年减排任务不达标的区、县

（市）下达了红色预警，停止受理该地区新建项目、上市公司环保核查、排污权交易等

的审批申请；派出督导组进驻预警地区实施专项督导，推动萧山区 52 家染化企业节水

提标工程取得明显成效，余杭区崇贤污水厂南排工程顺利完工，富阳市推进新一轮共

62 条落后造纸产能淘汰工作，建德市、桐庐县实施水泥企业限产。全面开展农业减排

和机动车减排，联合农业部门完成 95 个农业减排项目的联合督查。公安、环保、交通、

城管委等部门共同做好高污染车的淘汰工作。继续推进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全年组织开

展了 2次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共有 11 家企业参加竞拍，交易 SO2170 吨，COD350

吨，成交总金额 416 万元。完成全市主要污染物减排年度任务。

（二）“三江两岸”生态景观保护与建设工作

2011 年 5 月，围绕“五年为期，一年全面启动，力争三年基本完成”的总体目标，

实现了“三江两岸”生态景观保护与建设工程的全面启动。“保护水源水质”、“促进

转型升级”、“完善基础设施”、“开发人文旅游”、“整治两岸环境”、“修复岸线

生态”等六大任务 28 项工程有序推进展开。在环境整治方面，重点实施饮用水源保护，

全市共关停码头 50 个、采沙船 37 艘、沙石加工场 10 家、造船厂 3家；实施排污口整

治，共拆除一、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排污口 14 个；开展码头改造和江堤修复，

共完成 25 个码头的改造、21 公里江堤的修复；关停污染企业，共完成关停 411 家；开

展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共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 4家、完成改造提升 2家。在生态建

设方面，重点实施景观林带建设，其中，沿江两岸 200 米范围内已实施生态景观示范带

建设 41 公里、建成 20 公里；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完成沿江 11 个“美丽乡村”精

品村创建；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整治、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防治，拆除了一级饮用水源保

护区内的畜禽养殖场 13 家、水产养殖场 4家；开展河道综合治理、矿山覆绿等工程，

共完成河道综合治理 138 公里。沙洲岛整治启动开展整治 6处，完成 2处。

（三）半山及北大桥地区环境综合整治

半山北大桥地区环境综合整治完美收官，全年关停搬迁包括杭州万里化工有限公司

和杭州大自然有机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在内的 95 家企业，建成半山隧道及南北连接线、

拱康路北段和 320 与 104 国道连接线主体工程，完成九曲港等 6条河道的整治。自 2007



年实施环境综合整治以来，该地区累计关停搬迁企业 416 家，削减废气排放量近 190

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水排放量 3300 多万吨、危险化学品近 3.6 万吨；整治河道 42 条，

建成 41 条主、次干道，半山、虎山和龙山“三山公园”及其连接线建成开放，并被命

名为国家森林公园。通过加快企业关停搬迁和污染整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综合性的

措施，有效地助推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从根本上改善了区域环境质量。2011 年，半

山北大桥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327 天、比上年增加 13 天，降尘下降近 50%；“老

厂新居”矛盾得到有效化解，信访量比上年削减 50%，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四）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国家、省、市产

业发展导向目录，并按照国家建设项目分类管理目录和市环保局制定的建设项目审批基

本原则，严格规范审批行为，切实控制了一批污染严重、与区域环境发展不相协调的建

设项目。对符合审批基本原则的，污染轻的高新技术、重点建设项目实施简化程序、加

快办理，较好地处理了办事效率和工作质量的关系，提高办事效率，改善投资发展软环

境。完成规划环评评审 12 个，环评审批项目 1.2 万个，无审批失误发生。出台《关于

对部分行业、部分区域建设项目试点环保审批备案登记制度的通知》，简化环保审批手

续。出台《关于印发<杭州市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初步实现审批和验收相分离，进一步提高了环保“三同时”执行率。修订完善了

《在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管理考核办法》，对环评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编制环

评文件的及时性、准确性及服务质量进行严格综合考核，实施退出机制。

（五）环境法制建设

制定了《杭州市“十二五”环境法制与环境执法能力建设规划》，向市人大报送了

“十二五”期间地方性法规立法计划。拟定了《杭州市服务行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

立法修订和《杭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杭州市污染源

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立法计划。对《环境保护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杭州市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例》等 20 余项立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开展《行政

