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袁值此特殊时期袁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袁保

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尧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袁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遥 对基层生态环保人而言袁就是要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和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袁守初

心袁担使命袁找差距袁抓落实袁塑本色袁在助力射阳高质量发展中担当

环保使命袁经受成效检验袁有所作为遥
守初心袁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袁坚定扛起生态文明建设重

任袁确保县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方向正确袁方法得当袁措施得力袁为

人民群众谋好生态福祉袁加快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环境短

板袁为建设美丽城乡作出生态环保人的应有贡献遥 基层生态环保部

门只有提高政治站位袁增强政治自觉袁过硬政治品格袁才能激发野保

一湾碧水尧护一方蓝天冶环保情怀袁最大限度地发挥好主动性尧积极

性和创造性袁践行初心使命袁干出一番无愧于时代的生态环境保护

事业遥
担使命袁就是当好地方污染防治攻坚的参谋部和主力军袁统筹

解决好地方各类生态环境问题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

需要袁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尧幸福感和安全感遥 当前生态环境保护

正处于野爬坡过坎尧滚石上山冶的关键时期袁如逆水行舟尧不进则退曰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矛盾袁比如产业结构尧产业布

局不合理尧区域性流域性污染问题突出等遥 我们必须正视和直面各

种问题尧矛盾和挑战袁不折不扣地抓落实尧找差距尧补短板袁以野逢山

开路尧凿岩钻洞冶的开创精神袁持续用力袁久久为功袁打通生态环境保

护最后一公里袁把生态环保责任与措施落地落细袁开花结果遥
找差距袁就是发现自身差距袁敢于面对不足袁找准问题症结袁聚

焦目标靶心袁精准发力袁出手见效遥 特别要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方面 野不深不透尧不

细不实冶的理论武装方面找差距曰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存

在野不作为尧不攻坚尧不担当冶等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问题的指导实践

方面找差距曰在解决人民群众最现实尧最直接和最切身利益的生态

环境问题方面做得不够方面找差距袁在野服务基层尧服务群众尧服务

企业冶的野举措不到位尧成效不显著尧工作不扎实冶等方面找差距遥 在

协同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同时袁逐步

缩小和弥合差距与不足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袁还老百

姓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水清岸绿遥
抓落实袁就是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袁充分调动全社

会力量袁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袁推动射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袁促进高质量发展遥 基层生态环境保护唯以野不动摇尧不松劲尧不开

口子冶的韧劲袁真抓实干袁保护生态环境袁才能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和

压力挑战曰保持定力和勇气袁坚守住阵地袁巩固住成果袁才能真正体

现野干与不干不一样尧真干与假干不一样尧主动干与被动干不一样冶
的职责操守遥 才能在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尧区域协调发展冶战略等一

系列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业绩袁满足人民

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根本诉求和长远需要遥
塑本色袁就是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打造生态环保铁军的殷

切希望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袁履行主体责任和野一岗双责冶袁确保基层

生态环境系统风清气正袁始终保持野为民尧务实尧清廉尧高效冶的政治

本色袁努力形成野干部团结尧队伍稳定尧合力奉献冶的良好局面袁带动

和促进基层生态环境系统党员干部坚守廉政底线袁 经受住诱惑袁在

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践中能干事袁干成事袁有所为袁有作

为袁有大的作为遥
今年袁我们将以更高标准尧更严要求尧更实的举措袁扎实推进野学

党史尧担使命冶主题教育袁把野调查研究尧检视问题尧整改落实冶这根主

线贯穿学习尧教育和实践的全过程袁进一步增强野四个意识冶袁坚定

野四个自信冶袁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坚定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袁
以野不忘初心尧干在实处尧走在前列冶的意志和决心袁经受生态环保工

作成效的严格检验袁以各项优异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绩袁迎接建

党百年遥

在美丽射阳建设中担当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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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袁 是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启航之年遥 年初以来袁我

