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空气环境
2017年，镇江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有

所下降，空气质量达标率较 2016 年下降 9.6
个百分点，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浓度均有不同
程度的上升或保持稳定，其中PM2.5年均浓
度较2016年上升12.0%、较2015年下降5.1%、
较 2013 年下降 22.2%，达到国家提出的“比
2015年下降3%”和“比2013年下降20%”的目
标要求。受颗粒物、臭氧和二氧化氮影响，7
个辖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均未达二级标准要
求。

１.城市空气
市区环境空气中 PM2.5、PM10、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年均浓度分别为 56 微克/立方
米、90微克/立方米、15微克/立方米和43微
克/立方米；一氧化碳和臭氧(最大8小时)按
年评价规定计算，浓度分别为0.9毫克/立方
米和 108 微克/立方米。与 2016 年相比，
PM2.5、PM10、臭氧(最大8小时)和二氧化氮
浓度分别上升12.0%、12.5%、12.5%和13.2%，
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浓度保持稳定；按照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
标准进行年评价，PM2.5、PM10、二氧化氮、
臭氧（最大8小时）未达标，空气质量总体未
达标。

7 个辖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总体均未达
标，超标污染物为 PM2.5、PM10、臭氧和二
氧 化 氮 。 其 中 PM2.5 浓 度 范 围 为 46～
59μg/m3，与 2016 年相比，扬中市和丹阳市
有 所 下 降 ，其 中 扬 中 降 幅 最 大 ，下 降 了
7.7%；其他辖市区均有所上升，其中润州升
幅最大，上升了 15.7%。7 个辖市区环境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达 标 率 范 围 为 56.1% ～
84.3%，与 2016 年相比，丹阳市、扬中市、句
容市有所上升，其中丹阳升幅最大，达 3.4
个百分点；润州区、京口区、镇江新区、丹徒
区有所下降，其中镇江新区降幅最大，达
13.0个百分点。

2017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未达标，
超标污染物为PM2.5、PM10、臭氧（最大8小
时）和二氧化氮。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达标率为71.2%，与2016年相比下降了5.2个
百分点；主要污染物PM2.5浓度为52μg/m3，
与2016年相比上升6.1%。

2017 年，全市共发生 18 次重污染天气
过程，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共发布预警快报25
期，其中重污染预警23期、东部地区污染预
警2期，编制预警短信息三百余条。

２.酸雨
2017 年，全市酸雨平均发生率为 7.7%，

降水年均pH值为6.11。镇江市区、丹阳市、
扬中市、句容市酸雨发生率分别为 10.1%、
9.1%、3.6%、2.7%。与2016年相比，全市酸雨
平均发生率上升1.8个百分点。

（二）水环境
2017年，镇江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为

良好。列入国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地表
水环境质量考核的8个断面中，水质符合《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的

断面比例为100%；与2016年相比，符合Ⅲ类
标准的水质断面比例提高了 25 个百分点。
列入江苏省“十三五”水环境质量目标考核的
20个流域地表水断面中，水质符合Ⅲ类的断
面比例为 80%，无劣 V 类断面；与 2016 年相
比，符合Ⅲ类标准的水质断面比例提高了20
个百分点，总体水质有所改善。

1.饮用水源
市区金山水厂和金西水厂 2 座集中式

供水厂共用的 1 个长江征润洲取水口是我
市的主要饮用水源地，丹阳市和扬中市的
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亦取自长江，句容
市集中式饮用水主要取自北山水库和句容
水库。

2017年，镇江市区征润洲水源地水量达
标率为100%。4个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丹阳市长江江心洲水源地、扬中市二墩
港水源地、句容市北山水库和句容水库水源
地水量达标率均为100%。

2.太湖流域
2017年，我市15个太湖流域重点考核断

面水质达标率为93.3%。
3.长江流域
2017年，镇江市长江干流水质为优，4个

监测断面水质类别均为Ⅱ类，与2016年相比
水质保持稳定。主要入江支流总体水质为
优，10 个控制断面中，水质符合Ⅲ类和Ⅴ类
断面分别占 90%、10%；与 2016 年相比，符合
Ⅲ类标准的水质断面比例提高了12.2个百分
点，总体水质有所改善。

