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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本市环保工作认真落实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以科学发展为指

导,坚持走“以人为本,环境优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以“节能减排”为中心,抓住机遇,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以创建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为平台，依托滚动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大力推进生态型城市的建设;以迎“世博”为契机,加快城市基础

设施的建设步伐和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公众参与创建生态文明,塑造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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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减排”取得突破性进展

按照《2008年上海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计划》，2008年上海污

染减排目标为:SO2和 COD排放量分别削减 5％和 4％。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污染减排工作,把节能减排和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城市列为 2008年市政府 22项重点工作的首项内容。

2008 年，在确保已建成治理设施发挥减排效益的同时,完成了外高桥等 8家电厂 18 台共 622.5 万千瓦燃煤机组的脱硫

改造工程,并投入运行;新建的外高桥第三电厂 200 万千瓦燃煤机组同步配套脱硫设备,完成了杨树浦发电厂等 22.5 万千瓦燃煤小

机组关停;白龙港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和扩容改造按期建成并投入正常运行,郊区新建成了松江等 9座污水处理厂,新增污水处理

能力 240 多万立方米/日,建成 571 公里污水收集管道。

继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全年共有 500 多家化工、纺织印染、医药等高污染企业完成了结构调整,为本市较好完成污染物减排任

务奠定了重要基础。

经环境保护部按照全国统一的统计、监测、考核办法审核后,确认:本市 2008 年 SO2 排放量比 2007 年下降 10.39％,COD 排放

量比 2007 年下降 9.4％，超额完成了 2008 年减排目标。

目 录 上一页 下一页

http://www.envir.gov.cn/law/bulletin/b2009/cont.html
http://www.envir.gov.cn/law/bulletin/b2009/ch0004.html
http://www.envir.gov.cn/law/bulletin/b2009/ch0006.html


目 录 上一页 下一页

第三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圆满完成

截止 2008年底,第三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252个项目中,除个别项目受规划调整、项目审批、动拆迁等因素影响进度滞后

外,98％的项目全面完成或基本完成计划节点目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的环境综合整治得到大力推进。

中心城建成区污水收集管网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郊区城镇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初步形成,全市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673万立方米/

日;中心城区骨干河道沟通和疏拓工程全部按计划完成,郊区完成 32条段黑臭河道和 40条段骨干河道的整治;保留工业区污

染集中收集处理设施基本完成,污水纳管处理率达到 86％;扬尘和烟尘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共建成扬尘污染控制区 728平方公

里和烟尘控制区 3892平方公里,新车全面实施“国三”标准,累计更新了 5094辆公交车和 31547辆出租车;固体废物着力推进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和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并积极推进固废减量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能力达到 10250吨/日;崇明

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吴泾工业区综合整治、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示范试点等工作

得到有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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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工作进展顺利

上海以迎接“2010年世博会”为契机，全面推进“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创建工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创模”工作,明确

上海市环境保护和建设协调委员会为创模领导机构,市长挂帅、三位副市长为副主任组织领导工作,全市 40多个委办局和 19

个区县政府作为创模成员单位,共同承担创模任务。经过广泛的意见征询和多次的修改完善,完成了《上海市创建国家环境保

护模范城市规划》编制并上报环境保护部。对照国家最新颁布的考核指标,寻找差距，确定目标和任务,市政府下发了《上海

市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目标责任分解方案》(沪府办[2008]50号)。依托环保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创模的重点工程项目。

经各委办局和区县政府的共同努力，在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下，“污染减排”、“饮用水源保护”、“工业污染防治”、“机动车污

染防治”等创模重点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在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安全处置、循环经济等方面

工作进行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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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世博 600天行动计划启动实施

2008年，市政府批准了由上海市各相关部门编制的“迎世博

600天行动计划”,并召开了动员大会,正式启动实施该计划。在市

容环境建设和管理方面,主要包括“三大工程”,即市容市貌改观工

程、市民生活环境改善工程、城市管理水平提升工程。

通过实施“三大工程”,实现“五个明显”,即市容市貌明显改观,管理水平明显提高,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市民

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城市文明程度明显提升。全面推进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环保工作。研究并建立世博环境质量保障体系,

建设世博园区空气质量实时监控系统,并建立相应的环境质量预警系统和突发污染事故的应急响应系统,保障世博期间

的环境安全；组织编制《2010 年中国上海世博会环境报告》和《2010 年世博会绿色指南》;开展“低碳世博战略研究”。

另外，结合迎世博 600 天行动计划,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做好扬尘、噪声等污染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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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投入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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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环保投入约 422.37 亿元，占同

