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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2009 年是本市迎世博、应对经济危机的关键一年，是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

计划的开局年，也是推进“十一五”污染减排的攻坚年。在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全市围绕“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大

局，以“迎世博”为契机，以滚动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以污染减排

为核心，进一步加大了环保工作推进力度，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进展良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并提前

一年实现“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全市环境质量总体稳中趋好。

环境空气质量总体呈现好转趋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首次超过 90％，达到

91.5％；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黄浦江、苏州河总体水质有所改善；声环

境质量基本稳定；辐射环境质量保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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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状况

水环境质量

2009 年，上海市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黄浦江总体水质状况略有改善，

苏州河总体水质状况轻微改善，长江口总体水质状况较 2008 年有所好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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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2008 年相比，2009 年黄浦江淀峰、松浦大桥、临江、南市水厂、杨浦

大桥和吴淞口断面水质综合污染指数（计算方法附后）分别下降 8.3％、5.3％、

11.1％、15.3％、5.5％和 4.1％。黄浦江总体水质状况略有改善。

近五年（2005－2009 年）的监测数据表明，2005－2008 年黄浦江总体水

质状况基本保持稳定，2009 年黄浦江总体水质状况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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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5－2009 年黄浦江水质综合污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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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州河

根据上海市水环境功能区划和相应的水质控制标准，苏州河白鹤断面水质

控制标准为 IV 类水，黄渡、华漕、北新泾桥、武宁路桥和浙江路桥 5 个断面

水质控制标准为 V类水。

与 2008 年相比，2009 年苏州河白鹤、黄渡、华漕、北新泾桥、武宁路桥

和浙江路桥断面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分别下降 17.6％、20.7％、19.3％、12.5％、

9.0％和 6.4％。苏州河总体水质状况轻微改善。

近五年（2005－2009 年）的监测数据表明，苏州河总体水质状况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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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5－2009 年苏州河水质综合污染指数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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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相比，2009 年长江口徐六泾、浏河和白龙港断面水质综合污染

指数分别下降 1.5％、8.3％和 13.5％，吴淞口、竹园和朝阳农场断面水质综

合污染指数分别上升 3.4％、 1.2％和 4.1％。长江口总体水质状况有所好转。

近五年（2005－2009 年）的监测数据表明，长江口总体水质状况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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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5－2009 年长江口水质综合污染指数

4.水环境重点整治河道

2009 年，全市水环境重点整治河道监测涉及宝山、闵行、浦东、嘉定、金

山、松江、奉贤、青浦等 8个区的 27 条考核河道计 27 个断面，水质综合污染

指数（选择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 5项主要污

染物，采用 III 类水标准计算得出，下同）在 1.13－3.88 之间。其中，中心

城区重点整治河道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在 1.33－3.15 之间，郊区重点整治河道水

质综合污染指数在 1.13－3.88 之间。郊区重点整治河道总体水质与中心城区基

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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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8个区的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在 1.30－3.05 之间，其中，

青浦区最高，奉贤区最低。8个区中，奉贤区所有监测断面的水质均达

到相应的水环境功能区要求，达标率为 100％；闵行区和浦东新区部分

监测断面的水质达到相应的水环境功能区要求；其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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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水环境质量考核断面

2009 年，全市水环境质量考核涉及徐汇、长宁、普陀、闸北、虹

口、杨浦、宝山、闵行、浦东、嘉定、金山、松江、奉贤、青浦、崇

明等 15 个区县的 41 条河道计 58 个断面，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在 0.57

－4.45之间。其中，中心城区考核断面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在1.08－4.45

之间，郊区考核断面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在 0.57－3.47 之间。郊区河道

总体水质优于中心城区。

2009 年，15 个区县的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在 0.63－3.59 之间，其

中，普陀区最高，崇明县最低。15 个区县中，虹口区、奉贤区和崇明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ont.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qxz.htm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03.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05.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ont.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qxz.htm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04.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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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浦东新区、金山区和松江区部分断面达到相应的水环

境功能区要求；其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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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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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

2009 年，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为优良的天数有 334 天，较 2008 年增加 6