（三）土壤环境
2017 年，按照《关于做好 2017 年土壤环

境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办监测函（2017）
999 号）文件精神要求，我市对 36 个“十一
五”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历史基础点位
和 3 个“七五”背景点位开展了监测。根据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环发
【2008】39 号）进行评价，39 个监测点位中
有 37 个达到《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
规定》（环发[2008]39 号）二级标准，达标率
为94.9%。

（四）声环境
2017 年，全市声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

定，各类声源声强及分布情况无明显变化。
声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交通
路网建设等息息相关，生活噪声和工业噪声
仍是影响全市声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

1.区域环境噪声
全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处于一般水平，昼

间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55.6dB(A)。根据《环
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640-2012）评价，镇江市区、扬中市达到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二级水平，声环境质
量为较好；丹阳市、句容市达到城市区域环境
噪声昼间三级水平，声环境质量为一般。影
响全市区域声环境质量的主要声源仍为生活
噪声，所占比例为60.3%；其余依次为工业噪
声和交通噪声，所占比例分别为 32.4%和
7.3%。

2.功能区噪声
依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评价，全市1～4类功能区声环境昼间达
标率分别为 100%、97.9%、100%、100%，夜间
达标率分别为87.5%、97.9%、94.4%、85.0%。

全市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表现出与
城市日常生产、生活和作息规律相似的变
化特征，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6～8 时上升明
显，8～18 时维持在较高水平，18～21 时逐
步减弱。

3.道路交通噪声
全市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总体评

价为好，平均等效声级为 66.3dB(A)，达到道
路交通噪声昼间一级水平，声环境质量为
好。全市超过 70dB(A)（国家昼间标准限
值）的路段长度占监测道路总长度的比例
为0.2%。

（五）生物环境
我市长江、京杭大运河等主要水体水生

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我市生物
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主要内陆河流底栖
动物物种多样性评价等级均为贫乏。与
2016年相比，我市河流底栖动物物种多样性
不变。

根据《大气微生物污染级别划分标准》和
我市城市环境空气中微生物调查结果进行评
价，2017年我市环境空气中细菌含量评价为
清洁的测点比例为100%，较2016年无变化；
霉菌含量评价为清洁的测点比例为100%，较
2016年无变化。

（六）生态环境
我市生态遥感监测结果显示，2017年我

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66.3，各辖市区生态
环境状况指数处于 62.7～66.0 之间，生态环
境状况均处于良好状态。与2016年相比，我
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略有提升，生态环境状
况无明显变化。

（七）辐射环境
2017年全市辐射环境3个国控点和14个

省控点监测结果表明，环境γ辐射吸收剂量
率监测结果、空气中氡浓度监测值、土壤中主
要放射性核素浓度值与 1989 年江苏省环境
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测量结果处于同一水
平；重点饮用水水源地取水口水中放射性指
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2006）要求。环境中电磁辐射监测结果均低
于《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2014）中公
众曝露控制限值的要求。

（八）危险废物
2017年全市危险废物产生量20.0万吨，

综合利用量12.9万吨，处置量3.2万吨，贮存
量3.9万吨。

截至2017年底，全市共建成危险废物集
中处置设施6座，其中焚烧处置设施3座，焚
烧处置能力3.54万吨；填埋处置设施3座，填
埋处置能力12万吨，全市基本建成危险废物
综合利用和集中处置网络。

2017年全市完成网上转移联单8361份，
办理危废跨省转移手续19份，按要求发放沿
途省辖市环保局告知函，从总体上看，2017
年全市危废跨省移出总量明显大于移入总
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江苏省环境

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发布《镇江市 2017年环境状

况公报》。

镇江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2018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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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我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下决心，使实招，
出重拳，强监管，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全市环境质量稳定向好，环保工作实
现提升：环境交叉执法受到环保部的表彰；
排污许可证发放受到省环保厅的表扬；服

