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渊通讯员 单菊 魏列伟冤
面对新时期环境监管的新形势和新要
求袁射阳生态环境监测站按照野打造一
流监测能力水平冶的建站目标袁重抓人
员培训尧装备更新与实战练兵袁积极投
入全县水尧大气尧噪声及农村环境等各
项监测工作袁实现了野环境质量尧重点
污染源尧生态环境状况冶要素监测全覆
盖袁为全县可持续尧高质量发展保驾护
航遥

监测专业技能水平平稳提升 遥
2020 年以来袁 该站先后拟订 20 个专
题袁 以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为重
点袁 每月组织两次专业化技能化业务
培训袁全年安排 30 多课次学习袁有效
提升全员的专业化尧技能化监测能力遥
积极参加省尧市组织的各类业务培训袁
注重知识更新袁达到吸收新知识尧应对
新形势和新挑战的监测实践能力袁先
后组织 9 名监测人员参加省环境监测
人员上岗证考试袁合格率 100%遥 对新
招录的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袁 抓紧开展
应知应会方面的培训和训练遥

监测监控设备更新步伐加快 遥
2020 年以来袁 我县累计投入 1000 多
万元袁 更新和补充 2 个省控大气自动
监测站尧饮用水源地水质自动站设备袁
新建 19 个镇区大气自动监测站曰新增
9 个主要河流入境断面尧 镇界断面水
质自动监测站 渊其中 1 个省控站冤袁开
展河流水质预警监测袁 为镇区空气和
河流环境质量达标考核提供条件袁初
步形成野天尧空尧地冶一体化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遥

监测监控预警能力全面增强遥 该
站配合第三方开展省控大气自动监测
站运行管理袁 实现县城区域空气质量
连续监测和连续报告遥 加强镇区大气
网格化建设袁 在全市率先完成镇区网
格化大气自动监测系统 19 个站点的
招标建设袁 并通过验收袁 投入正常运
行遥 配合县相关部门开展县境内地表
水国考和入海河流断面尧3 个入海河闸断面 渊射阳河
闸尧黄沙港闸尧新洋港闸冤的加密监测和沿线排查袁并
对新洋港尧小洋河尧燃料河和平交河口尧企业排污口进
行污染排查及采样监测遥 对全县境内 29 个村庄污水
处理厂的基础信息进行调查袁并开展一年两次监测工
作遥

监测数据逐年扩增成效显著遥 2020 年袁该站完成
入海河闸断面尧 省级市级水环境资源区域补偿断面尧
饮用水源地渊学尖渡口尧明湖冤尧5 个水功能区尧1 条城
市内河尧市控 4 个断面尧9 条入海河流尧16 个城市黑臭
水体监测尧115 个功能区噪声尧23 个道路交通噪声尧7
个功能区噪声监测尧降水尧降尘监测等例行监测工作遥
全年共获各类环境监测数据 514747 个袁其中自动监
测数据 500594 个袁手工监测数据 14153 个袁共出具监
测报告 260 多份遥 监测结果均及时上报袁为省尧市尧县
作出环境保护决策提供科学尧精细尧准确的数据支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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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魏列伟 单菊冤作为盐城市的主要开
放口岸袁我县始终是盐城市创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重要
板块遥 近年来袁县委尧县政府全方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袁建立
了野生态环境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冶制度袁主要领导常态化专题
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重大事项袁跟踪督查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
环保工作的部署落实袁打造野政府统筹尧属地负责尧部门参与尧
互动并进冶的生态文明野大建设尧大推进冶格局遥 以省级野生态
文明示范县冶创建为契机袁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袁生态
文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遥 2021 年 3
月袁我县成功创建江苏省野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冶遥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全县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袁 加快创建
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冶袁近日袁我县按照叶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规划编制指南渊试行冤曳等相关要求袁根据地方实
际袁立足前瞻性与可靠性袁编制出台叶射阳县生态文明建设规
划渊2020-2025 年冤曳袁作为野十四五冶时期指导全县生态文明

