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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富阳区环境质量通报
!"#$ 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区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朝着“建设新城区、实现新发展，描绘富春

山居新画卷”的发展目标，着力抓好生态建设、污染减排、行业整治、“五水共治”、“五气共治”等环保重点工作，措施得力，成效明显区域环境
质量稳中有升，顺利通过国家级生态区验收，为我区建设智慧山水城，打造都市新蓝海夯实了环境基础。

全年，富春江干流水质稳定保持!类，出境断面水质省级考核月月“优秀”，为近十年来首次；“五水共治”成绩喜人，捧回象征省“五水共
治”工作最高荣誉“大禹鼎”；空气优良天数（%&'）("! 天，优良率 )!*+,，同比上升 #-*.,；/0!*$ 日均浓度 $- 微克1立方米，同比下降 23*.,；
雾霾天数 (3 天（常年平均数 43.2天），相比 !-#. 年减少 +3 天。

一、水环境

（一）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全区 #! 个地表水监测断面达标率 #--,，按

年均值计，+ 个断面符合 " 类（优秀）水质标准，$

个断面符合 ''' 类（良好）水质标准，基本与 !-#.

年持平。
全区 4 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率 #--,，实

际水质监测指标均达到或优于饮用水源地标准，
即我区饮用水源地水质总体稳定。

（二）工业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 年全区工业废水排放 #!3#(*#. 万吨，工

业化学需氧量 3(#$*. 吨，工业氨氮 (+#*( 吨。
（三）措施与行动
整治行业促治水。针对富阳造纸、电镀、化工、

印染等传统产业“低小散”问题，通过行业整治，倒
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转型升级。!-#$ 年，顺
利通过浙江省对我区重污染高耗能行业解挂督
查，以及杭州市对我区造纸、印染行业整治提升区

域验收。同时，完成大源 $! 家彩钢、上官 $) 家球
拍等区域特色行业企业整治提升任务。

高压执法促治水。按照“一般区域定期查、重
点区域反复查、一早一晚突击查、特殊行业重点
查、接到举报立即查、发现问题及时查”的要求，深
入开展治水监管专项行动，对环境违法企业采取
曝光、停电、停水、停贷等综合措施，提高企业违法
成本，增强企业环保责任意识。全年查处涉水企业
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 件，行政拘留 ! 人。

改革创新促治水。在圆满完成化学需氧量
（567）、氨氮（89(:8）、二氧化硫（;6!）、氮氧化物
（86<）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的同时，积极推行总
量控制制度。全区安装、试运行刷卡排污设施企业
22" 家；基本完成排污权初始交易工作，收到排污
权初始申购企业 !"$ 家；完成 2) 家企业排污权银
行抵押贷款登记工作，抵押金额 .*) 亿元。

二、大气环境

（一）环境空气质量
总体情况良好。主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0

!*$）、可吸入颗粒物（/0

2"）；全区环境空气中二
氧化硫（;6

!）、二氧化氮（86

!）年均浓度均达到国
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二）酸雨
全区 ! 个监测点采集样品 2+4 个，较 !"2. 年

增加 (. 个；大气降水 /9 平均值为 .*4"，比 !"2.

年下降 "*(4。
（三）工业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全区排放工业废气 $.+*!! 亿立方米，工业二

氧化硫 22+34*$ 吨，工业 22++( 吨。
（四）措施与行动
整治高污染燃料锅炉与优化能源结构并举。

除建成区基本建成“无燃煤区”外，淘汰 .+3 台 2"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完成 3 台 2" 蒸吨以上燃煤锅
炉清洁化改造主体工程建设和设备安装，关停拆
除自备电厂 ($ 蒸吨燃煤锅炉 3 台、+$ 蒸吨燃煤锅
炉 2 台，全面启动 !+ 台 4$ 蒸吨以上热电燃煤锅
炉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同时，加大天然气管网等基

础设施建设和清洁能源供应，新建天然气管网 2$"

公里，建成 ! 万方1日加气站 2 座 。
工艺废气治理与清洁化生产并举。全年完成

2" 家挥发性有机污染物（=65）、2 家挥发性有机污
染物泄漏与修复（>7%?）整治任务；$ 家水泥企业
烟粉尘提标改造，烟粉尘达到特别排放限值；实施
清洁生产企业 !4 家、其它强制性清洁生产 !( 家。

控制车辆污染与建设绿色交通并举。!-2$ 年
2- 月 2 日起，实施全区域全时段黄标车禁行措施，
全年淘汰黄标车 (2$- 辆，完成率 2--*.2,。积极推
广新能源汽车，投入营运环保节能型公交车 2-)