天。其中，一级天数有 107 天（占 29.3％），为历年最多；优良率首次超过 90％，

达 91.5％，较 2008 年上升 1.9 个百分点。全年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的

有 344 天，占总数的 94.25％；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的有 14 天，占总数的

3.84％；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的有 3天，占总数的 0.82％；可吸入颗粒物和

二氧化硫同为首要污染物的有 1天，占总数的 0.27％；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

氮同为首要污染物的有 3天，占总数的 0.82％。

近五年（2005－2009 年）的监测数据表明，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已

经连续五年高于 88％，并总体呈现改善趋势。

图 4 2005－2009 年本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变化趋势图

1.可吸入颗粒物

2009 年，上海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日均值为 0.081 毫克/立方米，

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较 2008 年下降 0.003 毫克/立方米。

近五年（2005－2009 年）的监测数据表明，上海市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均值

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可吸入颗粒物污染总体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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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5－2009 年本市可吸入颗粒物变化趋势图

2.二氧化硫

2009 年，上海市二氧化硫（SO2）年日均值为 0.035 毫克/立方米，达到国

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较 2008 年下降 0.016 毫克/立方米。

近五年（2005－2009 年）的监测数据表明，除 2005 年外，上海市二氧化

硫年日均值均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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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05－2009 年本市二氧化硫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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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氧化氮

2009 年，上海市二氧化氮（NO2）年日均值为 0.053 毫克/立方米，达到国

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较 2008 年下降 0.003 毫克/立方米。

近五年（2005－2009 年）的监测数据表明，上海市二氧化氮年日均值均达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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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05－2009 年本市二氧化氮变化趋势图

4.酸雨和降尘

2009 年，全市降水 pH 平均值为 4.66，酸雨频率为 74.9％，较 2008 年下

降 4.3 个百分点。

全市区域平均降尘量为 7.4 吨/平方公里·月，道路降尘量年均值为 21.4

吨/平方公里·月，与 2008 年相比，区域降尘量下降 0.4 吨/平方公里 ·月，

道路降尘量下降 1.4 吨/ 平方公里·月。

近五年（2005－2009 年）的监测数据表明，上海市酸雨污染总体呈上升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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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05－2009 年本市酸雨和降水 pH 值变化趋势图

声环境质量

2009 年，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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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间时段未能达到相应功能的标准要求。

1.区域环境噪声

2009年，上海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时段的平均等效声级为54.9dB

（A），较 2008 年下降 2.1dB（A）；夜间时段的平均等效声级为 47.8dB

（A），较 2008 年下降 2.1dB（A）。

近五年（2005－2009 年）的监测数据表明，上海市区域环境噪声

均达到相应功能的标准要求，2005－2008 年总体保持稳定，2009 年

较 2008 年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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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路交通噪声

2009 年，上海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时段的平均等效声级为 69.8dB（A），

较 2008 年下降 1.6dB（A）；夜间时段的平均等效声级为 64.4dB（A），较 2008

年下降 2.0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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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

辆/小时和 948 辆/小时，与 2008 年相比，昼间和夜间时段的平均车流量分别减

少 190 辆/小时和 189 辆/小时。

近五年（2005－2009 年）的监测数据表明，2005－2008 年上海市道路交通

噪声均未能达到相应功能的标准要求，总体保持稳定，2009 年上海市道路交通

噪声昼间时段达到相应功能的标准要求，较 2008 年有所好转。

2009 年上海市网格环境噪声声级分布

辐射环境质量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ont.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qxz.htm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08.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0.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ont.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qxz.htm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09.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1.html


2009 年，上海市辐射环境质量总体情况良好。

1.电离辐射

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方面，对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γ辐射累积剂量的

监测及气溶胶、雨水沉降物、水汽、地表水、地下水、海水、土壤等样品的分

析结果表明，本市空气、水体、土壤等介质中的放射性核素浓度处于正常水平，

全市各监测点的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与历年的监测结果相当。

核与辐射技术应用方面，对伴生放射性矿物利用设施、非密封放射源使用

场所、密封放射源使用场所、加速器使用场所及射线装置使用场所周围环境的

监测结果表明，γ辐射水平均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中规定的年累积剂量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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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磁辐射