期上海市生产总值(GDP)的 3.08％。其中，城市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 284.29 亿元;污染源治理投

资为 56.39 亿元;生态建设投资为 13.18 亿元;环境

能力建设投资为 12.67 亿元;环保设施运转费为

41.10 亿元;循环经济及其他方面投资为 14.74 亿

元;分别占投资的 67.31％、13.35％、3.12％、

3.00％、9.73％和 3.49％。

全市污染源普查任务顺利完成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是“十一五”期间重大的国情调查。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市和区县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及其

办公室，编制了《上海市污染源普查方案》;组建了市、区、街道三级普查工作机构，多渠道聘用各类普查人员近万人;落实

普查经费超过亿元;开展多层次技术培训，受训人员超过 5万人次。

2008年，对全市约 10万多个污染源进行了全面调查,掌握了 4.8万个工业污染源、1.7万个农业污染源和 3.5万个生活污染

源及 128个污染治理设施的排污情况和区域分布,为科学评价本市环境容量、加快产业结构和城市布局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配合 2008年奥运会分赛场赛事以及 2010年世博会的举行,控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除保质保量完成国家普查规定的指标体

系外,结合本市环境保护工作需要,增加了可挥发性有机物(VOC)的普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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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苏浙两省一市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初步建立

为贯彻国务院《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落实沪苏浙两省一市主要领导

座谈精神，积极推进长江三角洲环境保护“一体化”进程。在两省一市环保部门多次交流、友好协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于

2008年 12月 15日在苏州市签订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合作协议(2009-2010年)》(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确定:在提高区域环境准入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创新区域环境经济政策、重点推进太湖流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加强区域大气污染控制、健全区域环境监管与应急联动机制、以及完善区域环境信息共享与发布制度等 6方面的

紧密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以共同打造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长三角,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环境保护道路。

为确保区域合作的顺利推进,沪苏浙还建

立了环境保护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区域环

境合作的重大事项,审议、决定合作的重要计划和

文件。

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稳中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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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环境监测数据显示,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保持相对稳定,有些指标比 2007 年有所改善。全市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的天数有 328 天,优良率达到 89.6％,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的年日平均浓度较 2007 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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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0.004毫克/立方米，区域降尘同比下降 0.2

吨/平方公里·月，大部分区县环境空气质量也较 2007年

有所改善;全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长江口水

质状况较 2007年有所好转，全市水环境重点整治河道和

水环境质量考核断面水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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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基本持平，黑臭断面均有所减少;本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和夜间的平均等效声级较 2007 年有所上升，但均

达到国家相应功能的标准要求;辐射环境未见异常变化，本市环境介质中的各种放射性核素处于正常水平,电磁辐射环境背

景无明显变化，主要电磁辐射设备周围环境的工频电场、工频感应强度和综合电场强度均符合《500 千伏超高压送变电工

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中推荐的考核限值和《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中的相关规定。

2008 年新建绿地 1190 公顷。其中,公共绿地 568 公顷。至年末,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38％，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12.51

平方米。林业建设稳步推进。全年造林 1915 公顷。其中,防护林 328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 11.6％。

金桥出口加工区继莘庄工业区建成为本市第二家“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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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状况

环境空气质量

2008年，本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与 2007年基本持平。本市环境空气质量为优良的天数有 328天,与 2007年持平。

优良率为 89.6％，较 2007年下降 0.3个百分点。全年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的有 313天，占总数的 85.5％;首要污染物

为二氧化硫的有 37天，占总数的 10.1％;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的有 9天，占总数的 2.5％;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同为首

要污染物的有 5天，占总数的 1.4％;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氮同为首要污染物的有 1天,占总数的 0.3％;二氧化硫和二氧化

氮同为首要污染物的有 1天,占总数的 0.3％。

近 5年(2004～2008年)的监测数据表明,本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已连续六年高于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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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4～2008 年本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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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4～2008 年本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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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年(2004～2008年)的监测数据表明,本市二氧化硫年日均值除 2005年略高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外，其余均低于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二氧化硫污染总体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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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4～2008 年本市二氧化硫变化趋势图

二氧化氮

2008年,本市二氧化氮年日均值为 0.056毫克/立方米,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中的年平均限值,较

2007年上升 0.002毫克/立方米。

近 5年(2004～2008年)的监测数据表明，本市二氧化氮年日均值均低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二氧化氮污染

总体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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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4～2008 年本市二氧化氮变化趋势图