强制法》专项清理工作，对 5部地方性法规、5 部市政府规章和 70 个规范性文件进行

了清理。开展了 8项环境政策重点调研课题研究。为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及时曝光环

境违法行为，制定了《杭州市环境违法案件公告暂行办法》，从去年 8月起每月在《杭

州日报》和杭州绿网上向社会公布已作出行政处罚的环境违法案件。为解决非诉强制执

行过程中存在困难和问题，加强与法院沟通协调，提高非诉强制执行效率。

（六）环境监督管理

进一步完善了告知执法、交叉执法、联动执法等八大执法手段，组织开展了铅酸蓄

电池行业、化学品和危险废物、重金属行业等十四项环保专项执法行动，开展了四次大



规模市县两级交叉联查，加大对环境违法单位的综合惩治力度。全年全市共出动执法人

员 85553 人次，检查企业 33131 家次，办结环境违法案件 1318 件，罚没款总额 7955

万元，较上年增长了 13.5%；依法取缔、关闭企业 478 家，限期治理 50 家，挂牌督办 5

家。联合公安部门，对 5名重大违法排污责任人予以行政拘留。

（七）环境信访和提（议）案

2011 年，全市环境信访总量 9996 件、与上年基本持平，市级环境信访 1493 件、

比上年下降 5%。其中，市信访局交办的重要信访件 19 件，省环保厅、市人大、市信访

局等信访转办件 29 件，重要信访件和交办件比上年有所上升，一般信访件比上年略有

下降。全市接待市民来访 72 批次共 135 人次。所有信访件全部办理完毕，办结率、反

馈率 100%、群众满意率 98%以上。

全年收到省市“两会”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43 件，其中人大建议 16 件，

政协提案 27 件。建议、提案全部按时完成办理，建议、提案反映问题的解决率 76.7%，

按时办结率、面商率、满意率（基本满意率）均为 100%，并全部按要求上网公布。

（八）环境科研工作

确定《杭州城市下垫面与大气污染关系研究》等 23 个课题列入 2011 年市环保局环

保科研课题计划，研究内容包括千岛湖保护、土壤调查、重金属分析等多个我市环保工

作的重点内容。全年完成《杭州市低碳城市建设中的环境问题及对策研究》等 10 个科

研课题验收。承担国家重大水专项子课题 1项，承担国家“十一五”科技重大专项子课

题 2项。5个国家水专项课题研究有序展开，其中水质预警课题示范工程通过市级验收，

西湖水专项的部分示范工程建设和污泥综合利用课题已完成，钱塘江潮汐课题泄水试验

等工作继续推进，苕溪课题已通过环保部组织的第三方评估。《2006-2010 年度环境质

量报告书》获“十一五”环境报告书评选浙江省环保系统一等奖、国家环保部二等奖，

获杭州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获 2011 年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项，获

2011 年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4项。

（九）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2011 年大力推进大气复合污染监测系统建设和地表水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建

设。全市环境空气监测系统新建空气子站 1个，并对原有国控站点进行了改造，新建路

边空气站 4个；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新建水质自动站 8个；并完成了 2个水质自动站的改

造工作。大型环境监测仪器设备新增了高效液相色谱、自动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仪、

电磁辐射选频测量仪、EC/OC 在线分析仪等国际先进的专用设备。新的环境监测站房建

设项目建议书已于 2011 年 10 月经市发改委批复，并完成了规划选址公示。环境监测信

息化取得新进展，“数字环保—监测业务一体化”项目进入开发阶段。截至 2011 年底



顺利通过实验室认可复评审，对恶臭等 5个项目进行了扩项评审，监测能力涵盖水、气、

土壤、固体废弃物、生物、噪声、振动、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八大类 209 项指标。