务实体经济得到市人大的好评。
“263专项行动”持续开展。2017年

全市淘汰10蒸吨/时及以下燃煤锅炉109
台，实施50个以上重点节能与循环经济
项目。全市减少化工企业53家，化工企
业入园进区率达41%。太湖流域重点考

核断面水质达标率为93.3%，超过86.7%
的年度目标。制定出台《镇江市长江岸线
资源保护条例》，填补了国内相关立法的
空白。

污染防治力度持续加大。去年全市
实施年度大气污染防治项目330项，火电

机组实现超低排放改造全覆盖。全市空
气优良天数比例71.2%，市区PM2.5浓度
比2013年同期削减23.3%，超额完成国
家“大气十条”考核目标。实施水污染防
治项目63项、实施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
工程48项，全市国考断面Ⅲ类以上比例

100%、省考断面Ⅲ类以上比例80%，均
超过省下达年度目标的 20个百分点以
上，列全省第二。

生态建设持续推进。全市2017年实
施生态环境重点项目98个，投资50.14亿
元。谏壁片区实施29项治理任务，西南片

区关闭拆除19家轧石场、9家洗石场、17
家石灰窑。开展75个村“覆盖拉网式”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12个镇、8个村创成
我省首批生态文明示范镇、村。连续9年
实现秸秆全境“零焚烧”。

今年以来，我市围绕“推进生态领先，

建设美丽镇江”目标，加快推进绿色发展，
突出环境问题攻坚、环境管理机制改革，为
满足人民的优美环境需要，建设生态花园
城，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环保通讯员 王彦冰 张凤春）

镇江市环境状况公报（2017）

——写在2018年“6·5”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进生态环境高质量

（一）生态文明建设
2017年，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
署，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坚持“生态领先、特色发展”的战略路径，以“263”
专项行动为抓手，以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改革
为动力，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环
境治理与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良好成效。

1.加快转型升级，绿色发展成效更加显著
一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出台了《产业强市

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大力构建“2+3+2”产业发
展架构，精心打造12条特色产业链。二是促进绿
色制造体系建设。我市自成为我国11个首批区域
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点城市以来，着力绿色制造
体系的打造，形成绿色制造的“镇江模式”。2017
年创成13个省级以上两化融合试点示范企业。三
是淘汰低端落后产能项目。全年实施淘汰落后及
低端低效产能、化解过剩产能等去产能项目49个，
关停化工企业53家，超额完成省下达任务。

2.严格空间管控，发展空间布局更加优化
一是严格落实镇江市主体功能区实施规划，

扎实抓好产业准入管理、环境准入管理、土地开
发强度控制等6个配套文件的落实。严守生态红
线，完成了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考核，生态红线区
域占国土面积比例保持在22.3%。二是加大“统
筹规划、规划统筹”力度，城市总体规划修改获国
务院批准，增加了空间管制内容，用“多规合一”
的思路，将中心城区规划用地与生态红线高度吻
合，全力构筑“连山、串城、面江（河）”的网络化生
态安全格局。出台《精美镇江建设规划》，入选全
国“城市双修”“城市设计”试点城市，完成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义务教育布局等规划修编。

3.倡导绿色生活，全民参与氛围更加浓厚
一是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开展生态文

明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倡导广大市民开展“体验
一天低碳生活、力行一件环保实事”公益行动；以
长江、运河等水域为重点，开展“保护母亲河”“京
杭大运河历史文化保护”“我为南山洗把脸”等活
动。二是积极培育绿色生活方式。2017年能效
标识2级以上的节能家电市场占有率达58%。市
区共投放8500辆无桩共享单车，城市居民公共交
通出行分担率达24.3%。三是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共建共享。建立社区、企业、公民和政府良性互
动的环保协作机制。组织指导丹阳市、句容市、
扬中市、丹徒区开展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村
创建，12个镇、8个村已通过省级考核。创建省级
绿色社区3个，省级绿色学校6个。