酸雨和降尘

2008年,全市降水 pH平均值为 4.39,酸雨频率为 79.2％,较 2007年上升 3.6个百分点。
全市区域平均降尘量为 7.8吨/平方公里·月,道路降尘量年均值为 22.8吨/平方公里·月,与 2007年相比,区域降尘量下降
0.2吨/平方公里·月,道路降尘量上升 1.7吨/平方公里·月。

近 5年(2004～2008年)的监测数据表明,本市酸雨污染呈逐年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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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4～2008 年本市酸雨变化趋势图

水环境质量

2008年，本市水环境质量总体与 2007年基本持平。黄浦江和苏州河总体水质状况较 2007年有所下降，长江口总体水

质状况较 2007年有所好转，全市水环境重点整治河道和水环境质量考核河道总体水质状况与 2007年基本持平（以溶

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化学需氧量、石油类、挥发酚、总磷、铜、汞、镉、氰化物 12项污染

物作为主要污染因子进行综合评价，水质综合污染指数的计算和水质污染程度的判别方法详见附录）。

黄浦江

根据上海市水环境功能区划和相应的水质控制标准，黄浦江淀峰和松浦大桥 2个断面水质控制标准为 II类

水，临江断面水质控制标准为 III类水，南市水厂、杨浦大桥和吴淞口 3个断面水质控制标准为 IV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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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4～2008 年本市酸雨变化趋势图

水环境质量

2008年，本市水环境质量总体与 2007年基本持平。黄浦江和苏州河总体水质状况较 2007年有所下降，长江口总体水

质状况较 2007年有所好转，全市水环境重点整治河道和水环境质量考核河道总体水质状况与 2007年基本持平（以溶

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化学需氧量、石油类、挥发酚、总磷、铜、汞、镉、氰化物 12项污染

物作为主要污染因子进行综合评价，水质综合污染指数的计算和水质污染程度的判别方法详见附录）。

黄浦江

根据上海市水环境功能区划和相应的水质控制标准，黄浦江淀峰和松浦大桥 2个断面水质控制标准为 II类

水，临江断面水质控制标准为 III类水，南市水厂、杨浦大桥和吴淞口 3个断面水质控制标准为 IV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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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好转，白鹤、黄渡、武宁路桥和浙江路桥 4个断面的水质有所下降。苏州河总体水质状况有所下降。

近 5年（2004～2008 年）的监测数据显示，苏州河总体水质状况有所好转。

图 2 2004～2008年苏州河水质综合污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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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

根据上海市水环境功能区划和相应的水质控制标准，长江口水域水质控制标准为 II 类水。

与 2007 年相比，2008 年长江口徐六泾断面的水质基本持平，浏河、吴淞口、竹园和朝阳农场 4个断面的水质有所

好转，白龙港断面的水质有所下降。长江口总体水质状况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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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年（2004～2008 年）的监测数据显示，2005 年起长江口总体水质状况逐年好转。

图 3 2004～2008年长江口水质综合污染指数

水环境重点整治河道

2008年，全市水环境重点整治河道监测涉及 16个区县的 35条考核河道计 40个断面，综合水质指数在 2.3～

7.9之间。其中，中心城区重点整治河道综合水质指数在 5.0～7.9之间，郊区重点整治河道综合水质指数在 2.3～7.0之

间。郊区河道总体水质优于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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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全市各区县的综合水质指数

在 2.4～6.9 之间，其中，宝山区和长宁区最高，

崇明县最低。16 个区县中，虹口区、金山区、

南汇区、奉贤区和崇明县所有监测断面的水质达

到相应的水环境功能区要求，达标率为 100％；

普陀区、闸北区和杨浦区部分监测断面的水质达到相应的水环境功能区要求；其余 8个区所有监测断面的水质

均未达到相应的水环境功能区要求。与 2007 相比，全市水环境重点整治河道总体水质基本持平，但全市水环境重点整治

河道黑臭断面数有所减少。

水环境质量考核断面

2008年，全市水环境质量考核涉及 16个区县的 36条河道计 48个断面，综合水质指数在 2.2～7.9之间。其

中，中心城区考核断面综合水质指数在 4.2～7.9之间，郊区考核断面综合水质指数在 2.200—7.031之间。郊区河道总

体水质优于中心城区。

2008年，全市各区县综合水质指数在 2.4～6.8之间，其中，宝山区最高，崇明县最低。16个区县中，虹口

区和崇明县所有考核断面的水质均达到相应的水环境功能区要求，达标率为 100％；长宁区、普陀区、闸北区、杨浦

区、浦东新区、嘉定区、金山区、南汇区、奉贤区和青浦区部分考核断面的水质达到相应的水环境功能区要求；其余

4个区所有考核断面的水质均未达到相应的水环境功能区要求。

与 2007年相比，全市水环境质量考核断面总体水质基本持平，但全市水环境质量考核河道黑臭断面有所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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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质量