电磁辐射环境方面，对上海动物园、共青森林公园、龙华烈士陵园、世纪

公园、陆家嘴中心花园、人民公园、奉贤古华园及嘉定孔庙共 8个背景点进行

监测，工频电场强度为 0.105－ 0.604 伏特/米，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29－

0.203 微特斯拉，综合电场强度为 0.42－1.06 伏特/米。与历年相比，本市电

磁辐射环境背景值无明显变化。

电磁辐射设施方面，对东方明珠等 6 个广播发射塔、500 千伏南桥变电站

等 4个变电站、500 千伏桥行输电线等 4条高压送电线、卫星地球站、浦东机

场雷达站、移动通信基站、磁悬浮列车及电气化铁路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

主要电磁辐射设施周围环境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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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荐限值规定和《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中的

相关要求。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ont.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qxz.htm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09.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1.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ont.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qxz.htm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0.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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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进展

迎世博环境保障

结合迎世博 600 天行动计划等工作，围绕 2010 年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

美好”主题，迎世博环境保障工作得到全面推进，当前突出的一些环境问题得

到缓解，环境面貌进一步改善。

1.迎世博环境安全保障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ont.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qxz.htm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1.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3.html


饮用水源安全保障 对全市在用的取水口周边 16 平方公里及黄浦江上游水源

保护区范围内的化工、制药、电镀、印染等 8类风险企业落实了限期关闭、跟

踪监管等措施，对黄浦江上游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浮吊船进行了全面清理，并对

进入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的危险品运输船舶安装了 GPS 全球卫星定位仪，以

确保世博饮水安全。

辐射环境安全保障 制定了上海世博会期间放射性同位素生产、销售、使用、运

输、贮存、处置六个环节的管控措施，组织各区县环保局对全市放射性同位素

利用单位进行了反恐督导检查。召开了全市各探伤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世博会

期间γ探伤源管控工作座谈会”，落实世博会期间γ探伤源的管控措施。牵头

组织本市相关部门、单位开展了跃龙化工厂放射性废物处置工作。

危险废物应急处置 完成了本市社会化应急处置队伍建设，落实了危险废物持证

单位应急预案编制与应急演练，基本形成本市反恐应急体系。2009 年，妥善完

成了 4家企业搬迁遗留剧毒化学品的清除工作，应急处理了 12 起危险废物污染

突发事件，共处理处置突发事件危险废物 60 余吨。

2.迎世博环境整治

扬尘污染控制 在全市已经建立的区域、道路降尘监测网络基础上，2009 年开

展了世博园区、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等 15 项市政重点工程的降尘监测工作，并及

时对监测结果进行评估，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执法检查，控制扬尘污染。

12

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ont.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qxz.htm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1.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3.html


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机动车冒黑烟专项整治 为减少机动车冒黑烟现象，环保部门继续会同交警部门

采用路检和行业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机动车尾气执法监督，检测机动车 3万

多辆，对近千辆机动车尾气检测超标车辆除暂扣行驶证外，一律要求维修保养。

环保部门联合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检测公交车 17160 辆次，发出责令限期整改通

知 158 份，处罚 24 家次。

机动车禁鸣 7月至 9月，在每月两次对全市原 70 个禁鸣监测点进行监测的基

础上，增加随机监测点，并将违法鸣号的机动车有关信息提供给交警部门作为

管理参考依据。据统计，从 7月 15 日至 9月 15 日，共出动交警约 15 万人次，

查获违法鸣号 77182 起。违法鸣号现象呈现逐渐下降趋势，机动车违法鸣号率

也从上半年的 3.7％下降至 3％。

秸秆禁烧 市环保局会同市农委制订了《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秸秆禁烧工作

方案》，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责任，建立了部门协同机制和信息通报制度，通过

调整种植结构、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加强空气质量监测和预警等措施，确保

世博会举办期间环境空气质量不因秸秆焚烧而显著下降。

河道环境整治 由市水务局牵头负责，对本市 18 条区界河道采取清除垃圾、整

修边坡、拆除部分违章建筑、种植绿化、疏浚底泥等措施，进行环境综合整治。

建立河道巡查制度，重点关注世博园区周边、中心城区等重点区域以及水环境

质量薄弱、人口聚集、主要交通要道周边等区域的河道环境，并针对一些河道

突发的环境脏乱差现象，及时启动应急处置工作。

长三角区域污染联防联控 建立了世博期间长三角区域环保合作机制，明确了

两省一市联合进行电厂、机动车、秸秆焚烧等污染联防联控的工作机制和任务，

初步形成了长三角区域空气污染联防联治的良好局面。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ont.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qxz.htm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2.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4.html