（二）大气污染防治
削减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2017年，全

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为4.33万吨、
4.98万吨，分别同比削减5.29%、4.01%，超过4%、4%
的年度减排目标。其中，重点工程削减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量约2420吨、2427吨。

深入治理工业污染。完成燃煤大机组超低排
放改造7台290万千瓦，整治燃煤小锅炉69台，工
业窑炉整治9台。实施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工程49项，完成石化、化工行业LDAR技术应
用147家，开展化工园(集中)区VOCs整治12家，
完成有机溶剂使用行业低VOCs含量涂料/胶粘

剂替代23家。加强厂矿企业物料堆场的粉尘治
理，完善密闭料仓、自动喷淋等防治措施，完成堆
场粉尘治理项目8家。

严格控制城乡面源污染。根据《江苏省绿色
建筑发展条例》，全市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
色建筑标准。根据《江苏省城市道路环卫机械化
作业设备设施配置标准》，进一步提高城市道路
机械化清扫率。狠抓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
我市今年禁烧面积为150万亩，今年夏秋两季在
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我市秸秆禁烧工作，实现

“零”焚烧，全市未发生秸秆焚烧或者抛河导致的
严重污染事件，圆满完成了既定目标和省政府下
达的任务。

综合防治机动车船污染。对新购和转入的
轻型汽油车、轻型柴油客车全面执行国五标准，
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6156辆，推广应用新能源汽
车超过4000 辆。 推进港作船舶、公务船舶靠泊
使用岸电，逐步实现集装箱、客滚和邮轮专业化
码头具备向船舶供应岸电的能力，2017年全市实
施岸电系统项目14套。

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和重大活动保障。把
空气质量预测时间从24小时提前到48小时，把
预测结果作为预警发布的依据。圆满完成国家
公祭日等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任务。

（三）水污染防治
推进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减排。2017年，全市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排放量同比削减
5.04%、5.49%、5.12%、5.14%，超过 5.02%、5.4%、
5.04%、4.88%的年度减排目标。

全面落实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印发镇
江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年度水环境质量
考核目标，并制订水污染防治工作计划。针对葛
村桥、扬子桥两个断面实施精准治污，全面改善
区域水环境质量。根据环保部《水体达标方案编
制指南》的要求，在充分调查河道所在水系、流域
污染现状的基础上，分别编制了详细的整治方
案，促进断面水质稳定达标。2017年，实施重点
工程项目7大类63个，我市地表水国考、省考断
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为100.0%和80.0%，劣Ⅴ类
断面比例为 0%，均达到省下达的目标（62.5%，
60.0%，0%）和市制定的目标（75.0%，65.0%，0%）。

保障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按照环保部
新标准，推进水源地规范化建设，2017年度部分县
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案已完成
会审，由市政府上报省政府等待批复。梳理全市在
用和备用水源地名录，开展水源地基础信息调查，
进一步夯实水源地管理基础。

扎实推进新一轮太湖治理。组织制定实施
年度蓝藻监测预警计划、安全度夏和枯水期应急
防控及专项执法检查方案，连续第9年实现“两个
确保”。根据省太湖办对我市的通报，2017年我
市太湖治理综合考核结果为“良好”，较好地完成
了与省政府签定的2017年度太湖水污染治理目
标责任书规定的任务。

（四）土壤污染防治
贯彻落实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和省政府《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
全面启动镇江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编制完成

《镇江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开展了农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完成原江南化工厂、句容凯
美科瑞亚等重点地块土壤污染调查和评估工作。

2017年加强固体废物管理。大力推进固体

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新增危险废物焚烧处置
能力0.9万吨/年，填埋能力8万吨/年，全市危险
废物安全处置能力提高到15.54万吨/年，同比增
长115%。