县以野起步就冲刺尧开局即决战冶
的状态袁以踏石留印尧抓铁有痕的

劲头袁扎实开展野首季争优冶专项

行动袁 奋力争取首季环境质量稳

中增优袁 以实际行动助力生态环

境质量提升袁 为高质量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赢得主动尧夯实基础遥

野一河一策冶 纵深推进野保芋争优冶
今年 1至 5月份袁2个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学尖渡口和明湖水

厂取水口水质稳定在芋类水标

准曰 我县 3个国考断面 渊新洋港

闸尧射阳河闸尧黄沙港闸冤和 2 个

省考断面渊利民河闸尧运棉河闸冤
均值均达到芋类水标准遥

高度重视水质达标工作遥1至

2月份袁省考断面利民河闸水质总

磷出现波动袁县领导吴冈玉尧徐旭

东即乘船巡视利民河袁 指导开展

河道水质提升工作袁 扎实推进全

县各个主要河道水质的持续改

善遥落实断面野一河一策冶措施遥县

水治办围绕 野国省考断面水质全

面达芋类冶的总体目标袁按照野一

河一策冶要求袁对 5个国省考断面

逐一制定水质提升保障方案袁做

到野提升责任落实到位尧问题症结

查找到位尧工程措施保障到位尧跟

踪督查通报到位冶遥 对野十四五冶国

省考断面特别是新增断面袁 开展

干流水质分段监测和支流支浜水

质监测遥 推动水环境治理工程建

设遥超前编制汛期应对预案遥结合

往年汛期情况袁 射阳生态环境局

会同部门和镇区全面开展农田退水尧排涝泵站尧雨污水排口

等情况的摸排袁完成汛期水质防范应对预案编制袁建立联防

联控机制遥 与此同时袁各地及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实施水环境

综合治理野十大工程冶袁为区域水生态环境质量野保芋争优冶提

供强有力工程保障遥
压实责任持续提升空气质量

今年 1至 5月份袁 射阳县城环境空气中 PM2.5平均浓

度为 31.2微克/立方米袁位列全省第 8袁全市第 2袁较上年同

期下降 6.9%遥
细化分解首季和年度任务遥为确保空气质量继续走在全

市前列袁 我县细化分解 2021年各镇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

务袁严格落实 2个省考尧17个镇区站点环境空气质量管理考

核制度袁落实镇区主要领导为大气点位长袁实现野首季争优冶
目标遥 精准压实野点位长冶责任遥 强化各级点位长的大气管控

政治责任和政治站位袁合德镇尧射阳经济开发区全面排查建

成区 2个省控站点 1至 3公里和 5公里范围污染源袁形成问

题清单尧提升方案遥通过野两巡查尧两交办尧一通报冶袁共发现问

题 124个袁目前已经整改到位遥推进重点行业区域整治提升遥
落实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和应急管控清单袁明确启动要