3.发布世博会环境报告

2009 年 7 月 27 日，《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环境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从

全市、世博园区和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详细记录了上海自申办世博会以来的 9年

多时间里，社会各界参与和实践环境保护，共同演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世博

主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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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2009 年是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起步之年，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开局顺利。260 个项目的启动率达 83％，完成率达到

26.5％，其中，125 个建设项目完成了 26 个，135 个管理型项目完成了 43 个，

较好实现了年度计划目标。一批重点难点项目陆续建成或取得明显进展。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ont.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qxz.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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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治理与专项 青草沙水源地建设实现水库龙口合拢，岛屿管

线和过江管的东线已全线贯通；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已建

成并通水调试，完成了青浦第二、奉贤东部等郊区污水处理厂的新建或

扩建工程，启动了白龙港污水厂扩建二期、竹园污泥处理等污水和污泥

处置项目；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工程已开始设备安装；黑臭河道

整治和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稳步推进。

大气环境治理与保护专项 “十一五”期间计划建设的燃烧电厂脱硫工程全

部建成，启动了电厂脱硝试点；112 台 10 蒸吨/小时以上工业锅炉二氧化硫治

理达标工程已完成 86 台；新车提前实施国Ⅳ标准工作推进顺利，保障国Ⅳ标准

油品供应的汽油脱硫装置建设如期完成，5座机动车 I/M 检测示范站完成验收，

完成了 177 座加油站的油气回收设施改造。

固体废物利用与处置和噪声污染控制专项 市区生活垃圾内河集装化转运

系统已投入试运行，建成了老港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和污水永久排水通

道工程；医疗废物处置完善工程的处置设施已基本完成，部分生产线开始正式

运行；461 个高架道路沿线噪声敏感点治理已基本结束。



工业污染防治专项 吴泾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已进入冲刺阶段，上海焦化有限公司

污染严重的 2#、3#焦炉及煤焦油生产线已全部关闭；金山卫化工集中区域环境综合整

治实施计划纲要获市政府批复同意，部分项目已开始实施；工业区污水纳管工作全面

推进。

14

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专项 老港风力发电项目已基本建成，8个循环经济

试点项目推进顺利，出台了循环经济补贴政策。

农业与农村环境保护专项 绿肥、商品有机肥和专用配方肥的年度推广任

务已完成；共完成了 118 个村庄综合改造，受益农户超过 2万户。

生态保护与建设专项 世博园区生态建设工作绝大部分已完成，崇明生态

环境建设正在抓紧推进；杨浦大连路绿地等 5块公共绿地已完成建设，上海辰

山植物园将在世博前开园。

政策和机制专项 至 2009 年底，共有 19 项政策、条例和能力建设完成制

定或落实。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ont.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qxz.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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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5.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o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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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减排

为确保完成 2009 年减排任务，市环保局会同相关部门，从加强领导、推进减排工程建设、规范运行管理、落实奖惩责任等方面入手，有序推进

污染减排工作。

落实污染减排目标责任 制定了污染减排年度工作计划，将任务分解到各有关区县、有关委办局和具体实施单位，并将 2009 年污染减排指标完成

情况作为考核各区县和各部门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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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重点减排工程建设 污水处理方面，2009 年建成了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