大力推进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促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2017年全市开展危废企业的环境
管理计划核查工作，大力实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
理督查工作，培育危废规范化管理示范单位。积
极排查危废风险隐患，加强对关停企业危险废物
处置的监督管理，严肃查处危废违法行为严查情
况，巩固危险废物管理薄弱环节。2017年开展了
打击走私洋垃圾违法专项行动、镇江市工业污泥
规范化处置专项整治、镇江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保护执法专项行动、镇江市危险废物“减
存量、控风险”三年专项行动、打击固体废物违法
转移专项行动、镇江市电子废物、废轮胎、废塑
料、废旧衣服、废家电拆解等再生利用行业清理
整顿、全市船舶修造行业固废废物污染专项整
治、镇江市重污染小型企业清理整顿专项行动、
镇江市废酸专项整治等多个专项行动工作。同
时积极加强与海事、安监、公安等部门的协调联
动工作。

2017年由我市受理并审批发放许可证共计
11张，其中新领5张，到期换证6张。

（五）环境执法监督管理
2017年我市紧紧围绕环境监察工作重点，以

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以查处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和解决群众身边热点、难点问题为抓手，积极开
展各类执法行动，严厉打击违法排污企业。环境
信访、环境应急等工作稳步推进，保证了全年工
作高质量完成。

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24844人次，检查工业
污染源 9998 厂/次，较 2016 年同期增长了 9.5%。
全市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共343起，比去年同期增
长9.9%，建议处罚金额2408.6万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23.4%。

深入推进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全市共有辐射
工作单位189家，其中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单位38
家，在用密封放射源230枚（其中Ⅱ类30枚、Ⅲ类
7枚、Ⅳ、Ⅴ类源共193枚）。射线装置应用单位共
151家，其中使用Ⅱ类射线装置单位46家（不含同
时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在用射线装置659台。
加强核与辐射安全事中事后监管，全年对全市辐
射工作单位监督检查 153 次，未发生辐射事故。
2017年，全市共立案查处辐射工作单位0家。

加强环境信访问题调处。我局共受理各类
环境信访举报5243件。 受理省部级信访450件，
同比上升1.12%，其中环保部转来信14件，分别为
丹阳市 3 件、句容市 3 件、扬中市 1 件、丹徒区 5
件、京口区1件、镇江新区1件。无环保部上访。

（六）切实加强环境风险防控
2017年我市共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12起，

其中交通事故次生环境事件6起，火灾事故次生
环境事件6起，所有事件均得到及时妥善的应急
处置，未对周边环境造成破坏。组织开展了企业
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各地环保部门
组织对全市168家重点环境风险企业进行了环境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共出动检查人员393人
次，查出11家企业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当年
12 月底前全部整改到位。与 2016 年相比，新增
198家企业完成环境风险评估，新增187家企业完
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备案数量新增

70%。全市化学品制造、医药、石化等三大行业
162家风险源企业的基本信息全部录入全市重点
环境风险源数据库，入库率达到80%以上。9月
26 日，在索普集团索普港码头罐区组织开展了
2017年度我市环境应急示范性环境应急演练，演
习内容模拟千方槽区乙酯储罐起火，乙酯泄漏，
进行应急处置，带压堵漏、灭火、废水收集与处
理、现场环境监测，全市70家重点风险源企业进
行了观摩，大大提高了企业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七）环境法治建设
以行政执法标准工作为指导做好环保执法

工作。强调执法成效，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筑牢惩戒警示防线，查办大要案能力显著提高。
重视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努力做到行政处罚无
差错、信访检查无纠错、行政复议无撤销、行政诉
讼无败诉。强化执法装备，执法部门添置了5套
移动执法系统。加强文化建设，参加环保系统执
法大练兵，着力弘扬执法队伍能吃苦，擅钻研的
精神风貌。

以办理司法建议为契机，提升合法行政、合
理行政水平。一是行政许可严格依法进行，法
律法规未设定行政许可的管理事项，不得变相
实施行政许可，按要求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切断行政机关与中介服务机构之间的利
益链；二是优化组织结构，推进行政机构、职能、
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落实属地管理和监管
责任，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的执
法责任，避免各自为政和职能交叉、推诿扯皮等
问题；三是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完善法
治教育培训、法治能力考察等制度，在严厉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的同时，全面推行行政指导，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非强制性手段，提升
执法效果。