求尧减排比例及推进措施遥 进一步加强扬尘污染综合治理与

降尘考核袁细化扬尘防控野八达标冶野两承诺冶野一公开冶标准遥
系统推动道路交通扬尘污染精细化管控袁加强堆场尧码头尧港

口码头防尘屏障尧堆存方式尧抑尘措施等方面的监管力度遥
坚守底线强化问题执法监管

持续开展危废企业专项检查行动袁一季度共检查危废生

产经营企业 12家企业袁发现 32个新的环境问题袁每周跟踪

督查整改情况遥 截至目前袁所有问题均已整改完成遥
开展上级交办问题整改野回头看冶遥中央环保督察交办我

县 54件环境问题及中央环保督察野回头看冶交办我县 29件袁
已全部完成整改销号工作遥 省级环保督察交办我县 50件环

境问题袁包括重点件 11件已完成整改袁报市申请销号遥野百日

攻坚冶环境问题交办涉及的 30个问题袁立案查处 5家袁停产

限产 1家袁28个问题完成整改遥 实施六大专项执法行动遥 制

定专项执法行动计划袁并按计划进度逐项推进遥 专门邀请第

三方专家来我县袁对企业废水尧废气自动监控设施的采样点

位尧运维尧仪器尧辅助设施等方面进行专门辅导袁并对废水尧废

气自动监控设施进行现场实地专项指导遥推进水源地执法检

查遥累计完成射阳河尧明湖饮用水水源地一尧二级保护区内居

民拆迁 34户尧流转耕地 260亩尧清理鱼塘 360 亩尧设立防护

栏 7900米袁植树造林 1300多亩袁清理射阳河尧明湖沿线畜禽

养殖场 103户遥 全县 23家 500吨以上污水水质自动监控全

部与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监控平台联网到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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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个野世界环境日冶中国主题要要要

今年 6 月 5 日是

第 50 个野世界环境日冶袁中国

主题是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袁旨在

进一步呼唤醒全社会牢固树立 野尊重

自然尧顺应自然尧保护自然冶的理

念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家园遥

射阳生态环境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暨生态环境工作会议现场遥

监测化验
环保宣传党史学习

执法检查

本版策划尧组稿院于卉 单菊 摄影院吉东育 魏列伟

创成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袁 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 2020年度

全省生态环境工作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区袁全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列全省第二尧全市第一噎噎2020年袁我县始终践行野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冶的发展理念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袁统筹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等项工作袁收获了生

态文明建设的累累硕果遥
以绿色底纹绘就生态篇章

野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袁凝聚生态共识袁从顶

层设计到全面部署袁以绿色底纹绘就生态篇章遥 以绿色低碳循环为导

向袁壮大绿色经济袁倡导绿色生活袁建设绿色家园袁不断探索和拓宽耶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爷的价值转化路径袁让生态成为射阳高质量发展

的最动人色彩遥 冶县委书记唐敬的话语铿锵有力遥
一张蓝图干到底遥 我县坚持规划引领袁根据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县

建设标准袁先后三次修编叶射阳县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曳袁作为全县生态

文明建设的统筹性尧纲领性文件遥 精细编制叶射阳县生态红线规划调整

方案曳叶射阳县国省考断面和入海河流断面达标建设方案曳 等 10多个

专项性规划与方案遥 落实野生态保护红线尧环境质量底线尧资源利用上

线冶和野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冶的野三线一单冶制度袁确保野行动有方向尧建设

有标准尧示范有模板冶遥

野我们从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尧环境治理责任落实等多方面入

手袁建立了适用有效的推进制度遥 冶射阳生态环境局局长孙鸿斌介绍

说袁全县构建县尧镇尧村尧组四级野环保网格冶化监管体系袁推行野定区域尧
定人员尧定职责尧定任务尧定奖惩冶的野五定制度冶,做到执法监管野全时

空尧全域化尧全覆盖冶遥 制度化压实领导干部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责任袁
严格干部政绩考评野一票否决冶袁以生态文明建设法治观袁为野两山冶理论

的野射阳实践冶持续注入高质量发展内涵与动力遥
打赢野蓝天碧水净土冶保卫战

蓝天尧碧水尧净土袁饱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遥 在生态文

明建设中袁我县坚持顶层设计尧源头治理和靶向治污袁把打赢野蓝天保

卫战冶野碧水保卫战冶野净土保卫战冶野三大战役冶 当作全盘工作的重中之

重袁打好污染防治野组合拳冶袁悉心呵护野射阳蓝冶野射阳绿冶和野射阳美冶袁
鹤乡百姓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不断提升遥
扎实开展大气污染防治遥 及时下达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袁

2020年列入市年度计划的 40个大气重点工程项目袁已全部完成遥加强

镇区大气环境质量管控袁 完成全县 17个镇区大气自动监测站站点建

设和联网工作遥 开展县城区两个省控站点周边走航溯源尧问题排查袁重

抓扬尘尧柴油货车尾气尧餐饮油烟等问题专项整治遥 2020年袁全县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 90.4%袁PM2.5平均浓度为 30.6微克/立方