升级改造（170 万立方米/天）等一批污水处理工程，完成污水收集管网 150 余公里。

电厂脱硫方面，建成了上海石化 2台机组和宝钢电厂 1台机组共 47.5 万千瓦脱硫设

施，累计建成 1067 万千瓦机组的脱硫设施。

持续推进结构调整 2009 年全市完成产业结构调整项目 846 项；按期关停

了杨树浦电厂和闵行电厂共 21 万千瓦燃煤小机组。持续推进清洁能源替代，累

计实施清洁能源替代 6000 多台（眼）炉窑，关停了上海焦化有限公司 2台焦炉

等一批污染重的工业窑炉。

进一步加强对减排设施的监管 在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的基础上，对已建减

排设施开展了定期的现场核查。目前已建减排设施总体运行管理状况良好，白

龙港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接近一级 B标准，电厂脱硫设施脱硫效率基本达到

90％以上。

推进减排激励政策的落实 共有 7家电厂和 30 座污水处理厂享受了超量削减补贴，有效地挖掘了企业减排潜力。出台了《上海市脱硫石膏综合利

用和安全处置实施方案》，明确在 2009-2011 年间对利用脱硫石膏的企业予以补贴。

经环境保护部核定，2009 年上海市 COD 排放量为 24.34 万吨，在 2008 年的基础上削减 8.74％；SO2 排放量为 37.89 万吨，在 2008 年的基础上

削减 15.05％。两项污染物的年度削减比例双双位居全国第一，并提前一年实现“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ont.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qxz.htm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5.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7.html


水源地保护

2009 年，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多次修改完善，完成了《黄浦江上游、青草沙、陈行

和东风西沙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编制，启动了保护区红线定界工作，完成了黄浦

江上游与陈行水库一级、二级保护区内清拆和整治对象的调查排摸工作，并完成了陈行水

库一级保护区 8.5 公里的围栏建设和 30 余块警示标志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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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立了饮用水源生态补偿机制。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本市建立健全生

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沪府〔2009〕82 号），青浦、松江等 7个区县获得

了市财政下达的 2009 年度饮用水源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

固体废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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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本市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规划的推进落实，本市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置能力不

断健康发展，布局不断调整优化，危险废物的非法转移得到有效遏制。2009 年，纳入本市危险废

物管理（转移）计划备案企业达到 3807 家，危险废物 2009 年度本市转移量为 24.3 万吨，跨省

市转移量为 4.02 万吨。

本市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网络进一步得到完善。 2009 年共有 49 家持有“上海市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的企业，其中安全填埋类 1家，焚烧处理类 11 家，物理化学处理类 14 家，综合利用类

23 家，年处理处置能力达到 39.3 万吨。

2009 年，本市共集中无害化处置医疗废物 1.5 万吨，疑似 H1N1 甲型流感

废物 137 吨，确保了城市环境安全。

2009 年，本市新增 2家电子废物拆解、利用、处置企业，累计企业已达 7

家，其中 3 家被招标确定为家电“以旧换新”的废旧家电拆解、处置企业。3

家企业全年共接受拆解“四机一脑”（即废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和电脑）

50 余万台。

污染源普查成果开发与应用

2009 年，上海市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顺利通过了国家污染源普查领

导小组验收，《上海市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报告》被评为二等奖。在普查基

础上，梳理分析了本市工业源 VOCs 排放的区域分布和行业分布，研究提出了

上海市主要污染源 VOCs 排放清单，并通过了专家验收。

1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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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普查数据，市环保局对污染源普查成果作了进一步

开发。利用 GIS 技术，对重点污染源进行了空间定位，建立了“上海市污染源

普查数据综合分析系统”，可按不同区域对污染源普查数据进行编辑、查询、

统计和汇总分析。该成果已初步应用于环境管理和决策制定工作中，协助相关

部门完成上海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上海市浦东新区战略环评、世博空气保

障计划编制等工作，并成为上海市“十二五”环保规划编制的重要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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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

环保投入

2009 年，全市环保投入约 460.42 亿元，占同期上海市生产总值(GDP)的

3.09％。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 282.74 亿元；污染源治理投资为

99.27 亿元；生态建设投资为 12.20 亿元；环境能力建设投资为 2.30 亿元；环

保设施运转费为 38.77 亿元；循环经济及其他方面投资为 25.14 亿元；分别占

投资的 61.41％、21.56％、2.65％、0.50％、8.42％和 5.46％。

环境规划

完成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

根据环境保护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市环保局、市发展改革

委会同市政府有关部门开展了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工作。

评估结果显示：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上海市“十一五”环

境保护工作总体进展良好，并预计 2010 年能够完成国家下达给我市

的“十一五”环境保护目标和指标。其中，预期性指标中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率已经多年保持在 85％以上，长江口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在