（十）环境信息化建设

根据环境信息化“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以信息网络设施和能力建设为基

础，以环境保护电子政务和业务应用系统建设为重点，全面完成污染源一源一档动态管

理系统的开发与建设。权力阳光运行信息系统应用稳步推进，有效地提高了信息化应用

水平和工作效能，圆满完成年度信息化建设目标和任务。

（十一）环境宣传教育

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结合环保主题，策划组织了省市纪念世界环境日、首届“杭

州市十大民间环保人物”评选、浙江生态日、“创模”宣传文艺演出等 10 多项大型环

保主题活动。组织开展了面向领导干部、学校教师、社区干部、工地管理人员等各层面

的环保培训班，开设讲座数十场，培训人员 700 多人。加大媒体宣传力度，在报纸、电

台、电视台、新闻网站发表稿件达 600 多篇（条），专版 34 个，播出杭州电视台《生

态杭州》栏目 52 期、杭广台《环保之窗》260 多期，出刊《杭州环境》6期，印发《大

气污染防治市民读本》等宣传资料和宣传品数万份。环保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志愿者

总队现有注册会员 730 余人，团体会员 6000 多人，全年组织开展了第六届在杭高校绿

色论坛、“三江两岸”护河志愿队暑期社会实践等环保主题活动 24 项。

（十二）国内外环保科技合作

在杭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挂牌成立杭州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是全国地方

环保系统唯一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加强业务培训，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邀

请美国加州大学博士、欧盟环保署黑碳气溶胶小组科学家等国内外知名专家举办《黑碳

专题讲座》、《雾和霾的观测研究》等各类专题讲座和培训 8次，500 多人次参加。举

办各级各类技术培训班 6期，并加强和上海等兄弟省市开展业务调研、交流活动，开展

接受大专院校学生专业对口实习活动。

（十三）各区、县（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绩考核情况。2011 年杭州市政府

和 14 个区、县（市），34 个市级部门（单位）签订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目标

责任状》。考核结果如下：桐庐县政府、淳安县政府、拱墅区政府、西湖区政府、上城

区政府、富阳市政府、萧山区政府获得生态文明建设优秀奖；临安市政府、杭州高新开

发区（滨江）管委会、余杭区政府、杭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建德市政府、下城区政府、

江干区政府获得生态文明建设优胜奖。市城乡建委等 19 家市级部门（单位）被评为优

秀建设单位；市委办公厅等 29 家市级部门（单位）被评为优秀支持单位。全市同时评

选出 151 名先进个人。



九、主城区环境保护工作

（一）上城区

2011 年，上城环保分局创新社会管理，深入开展“联街结社”活动，获省环保厅

厅长长幅批示、高度评价，要求在全省宣传推广；《中国环境报》头版头条报道“联街

结社”工作。全年 8家社区成功创建为第二批区级“生态文明示范社区”，命名 2家“上

城区生态文明示范点”，分局授牌了 3个“环保交心社”；评选了 65 名“夕阳红环保

卫士”； 结合“创模”迎复检工作，分局走进辖区 6个街道的 40 个社区，共举办各类

讲座 42 场次；张贴“三级提醒”温馨提示绿色标志 274 张；将排污申报等环境管理具

体事宜下移至各街道，实现属地申报、缴费、打证一条龙服务，全年在街道办理排污申

报 60 余家。2011 年 3 月，上城区政府成立新的餐饮油烟在线智能监控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试点工作在中山南路、高银街美食特色街和中华美食园和湖滨街道开始实施。2011

年，累计安装 88 家餐饮企业的油烟在线监控装置。实施油烟在线智能监控后，餐饮企

业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器的情况大为减少，由此引起的环境纠纷也呈递减之势。

（二）下城区

开展加油站的油气回收工作，完成 10 家加油站改造。进一步强化环境监察，加大

执法力度。今年分局共出动环境监察人员现场检查 2000 余人次，共检查单位 700 余家，

查处环境违法单位 28 家，罚金 61 万元。优化完善信访受理机制，提高信访处理效率，

切实有效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处理信访 160 件，其中市级信访 31 件，同比