辆。进一步完善步行、自行车交通系统，主城区新
增公共自行车 2--- 辆，涉及 !2 个网点。

城乡扬尘废气治理与复垦复绿并举。实施施
工工地封闭管理，有效控制建筑工地扬尘；实行

“全地域、全时段、全责任、全覆盖”道路清扫水洗
降尘作业，加强控制城市道路和区域公路扬尘。
!-2$ 年全区创建绿色矿山 ( 家，治理露天矿山粉
尘 ! 家；完成造林更新任务 3)$- 亩。

三、声环境

（一）区域环境噪声
平均等效声级为 $.*2@A（%），比去年略高 -*(

@A（%），但仍低于 BA(-34:!--) 标准中 " 类标准。
（二）道路交通噪声
全区道路交通噪声路长加权平均等效声级为

4.*(@A（%），低于国家推荐控制值 +-@A（%），与去

年基本持平。
（三）措施与行动
针对噪音扰民投诉不断上升的问题，区环保

局、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区城管执法局等相关职能
部门多次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噪声信访投诉、
声环境质量等情况有所好转。

四、固废管理

（一）工业固体废物
全区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 #$!*-# 万吨，

同比减少 .4*3 万吨；综合处置利用率 3)*.,。
（二）生活垃圾
城区和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4 万吨，

#--,无害化处理。
（三）危险废物
!-#. 年全区危险废物年产生量 $*# 万吨，综合

处置利用率 +)*.,；医疗废物产生量为 +#4*$ 吨，
无害化集中处理率 #--,。

（四）措施与行动

严格执法。对固体污染防治制度、措施落实不
到位或存在安全隐患的，立即督促整改；对屡查屡
犯或发生污染事故的C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从严查
处；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部门查处。全年查处并
处罚涉固废违法案件 22 起，移送公安 . 件。

长效管理。依法依规实施项目审批和验收，完
善各项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及时掌握各企业固体
污染物的变化情况，督促、指导企业按照环境管理
要求，做到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到位、运行正常以及
管理台帐齐全等。

五、辐射环境

（一）基本情况
截至年底，我区共有涉及电离辐射

单位 2.+ 家，分别为放射源工作单位 +)

家、射线装置工作单位 .4 家、非密封放
射性物质使用单位 2 家和金属熔炼企业
!( 家。

（二）措施与行动
深化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全年

完成电离辐射环评审批 23 个、电磁辐射
项目环评审批 ( 个。

开展电离辐射环境监管检查。全年
共检查单位 !!3 家1次，收贮或暂存 2-

家单位 2( 枚闲置、废旧放射源。
实施放射源、金属熔炼企业长效监

管。做好放射源购买、运输、使用、报废、
收贮等环节的长效监管机制；进一步加
强金属熔炼企业辐射安全监管，督促依
法开展辐射监测，杜绝放射性物质进入
熔炼炉。

六、生态建设

编制生态区划。经过基础资料调研、
区域环境状况综合评价，以及和其他重
要规划衔接对接后，完成《杭州市富阳区
环境功能区划》编制，报省人民政府审
核。此外，严格按照上级环保部门的要
求，开展“十三五”环保规划的编制工作，
并完成初稿。

美化景观环境。深入开展“四边
三化”、“三江两岸”和 “两路两侧”
工作，通过行业整治关停拆除、自备

电厂停用以及美化等措施，综合整治
杭新景高速、(!- 国道沿线可视烟囱
3. 支，并完成春江街道岸线生态修
复建设工程和东洲三家船企整改工
作。

“绿色单位”创建。成功创建省级生
态文明教育基地 2 个，市级绿色学校 .

所和区级绿色学校 ! 所，市级生态村
2+( 个、绿色矿山 ( 家。

七、体制探索

为解决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最
后一公里”难题，我区根据新《环保法》、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办法（试行）》中相关规定，结合实际，

率先在全省探索推行乡镇（街道）环境
质量报告制度，通过进一步发挥乡镇

（街道）、村企（社区）的基层工作优
势，构建环境小问题不出村、一般问题

不出镇（街）的环保生态建设责任体
系，实现在不增加机构、人员、资金等基
础上，夯实基层环境管理基础。截至

!-2$ 年底，有 22 个乡镇（街道）以召开
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会的形式向所在辖
区社会各界通报了 !-2$ 年度区域生态
环境质量，参会社会各界代表 )32 人，
征集到意见建议 !3- 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