米袁列全省第八尧全市第一遥 蓝天白云成为拍摄射阳景色镜头里的主背

景遥
积极开展水污染防治遥 全面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袁设立 5个水质

监测断面袁全天候检测进水水质曰开展地表水重点断面达标整治袁制定

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目标责任分解表和整治任务清单袁着力推进河道

水产养殖清理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尧沿线企业限产限排尧陆域畜禽养殖

整治尧支流沟河截污等整治措施遥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全县饮用水源地取水

口水质三类达标率 100%袁国省考断面三类水质比例为 100%遥
有效开展土壤污染防治遥 开展危险废物处置安全生产专项行动袁

涉及问题均已整改到位遥 采取定期检查和野双随机冶行动袁对危险废物

产生尧经营单位开展规范化管理袁完成年度野清废冶目标遥 全面排查废弃

危化品袁所有排查出的废弃危化品和剧毒化学品均已委托有资质单位

规范处置遥 强化涉废案件调查处置袁重拳出击尧形成震慑袁切实降低区

域环境风险遥
在高质量发展大道上阔步前行

我县聚焦重点尧突破难点袁把思想行动集中统一到野生态射阳冶建

设的决策部署和发展要求上来袁既为环境减负尧又为生态增值袁开创性

地探索并蹚出了一条发展与保护相向并行之路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玉反复强调院野射阳拥有得天独厚的环境资

源袁但不好好保护袁再优质的资源也会很快枯竭遥 对于不利于环境发展

的项目袁我们绝不手软袁宁可拒之门外袁也绝不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

价遥 冶几年来袁我县先后关闭 28家化工企业袁城区污染企业野退城进区冶
工作画上了句号袁成为名副其实的野无化县冶遥
调优结构尧转型发展袁全县绿色高端工业经济高歌猛进遥 新能源尧

电子信息尧高端纺织尧健康四个主导产业加快集聚袁科技创新与绿色产

业深度融合曰新兴产业年产值增幅保持 30%以上袁绿色高端尧特色鲜明

的产业体系已经形成袁成为加快拉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遥 我

县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保持全市前三袁连续四年荣获全市综合考核第一

等次袁蝉联六年先进袁连续四年入选野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冶袁并被中国

社科院评为野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县冶遥
念绿字经尧走品牌路袁催生了势头强劲的生态农业袁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建设犹如雨后春笋袁茁壮成长袁野生态农业尧休闲农业尧观光农业冶齐

头并进袁水稻尧大蒜尧梨果尧中药材尧蔬菜等一个又一个标志性产业品牌

层出不穷袁成为名不虚传的野全国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县冶遥
在保护中发展袁在发展中保护遥 实干睿智的鹤乡人袁正在新时代生

态文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大道上昂首阔步袁砥砺前行遥

让“生态绿”成为射阳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色彩

2020年袁 我县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为核心袁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袁统

筹谋划袁强化举措尧精准施策袁攻坚克难尧
积极作为袁 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重大进

展袁生态环境整体质量持续改善遥
大气环境方面袁 全县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为 90.4%袁 位列全省第二尧
全市第一袁 同比提高 3.9 个百分点曰

PM2.5年平均浓度为 3园.6微克/立方米,
位列全省第八袁 全市第一袁 同比下降

20.5%曰PM10 年平均浓度为 52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17.5%遥 环境空气中二氧

化硫尧二氧化氮尧一氧化碳尧臭氧等指标袁
均达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遥

水环境方面袁 全县 3个省级以上考

核断面年均水质符合芋类的断面比例为

100%袁同比水质持平遥 2个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射阳河合德水源地尧 射阳河明湖水

源地水质均符合地表水芋类标准袁 同比

水质持平遥
声环境方面袁 全县昼间区域声环境

质量总体较好袁 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49.2分贝袁较 2019年下降 0.5分贝袁达到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一级渊好冤水平遥
县城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渊路长加权冤为 67.1分贝袁较 2019年下降

1.0分贝袁 达到道路交通噪声昼间一级

渊好冤水平遥 县城各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

昼间和夜间等效声级达标率均为 100%遥

2020 年我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