90％以上，机动车定期检测率已经达到 80％以上，扬尘和烟尘控制区正在按计

划顺利开展，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水耗指标已提前完成规划目标任务，环保投

入在近几年均占到全市国民生产总值 3％以上。约束性指标中城镇污水二级生

化处理率已达到 75.5％，超过预期到 2008 年达到 75％的目标，预计到 2010 年

可达到 80％以上。工业区污水管网完成全覆盖，2008 年集中处理率达到 90％

以上，预计到 2010 年可顺利完成规划目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2008 年达

到 76.9％，预计到 2010 年可以达到 80％－85％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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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启动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

根据国家、市政府的部署，2009 年上海市环保部门全面开展了环境保护“十

二五”规划编制工作。

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将总体设计和统筹“十二五”时期本市环境保护

各项工作，推动落实科学发展观、探索环保新道路、推进历史性转变、建设生

态文明、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重点是研究提出上海市环境保护“十二

五”规划基本思路和规划纲要；研究制定中长期战略、总量控制、产业发展污

染防治、水环境保护、大气环境保护、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农村与生态保护、

辐射环境等专项规划；参与 13 个上海市“十二五”相关重点规划的研究工作，

如：产业结构和布局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能源规划等，发挥环保部门在政府

综合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至 2009 年底，已形成上海市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基本思路，提出了“十

二五”期间环境保护工作的“四个着力点，八大领域”。纵向上以削减总量、

提高质量、防范风险、优化发展作为四个着力点，横向上以水、大气、固体废

物、工业、农业与农村、生态、噪声、辐射为八大重点领域。重点研究如何通

过总量控制推动上海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如何通过多种污染物和区域协

同控制，进一步提高环境质量；如何通过防范环境风险，保障环境安全；如何

通过构建环保主动预防体系，发挥优化经济发展作用。

环境法制和执法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ont.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qxz.htm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8.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20.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ont.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qxz.htm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19.html
http://www.sepb.gov.cn/fa/cms/shhj/file/2010bulletin/ch/ch_0021.html


加强环保立法

2009 年 12 月 10 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自 2010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的出台，使

本市饮用水水源依法保护实现全覆盖，严化了各级保护区的管理要求，强化了

船舶、码头污染风险控制，明确了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和农药、化肥使用的管

理要求，加大了违法单位的责任追究力度，对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

偿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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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5 日，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放射性污染防治若干规定》，

自 2010 年 1 月 15 日起施行。该规定在上位法基础上，根据本市实际管理需要

作进一步的具体细化规定：明确了市和区、县两级环保部门对放射性污染防治

的执法分工，加强了对含放射源探伤装置的管理，突出了放射性物质的运输监

管，细化了放射性污染事故的应急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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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根据环境保护部等八部委要求，2009 年本市环保专项行动重点开

展了三大类 16 项执法检查和执法后督察，以巩固 2008 年环保专项行

动成效。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出动执法检查 25600 余人次，检查企

事业单位 21350 余户次，检查机动车 30068 辆，处理信访案件 12692

件，立案查处违法排污单位 881 家，责令 144 家违法企业停产、关闭、

搬迁。挂牌督办了一批重污染企业的污染整治工作，对一批不能稳定

达标的污染企业实施了限期治理，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举报和

投诉集中的难点、热点环境问题，保障了群众的环境权益，促进了主

要污染物减排工作的顺利实施。

完善环境执法监督机制

2009 年世界环境日和 2009 年年底，市环保局分两批公布了全市环保系统

查处的环保违法企业黑名单共 1149 户次，对严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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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市环保局积极推进长三角重点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工作，江、