去年 44 件下降 28.54%，区级信访 129 件，同比去年 182 件下降 29.12％。充分利用分

局短信平台，定期向相关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业负责人和行风监督员发送分局生

态环保和工作动态等信息，第一时间宣传环保知识。编制《下城区生态文明建设暨“十

二五”环境保护规划》，完成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和“1250” 工程的工作。

（三）江干区

编制完成《杭州市江干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江干区水环境改善五年规划研究》，

并由区政府正式颁布实施。成功创建为省级生态区，4镇全部创为省级生态镇，4街道

全部创为市级生态（文明）街道，还成功创建 4个省级绿色社区，3所市级绿色学校，

1所市级绿色医院，17 个市级绿色工地。大力开展“清、建、通、截、管”整治，内河

水质稳中趋好，列入市对区考核的新开河、和睦港全年出境水质均好于上游入境水质。

空气质量比上年有所改善，2011 年优良天数达 316 天，优良率为 87%，超过 2010 年（优

良率 80%），降尘量也低于上年。全面加强环境监管与执法，辖区环境质量保持安全稳

定，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基本达标，“飞检”合格率达 92.3%。认真处理群众环境信访，

信访处理率和办结率均达到 100%，区本级和上级转交办的有关信访件数同比分别下降



2.1%和 48%。

（四）拱墅区

减排任务全面完成，全年关停转迁污染企业 105 家，削减废水排放量 120 万吨，废

气 25 亿标立方，二氧化硫 71 吨，COD79 吨，氨氮 6500 公斤，危化品 1.3 万吨。辖区

环境质量水平提高，运河水质部分指标消除劣 V类；大气环境二级优良天数比例 89.6%，

较上年提高 7个百分点；降尘较上年有大幅度下降。群众满意度提升，全年环境信访量

下降 27％。生态创建成果丰硕。成功创建并获命名市级生态文明街道４个、“绿色学

校”4个、绿色工地 13 个，省、区级“绿色社区”24 个。环境执法力度加强，全年环

境违法案件立案率 100%，处罚金额达 150 余万元。常规工作常抓不懈，全年审批企业

540 家，验收 111 家。新申报 367 家，新发放排污许可证 56 家。缴纳排污费 465 家，

总计排污费 1156 万元。

（五）西湖区

大力开展生态（文明）系列创建工作，双浦、三墩两个镇创建国家级生态镇通过省

级验收，留下、转塘两个涉农街道获省级生态街道命名，古荡、灵隐、北山等五个街道

获市级生态文明街道命名；积极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重金属行业污染整治成绩突出。

开展涉及重金属使用企业专项执法，排查企业 268 家，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20 起，

督促企业整改 30 余起，关停取缔违法企业 13 家。水气环境整治全面推进。采用“全面

清淤、截污纳管、生态修复、引水配水”等手段对古荡湾河、东穆坞溪等河道开展生态

治理，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积极开展绿色工地创建，加强对敏感点的实地督察，创

建市级绿色工地 20 家。开发启用杭州市服务行业（西湖区餐饮）环保准入查询系统。

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将商铺划分为准入区、有条件准入区、禁止准入区，方便群众了解商

铺开办餐饮项目的选址符合性。

（六）杭州高新（滨江）区

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工作顺利启动，出台了规划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国家示范区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顺利通过年度审核；迎“创模”复检工作扎实推进；广泛开展

绿色创建行动，完成各类各级创建 32 个；钱塘江沿岸生态景观保护与环境整治力度大，

确定了“三江两岸”涉及本区 17 公里钱塘江沿岸生态景观保护与环境整治总体目标、

工作重点，部署了 10 大类 22 项任务；完成阡陌路雨污管网畅通工程、联庄社区等排污

主体的截污纳管，新增污水管网 18.7 公里，日新增污水排放 3000 吨；完成傅家峙河等

4条河道综保工程；新建绿地 73 万方，建成区绿化率达到 38.2%，形成了分布合理的点、

线、面、林相统一的生态休闲绿肺区；严格执法抓监管，出动执法人员 520 多人次，监

察企业 278 家次，责令整改 25 家，立案处罚企业 7家；推进放射源长效管理，巩固“放



射放心源”创建成果并顺利通过复检。

（七）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将环境提升工程确定为 2011 年“十大民生工程”之一，“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