2008年，本市区域环境噪声达到相应功能的标准要求，但道路交通噪声未能达到相应功能的标准要求。

区域环境噪声

2008 年，本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时段的平均等效声级为 57.0dB(A),较 2007 年上升 0.2dB(A);夜间时段的

平均等效声级为 49.9dB(A),较 2007 年上升 0.5dB(A)。

近 5 年(2004～2008 年)的监测数据表明，本市区域环境噪声均达到相应功能的标准要求,总体保持稳定。

道路交通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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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本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

时段的平均等效声级为71.4dB(A),较 2007

年下降 0.5dB(A);夜间时段的平均等效声

级为 66.4dB(A),较 2007年上升 0.5dB(A)。

主要道路交通干线昼间和夜间时段的平均

车流量分别为 2032 辆/小时和 1137 辆/小

时,与2007年相比,昼间和夜间时段的平均

车流量分别减少 160 辆/小时和 33 辆/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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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年(2004～2008年)的监测数据表明,本市道路交通噪声均未能达到相应功能的标准要求,总体保持稳定。

2008 年上海市网格环境噪声声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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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

环境规划

2008 年，为全面推进上海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工作,本市编制完成了《上海市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规划》,以及《水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交通污染防治专项规划》、《节能减排专项规划》和《工业污染防治专

项规划》等 4个专项规划,市政府于 12 月 30 日正式上报环境保护部。

编制完成《上海市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2009-2011 年)》(送审稿)。该计划贯彻了“治本为先,城乡

一体”的指导思想,更加注重环境基础设施完善和确保环境安全,更加注重解决好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突出环境问题,更加注重以环境优化发展和污染源头预防,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提出了总体目标、

主要指标,七大领域安排 260 多个项目,投入资金约 820 亿元

2008 年 5 月,市环保局发布了《上海市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规划(2008 年-2012 年)》。积极履行环境保护国

际公约,编制了《上海市加速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工作实施方案(2008-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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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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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政府批准,发布了修订后的“上海市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划”,环境噪声适用区划适用范围从原仅限于城

市区域扩展到全市范围;制定了《上海市放射性污染防治的若干规定》(草案);研究制定了排污许可证制度实施方案,规范

了电子废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的处理处置和监管;开展了《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的立法调研工作,形成了草

案征求意见稿。

按照环境保护部的要求,建立执法后督察制度并开展了试点,推进重点监管企业环境监督员试点工作。重点开展

了奥运期间专项执法、饮用水源整治后督察、城镇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电厂和钢铁行业脱硫以及太湖流域污染企

业等执法检查。

“6·5”世界

环境日和 2008 年底,分

两批公布了全市环保违

法企业名单共 1165 户

次,对严重环境违法案

件和违法单位,实行分

级分批挂牌督办,并组

织媒体曝光,加强了社

会监督,确保了整改措

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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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政策

在落实燃煤电厂脱硫设施建设和上网电价补

贴政策、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污水处理厂运行费用补

贴政策和郊区污水厂管网建设补贴政策的同时,2008

年重点出台了三项经济激励政策:一是污水处理厂 COD

超量减排奖励政策;二是 SO2 超量减排奖励政策;三是

燃煤电厂烟气脱硫费建设费用补贴办法，对提前建成脱

硫设施的机组适当提高了补贴标准。这些政策的实施,

有效地挖掘了企业的减排潜力,实现了早减排、多减排。

围绕污染减排和污染源长效管理工作,研究和制定排污许可证制度的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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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

加强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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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针对当前经济形势,一方面,严格

按照市委市政府“四条标准”要求，

加快审批符合中央和本市政策要求的

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另一方面,

进一步严格环境准入，把好环评审查

关,防止降低环保要求盲目引进项目

现象的发生。

继续推进规划环评和区域环评。完成了杭州湾化工集中区域环评和黄浦江北延伸段结构规划等 3个规划环评,

对星火工业区等 7个工业区以及光明集团实施了区域和行业限批,充分发挥了环境影响评价的“控制阀”作用。积极参

与沪杭磁浮工程、江桥垃圾焚烧厂、青草沙水库等一批重大工程的前期协调和环评审批,完成了 415 个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的审批,并加强了项目中后期管理和公众参与等工作。