浙、沪两省一市环保部门联合制定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

工作实施办法（暂行）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环境行为信息评价标准（暂行）》，

发布了《关于组织开展长江三角洲地区重点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工作的通

知》，明确了评价标准、工作程序和时间要求。2010 年 6 月将由三省市环保部

门联合发布评价结果。

环评管理



2009 年，本市加强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服务，配合国家抵御世界金融危机、

解决民生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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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内需项目，加强前期介入与协调沟通，在不放松环保要求的前提下加快审批

进程，为一批国家投资项目、大型居住社区建设等开辟“绿色通道”。

积极配合 2010 年世博园区内建设项目的投运，加快环保审批，及时保证场

馆和配套服务用房的交付使用，简化手续实行相关告知承诺制度。

持续推进规划环评和区域环评。市环保局完成了上海市内河港区布局规划

环评及审查，协调推进上海市第二轮轨道交通规划。积极参与改建铁路上海至

金山扩建改造工程、北翟路中环线立交工程、江桥生活垃圾焚烧厂技改及扩能

工程等一批重大工程的前期协调和环评审批，并加强了项目的中后期管理和公

众参与等工作。

继续执行“批项目，核总量”制度。市区两级环保部门共审批环评文件 15072

个，其中环评报告书 498 个，环评表 7257 个，登记表 7317 个。

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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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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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用水源地水质以及特定项目监测和上游来水中微量有机物

监测，参与国家近海网、长江网、太湖网的水质监测工作，

开展苏州河生态恢复的监测工作，并在进行生物群落学监测

的基础上，开展一系列的实验生态工作。在蓝藻 “水华”高

发季节，以在线自动监测和遥感监测工作为核心，结合实验

室分析和现场人工巡查，开展淀山湖蓝藻“水华”监测工作。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方面，重点做好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站的规范化运行管理以及现场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加强

各类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审核力度。密切关注环

境空气中的臭氧和一氧化碳浓度变化情况，做好臭氧和一氧

化碳日报、预报工作，探索 VOC 等光化学烟雾前体污染物的

监测方法，开展灰霾监测试点研究。结合《2010 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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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期间环境质量监测及空气污染预警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实施，构建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世博会园区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在现有空气质量预报基础

上，进行世博会空气质量预报模型开发研究，为世博会顺利召开提供技术保障。

声环境质量监测方面，随着上海市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优化调整方案的批

准，及时组织调整和实施本市声环境质量监测工作。

污染源监测突出针对性，加大了对不稳定达标企业的监测力度，加强实时

监控，提高信息采集、集成和综合分析能力，为污染源的监督管理、长效动态

管理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

全年共获地表水、空气、噪声、生物和放射性等环境要素监测数据 329.69

万个，其中，自动监测数据 303.97 万个，水质常规监测数据 11.55 万个，环境

空气监测数据 1.54 万个，噪声、生物和放射性监测数据 12.63 万个。

对 16 家国控废水重点污染企业、37 家上海市市级废水重点监管企业、18

家国控废气重点污染企业、44 家上海市市级废气重点监管企业和 43 家污水处

理厂进行了监督监测，实施突击抽查监测 245 次，共获得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

3.41 万个，其中，废水监测数 2.58 万个，工业炉窑、废气监测数据 0.83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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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技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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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技方面，2009 年，本市围绕环境保护“十

二五”规划编制、世博会环境质量保障、污染物总量

控制、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崇明生态岛建设和环境

政策与立法工作等领域，开展了“上海市十二五环境

保护规划前期研究暨 2025 远景规划”和相关专项规

划研究，“2010 年上海世博会空气质量保障措施研

究”，“上海市污水处理厂氮、磷减排对策研究”，

“淀山湖水文水质建模与水华预警初步研究

”，“崇明岛生态环境指标体系与监测网络优化研究”，“上海环保地方立法

后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等环保科研工作。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完成的“城市

景观水体生物净化关键技术研究与苏州河梦清园示范”课题获上海市科学技术

进步一等奖，市环境监测中心牵头完成的“上海市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及在

线监测系列规范”和“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系统的建立及在高污染日

预警联动中的应用”两项课题分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环境标准方面，2009 年，经市政府同意，市环保局和市质量技监局联合发

布了修订的《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新标准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同时代替原标准 DB31/199-1997。