区”建设规划获得国家三部委批复同意，实施中心区块、元成区块的道路和配套污水管

网建设，推进东北区块污水泵站的建设，实施高教西区、1号泵站提升改造，继续实施

河道综保工程，完成高沙河二期整治工程，推进上沙渠西延伸段、新华河、2850 河等

三项整治工程，以及月雅河节制闸建设工程，完成 5号大街和 23 号大街道路整治工程，

建成下沙河道中心公园，继续推进金沙湖建设，完成 1/4 湖面开挖工程，金沙湖水预处

理厂主体工程全面竣工。深入实施截污纳管工作，累计完成 100 余家工业企业，共计

411 个雨污水排放口的标准化设置。淘汰关闭 2家奶牛养殖场，推进中水回用项目，全

年完成工业废水减排 4000 吨/天。建成区河道水质进一步改善，平均污染指数比上年下

降 11.7%。全面启动“十二五”大气减排工作，杭联热电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启动热电企

业的脱硝改造工作，启动建设开发区“十二五”能源结构调整的重大项目——天然气热

电厂；引导和督促重点工业企业完成 15 个废气治理设施提升改造工程；加强扬尘防治

工作，全年完成 8个绿色工地创建。开展重金属、在线监控、危险废物、畜禽养殖、小

餐饮等专项执法检查 20 余次，合法转移无害化处置 8000 余吨危险废物，对 158 家工业

企业进行现场执法，对 71 家违规企业发出了限期整改通知书及现场监察意见书，对 23

家违法排污的企业进行了立案查处，罚款金额达到 107.46 万元，在省环境监察总队和

市支队对开发区的飞行监测和重点企业抽检中，达标率保持 100%。多渠道解决环境信

访问题，通过开展局长信访接待日、阳光执法、社区环境联络员、局长社区座谈会等多

种方式，着力化解主要环境矛盾。

（八）西湖风景名胜区

继续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项目，“景中村”梵村整治项目于 2011 年国庆节前完

成，改陈后的章太炎纪念馆对外开放，杭州博物馆已经有限对外开放，茶博三期、西湖

生态恢复及水生态改善等项目逐步推进。南宋皇城大遗址综保工程稳步实施，深化完善

《临安城遗址保护规划》，南宋博物院土地置换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实施将台山、白

塔公园等项目。2011 年累计共引水 1.3 亿立方米以上，向市区河道配水 1.45 亿立方米。

全年城区新增绿地 633 万平方米，完成湘湖公园二期、抖门公园等 4000 平方米以上的

公园绿地建设 58 处，新增屋顶绿化 13 万平方米。城区绿地总面积达到 154.8 平方公里。

积极实施 “美化家园工程”项目 49 处，大力开展自然花境、立体花坛竞赛，城区美化

彩化水平进一步提高。通过组织义务植树、春季绿化广场宣传，“立体绿化进万家”等

活动，全民爱绿、护绿意识进一步增强。

（九）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



围绕之江两岸环境整治，推进沿江生态涵养林和沿江景观整治，立足于钱塘江及富

春江支流沿岸西湖区段及长安沙、应沙、元宝沙围堤约 15.37 公里范围，重点整治建设

外塘与堤内 200 米区域，延伸至 500 米区域范围，着力推进“一带三区三岛十三村”整

治与建设工程，深入实施生态环境提升工程。完成关停沿江 25 个黄沙码头，搬迁拆除

3家修（造）船厂和 1座水上加油站，完成 500 米沿江生态涵养林带和省级 10 公里防

护林带建设任务，累计拆除沿线 500 米范围违章建筑 9440 平方米，完成 100 只散坟绿

化改造和 150 只散坟外迁工作，完成 500 米内禁养生猪 51 头、家禽 3300 羽、牛 2头，

拆除畜会及管理房 3793.4 平方米，实施肥药双控和测土配方农田面积 2600 亩，完成率

达 32.8%，基本完成沿江 1家农产品加工企业、18 家农庄的污水净化处理和 6个行政村

生活污水治理，基本完成 3个省级农业精品园区创建，建立全市首个道路环境空气自动

监测站，形成污染防治监管体系的执法联动机制，对浙江天海管桩有限公司边排水涵管

实施拆除和对沿江200米范围内2家小冶炼进行了停产治理，对1家小冶炼实行了搬迁。

通过启动周浦 2号浦清水河道整治工程及四五排灌站、赤通浦改造和东江嘴村、新浦沿

村等 3个“美丽乡村精品村”建设，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加快实现城乡基础

设施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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