继续严格执行“批项目,核总量”制度。全市共审批环评文件 11082 个,其中环评报告书 251 个,环评表 7863

个,登记表 296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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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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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本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围绕“中心城区河道消除黑臭，郊区河道基本达到功能区标准，全市河道

水质持续改善”的目标,以第三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各区县水环境质量和重点整治河道评估监测工作为重点，加强

地表水环境质量常规监测,包括污染物入境通量监测、水环境功能区水质监测、水环境生态监测、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

参与国家近海网、长江网、太湖网的水质监测工作，开展了苏州河生态恢复和淀山湖富营养化状况的监测工作。

全年共获得地表水、空气、噪声、生物和放射性等环境要素监测数据 335.81 万个,其中，自动监测数据 304.80

万个,水质常规监测数据 10.47 万个,环境空气监测数据 1.45 万个,噪声、生物和放射性监测数据 19.09 万个。

对 146 家市级环保重点监管企业进行了监督监测,实施突击抽查监测 85 次,共获得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 1.89

万个,其中,废水监测数据 1.36 万个,工业炉窑、废气监测数据 0.53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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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察

围绕“迎奥运”、“迎世博”和污染减排等中心工作,继续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

环保专项行动。全市环境监察队伍对污染源现场执法共出动 21995 批次、58562 人次，现场监察企事业单位 47410 户

次。查处行政违法案件 1378 起,涉及违法单位 1394 户,罚款 3730 万元。全市征收排污费 2.91 亿元。

为确保污染减排数据的准确性，加快重点污染源的在线监测建设。全面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测建设,

已建成运行的 45 家城镇污水厂全面完成在线监测设备安装和联网,继续推进大气重点污染源的在线监测的联网验收、

整改和规范化管理,基本建成了全市环保重点监管企业的在线监测系统,实施对污染物排放的定时连续监控。

本市环保热线共处理各类突发环境事件 86 起,环境监察部门及时赶到现场,妥善处置,未对周围环境造成严

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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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技

2008 年,本市开展重点科研项目 43 项,为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和技术支撑。围绕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的编制，开展了“第四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提前实施方案研究”、“上海市循环经济重点领域研究”等;围绕

世博会环境保障,开展了“《2010 年世博会绿色指南》研究和编制”、“2010 年世博会环境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和“低

碳世博”等研究;围绕污染减排,开展了“固定源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方案”、“上海市污水处理厂氮、磷减排对策

研究”等。

2008 年 6 月,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和市环保局联合组织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加快推进本市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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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循环经济。此次试点包括宝山区、金桥出口加工区、上海通用汽车、同济大学等,共 28 家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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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察

全市有 1个街道、2

个镇建成“无燃煤区”,创

建面积 30.25 平方公里;1 个

街道建成“基本无燃煤

区”，创建面积 7.54 平方公

里;3 个区、8个街道、6个镇

建成“扬尘污染控制区”

创建面积 114 平方公里;各区县的镇、工业园区建成“烟尘控制区”面积达 69 平方公里。南汇区时代华亭等

8个小区被命名为“安静居住小区”;金山区廊下镇、南汇区城市建成区被授予“环境噪声达标区(镇)”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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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受理

2008 年，全市环保系统共受理环境污染投诉 37573 件,其中,来信 2817 件/32950 人次,办结率为 96.7％;来电

31425 件，办结率为 99.7％;来访 956 批/2223 人次,办结率为 97.8％;电子邮件 2375 件,办结率为 99.1％。

根据投诉内容分类:水污染投诉2698件,大气污染投诉12071件,噪声污染投诉13843件,固废污染投诉235件,

放射性污染投诉 21 件,电磁辐射投诉 978 件,油烟气污染投诉 2810 件,危险化学品投诉 70 件,农业化肥污染投诉 66 件,

畜牧养殖污染投诉 52 件,新建项目投诉 444 件,环境监测投诉 5件,其他污染投诉 4280 件,分别占环境污染投诉总量的

7.2％、32.1％、36.8％、0.6％、0.06％、2.6％、7.5％、0.2％、0.2％、0.1％、1.2％、0.01％和 11.4％。

公众参与

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

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十分关注上

海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积极为上海

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

献计谋策。“两会”期间,环保部门

共收到 61 件人大书面意见和政协提

案，不少建议和意见得到了市政府的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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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奥运”、“生态世博”、“污染减排”、创建国家模范城市、全面推进第三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为