清洁生产方面，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根据环

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环发〔2008〕

60 号）要求，市环保局、市经济信息化委联合发布了本市 2009 年度重点企业

清洁生产审核名单，共计 55 家，其中市级重点监管企业 11 家。除部分“双有”

（有毒、有害）、“双超”（超总量、超标准）企业外，还涉及化工、制药、

印染、电镀等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以及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减排的重点污染

源企业。

意见提案办理

2009 年，市环保局共收到人大书面意见、政协提案 51 件。其中，人大书

面意见 17 件，主办件 3件、合办件 3件、会办件 11 件；政协提案 34 件，主办



件 8件、合办件 5件、会办件 21 件。现场办理接待代表、委员口头咨询 10 件，

全部当场给予代表答复。所有书面意见、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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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按时、按质完成办理任务，办理率、满意率均为 100％。

投诉受理

2009 年，全市环保系统共受理环境污染投诉 27486 件，其中，来信 1999

件/18810 人次，办结率为 97.1％；来电 21973 件，办结率为 99.5％；来访 797

批/2256 人次，办结率为 98.0％，电子邮件 2717 件，办结率为 99.2％。

根据投诉内容分类：水污染投诉 2172 件，大气污染投诉 8884 件，噪声污

染投诉 11490 件，固废污染投诉 184 件，放射性污染投诉 13 件，电磁辐射投

诉 240 件，油烟气污染投诉 2391 件，危险化学品投诉 30 件，农业化肥污染投

诉 59 件，畜禽养殖污染投诉 92 件，新建项目投诉 249 件，环境监测投诉 9件，

政风行风投诉 33 件，其他投诉 1640 件，分别占环境污染投诉总量的 7.9％，

32.3％，41.8％，0.7％，0.04％，0.9％，8.7％，0.2％，0.2％， 0.3％，0.9％，

0.03％，0.19％和 6.0％。

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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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全市围绕“绿色世博”、“污染减排”、

全面推进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等内容，开展了一系列宣

传活动。

2009 年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以上海“迎世博，创

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为主线，结合 2009 年世界环

境日的中国主题“减少污染 行动起来”，联合国环

境署主题“地球需要你，团结起来应对气候变化”展

开，全市 18 个区县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中华环保世纪行（上海）宣传活动围绕“迎世博，让环境更美好”主题，

组织记者进行了集中采访，开展了 2008 年上海市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好新

闻评选工作。

开展了首批上海市绿色社区的推荐、评审和命名活动，新家园、裕华小区

等 18 个社区被命名为“上海市绿色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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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境》和《上海环境热线》加强政务信息公开、环境网络宣传，网站浏

览量达 4804555 人次。

国际合作

2009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织第三方独立评估并发

布了《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环境评估报告》，对上海大

力推进低碳世博和环境保护给予了高度评价。为了落实世

博会的各项环境要求，本市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编

制了《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绿色指南》，并以中英文双

语的形式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新闻网络平台和上

海世博会官方网站同时发布。该指南针对世博会的参展

方、运营商和参观者，倡导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核心理念，涵盖了从世博会

建设、运营和后续利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包括生态设计、绿色施工、绿色管

理、绿色宾馆、绿色办公、绿色消费等方面。本市还积极响应联合国“70 亿棵

树”活动，在世界环境日推出了“添绿上海，共迎世博”活动，传播“低碳世

博”理念，提升了上海城市的环保形象。

与能源基金会合作，启动“世博会及中长期低碳清洁空气质量管理方案研

究”。与上海世博局和美国环保协会合作开展“世博绿色出行”项目，发布“世

博绿色出行指南”，开展“穿越长三角-绿色出行看世博”活动，启动全市 100

家社区与学校的绿色出行宣传活动。开展上海-意大利环境合作“2010 年上海

世博会中心城区交通空气污染评估”项目。成功举办“世博环境顾问组会议”、

“呼唤绿色中国”活动、“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国际研讨会暨上海第二届清洁空

气论坛”。

全年接待涉外来访团组 78 批次，包括联合国、美国、欧盟、德国等 21 个



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团。接受了印度国家电视台和日本富士电视台的现场采访。

通过国外智力引进项目，共 15 人次外国专家来沪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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