继续做好“两法衔接”工作。以《两高司法解
释》的施行为契机，结合《关于建立实施环境执法
联动工作机制的意见（试行）》的贯彻执行，不断
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

（八）环境监测预警与信息化
2017年我市积极推进“互联网+”绿色生态工

程，健全环境信息资源大数据中心。进一步整合
环保各部门数据，开展智慧生态建设，建立与省、
所辖市（区）互联的市级环境信息资源大数据中
心，提高环境信息化基础支撑能力。着力完善污
染源“一企一档”动态信息管理系统，做好重点业
务系统数据整合工作。加强环保政府网站群建
设，结合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实时发布空
气、水环境等方面的数据，提高市环保局官方政
务微博、微信的网络影响力，增加环境信息公开
的力度。完善环保网络舆情系统，健全环保舆情
信息的处理网络，做到各辖市区舆情信息的及时
发现、及时处理。

（九）政策科技、宣传教育与国际交流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2017年继续履行联合

国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条约，完成了消耗臭氧物
质CFC-11的相关淘汰工作，完成涉及消耗臭氧
物质的发泡剂生产、使用企业的跟踪调查工作，
督促涉及消耗臭氧层物质企业完成备案工作。

加大环境宣传教育力度。在全市多所学校开
展了以环境保护主题的青少年环境知识科普进课
堂活动。联合教育部门开展了“寻找环保小天使”
儿童绘画大赛，并首次运用了微信投票的方式，在
全市引起广泛关注，受到一致好评。多次组织开

展公众看环保活动，邀请环保志愿者们到我市城
市环保设施公众开放点进行参观。2017年6月5
日环境日，在南山北入口广场开展了“6·5 ”世界环
境日广场宣传活动。活动仪式上，青年志愿者宣
读了环保倡议书，市领导桑长清和环保局长刘正
泰共同开通了“环保微信”，由市环保系统人员和
社会志愿者组成的500多人的方阵，跟着主持人进
行了环保宣誓。活动现场镇江市环保局、市公安
食药环支队、金山检察院共同设立了环保咨询台，
向市民宣讲环保法律法规、环境资源犯罪相关法
律知识，接受市民咨询、投诉，并发放宣传单。同
时举办“变废为宝”现场环保手工制作，利用废弃
的塑料瓶、小纸盒、易拉罐、光盘、吸管、一次性纸
杯、纸盘等通过剪、折叠、粘贴等多种方式制作成
日用品或装饰品等；举办“童心画绿”百米环保绘
画活动，小朋友们在两条长卷上描画心中的“蓝蓝
的天空、碧绿的草地、清澈的河水、美丽的家园”；
开展了美丽镇江拼图和丢手绢游戏活动。有序推
进环境教育和绿色创建工作。一是加强学校环境
教育，和教育局以创建“绿色学校”为载体，在全市
中小学（幼儿园）开展系列环境教育活动，2017年
申报省级绿色学校8所。二是面向社区宣传环保，
我局以创建“绿色社区”为载体，在社区掀起环保
宣传高潮。所有绿色社区内全部设立了环保宣传
栏、成立了环保志愿者队伍。

2017年，全市各级部门认真贯彻上级的决策部署，围绕突出的环境问题，全面启动“263”（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强化重点环境问题的治
理，严格环境执法监管，环保工作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年地表水优于Ⅲ类水的比例为80%，环境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数比例达到71.2%（按AQI统
计）；长江干流水质保持在优良状态；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总体来看，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一、环境质量 二、措施与行动

铁腕2018环保专项行动执法现场

江苏省首部环保主题《生命的托付》首场地市级巡演在镇江举行

蓝天白云畅想“童画”世界
王梓璐 6岁 镇江市润州区机关幼儿园

刷新世界 孙迹凯 6岁 大地幼儿园优山美地分园

神奇画笔 梁馨艺 11岁 江苏科技大学附属小学图片摄影：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