内容，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各区县环保部门、各乡镇、社区开展“节能减排我行动”、“小行动大改变”等公

益活动,在媒体公布了一批环保违法企业名单,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公益性活动和监督企业排污行动。

2008 年世界环境日期间,

全市围绕“迎世博,创建国家环保模

范城市”和 2008 年世界环境日的

中国主题“绿色奥运与环境友好型

社会”,结合联合国环境署主题“转

变传统方式,推进低碳经济”,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环保宣传活动。

中华环保世纪行（上海）宣传活动围绕“迎世博,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主题,组织记者进行了集中采

访。开展了“2007 年中华环保世纪行（上海）宣传活动好新闻”的评选工作。

《上海环境》和《上海环境热线》加强了政务信息公开、环境网络宣传,网站浏览量达 4610793 人次。“创

绿”工作继续取得进展，开展了第五批上海市绿色学校推荐、评审和命名活动。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思南路幼儿园

等 20 所学校被命名为“上海市绿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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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2008 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合作开展的“环境友好型城市动议项

目”正式签约并全面启动;与美国国家环保局合作“上海环境空气质量动态发布系统(AIRNow-I)项目”正式启动。

与美国环保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与休斯顿市市长办公室签订协议,建立了“休斯顿市和上海市政府环境合

作伙伴关系”。

成功举办“上海环境与发展国际咨询研讨会”,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国

家环境保护部以及本市相关委办局、区县政府、各国驻沪机构代表和企业界代表约 100 人参加了会议。

全年接待了国际环境交流来访 79 批,共计 427 人次。邀请国外专家 5批共 10 人次来沪讲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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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水质综合污染指数法

一、水质综合污染指数的计算

由于不同类别水体的水质要求有差异，利用单一标准来评价水质的优劣是不可取的，故在计算水质污染指数时，

按照水体功能对应的标准进行计算。

水质综合污染指数的计算是在单项污染指数评价的基础上计算得到的。考虑到上海地表水污染特点，在计算水质

综合污染指数时选择了上海市具有代表性的污染物，包括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

类、挥发酚、总磷和汞，其余监测项目在上海市水体中基本上都能满足相应的地表水功能要求（溶解氧虽超标，但主

要是由其它污染物引起的，且计算指数时存在一定困难，故没有纳入综合污染指数计算范围内）。

单项污染指数的计算方法： Pi=Ci/Si
Ci—污染物实测浓度；
Si—相应类别的标准值。

综合污染指数的计算方法： P i=1＝1/n ΣPi

n：为 8，即参与评价的八个项目。
应该注意到，水质综合污染指数的计算是基于不同类别标准的基础计算得到的，所以综合污染指数的比较只能在同一

类别水体中进行，也可以进行年际比较，但不同类别的水体之间缺少可比性。

二、水质污染程度的判别

根据水质综合污染指数来判别污染程度是相对的，即对应于水体功能要求评判其污染程度。如 II类水体的水质要
求明显高于 III类、IV类、V类水体，假如不同类别水体的水质相同，则要求越高的水体，其对应的污染程度越严重。
根据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判别水质污染程度必须基于下述条件。

2.1 污染程度是对应于相应类别的水质要求的。
2.2 污染程度的分级是为了定性反映水质的现状，水体污染说明该水域原定的功能不能安全、全面地发挥效应，

其功能得不到保证。不同功能水体即使达到相同的污染程度，其危害和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

2.3 根据水质综合指数的大小可将水体分为合格、基本合格、污染和重污染四类。不同类型水体相对应的综合指
数和水质现状阐述如下：

合格：P≤0.8，各项水质指标基本上能达到相应的功能标准，即使有个别指标超标，但超标倍数较小（1倍以内），
水体功能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没有明显的制约因素。

基本合格：0.8<P≤1.0，有少数指标超过相应类别的标准，但这些指标不直接影响到水体功能效应，水体功能没有
受到明显损害，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某些因素（水质指标）的制约。

污染：1.0<P≤2.0，由于综合指数已明显超过 1.0的标准限值，多项指标值已超过相应的标准值，其水体功能明显
受到制约，要充分发挥水体的原有功能需采取一定的工程性或非工程性措施，水质对应于其功能已受到污染。

重污染：P>2.0，各项水体指标的总体均值已超过标准 1倍以上，部分指标可能超过标准数倍，水体功能已受到严
重危害，如不采取必要的措施，直接利用其水体功能可能是危险的。对这类水体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或改变其功能，

或付诸行动开展污染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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