建设工作的纲领性文件遥
叶规划曳的指导思想是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袁按照野四
个全面冶战略布局和野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的要求袁深入实施
生态文明建设袁坚持绿色发展尧循环发展尧低碳发展袁践行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袁 加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
建设新格局袁不断拓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尧广度和深度袁
积极探索高质量永续发展新途径袁努力将射阳建成野强富美
高冶的大美鹤乡福地袁谱写新的美丽中国射阳篇章遥

叶规划曳分为生态文明建设基础条件及形势分析尧规划总
则尧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尧聚焦污染防治攻坚尧落实生态分区管
控等总共十章遥 规划范围涵盖我县行政辖区袁总面积 2605.72
平方公里袁包括 2 个省级开发区尧13 个镇尧3 个省属农场和 1
个市属射阳盐场尧155 个村民委员会尧87 个居民委员会袁规划
期限为 2020耀2025 年遥

叶规划曳 包括两个分阶段目标袁 近期从 2020 到 2022
年袁全县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的显著成效袁达到叶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建设指标渊2019 年修订冤曳要求袁呈现生
态空间地绿水秀尧生态经济快速发展尧生态环境稳步改善尧
生态生活幸福健康尧生态文化先进文明尧生态制度基本健全
的生态文明建设良好局面遥空间格局尧产业结构尧生产方式尧
生活方式基本确立袁 所有镇创建成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镇遥生态安全得到可靠保障袁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普遍增
强袁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率明显提升袁并成功创建成
为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冶遥 远期从 2023 到 2025 年袁进
一步巩固和提升全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袁 生态文明建设全
面融入县域经济尧政治尧文化尧社会建设中袁绿色发展水平显
著提升袁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袁生态文明制度更加健全袁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袁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袁城乡人居
环境显著改善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美鹤乡福地遥

打造大美城乡福地建设生态宜居鹤乡要要要

我县出炉 2020-2025年生态文明建设纲领性规划

本报讯渊通讯员 单菊冤射阳生态环境
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野学史明理尧学史增信尧
学史崇德尧学史力行冶和野学党史尧悟思想尧办
实事尧开新局冶的要求袁牢记初心使命袁把野学
党史尧守初心冶落实在野见行动尧办实事冶上遥

该局结合党史学习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思想袁认真解决中央及省尧市生态环
保督察过程中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
题袁以此作为党史学习教育野我为群众办实
事冶专题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遥 对
上级交办信访件和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
题袁迅速行动袁制定整改方案袁明确野问题原
因尧整改措施尧整改目标尧验收时限冶袁以群众
满意为第一标准袁以实际整改成效回应社会
关切袁确保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得到充分维
护遥

该局做好日常环保信访工作袁 确保
野12369 举报电话冶24 小时畅通袁对群众来信
来访做到野第一时间响应尧第一时间办理尧第
一时间回复冶袁坚持野调查处理细致尧答复内
容规范尧信息公开及时尧群众反馈满意冶的办
案原则袁有效解决群众野反应强烈尧反复投
诉冶的环境污染问题遥

该局把生态环境审批及行政许可全部
事项下放行政服务大厅袁 建立绿色通道袁落
实环境影响评价快速审批尧 限时审批等措
施遥 深化线上线下政务服务改革袁做到野便民
利民尧用心用情冶袁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
问题遥 推进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审批事项网
上审批改革袁开展野让客商只办一次尧让群众
只跑一趟冶活动袁进一步提升事项审批效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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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魏列伟冤近日袁射阳生态环境监测站党
支部谋划开展的野学党史尧进园区尧送服务冶志愿活动走进盐
城市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园区遥志愿者们参观了解了江苏欧斯
曼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的废水尧 废气治理流程袁并
与园区企业代表围绕野学党史尧谈体会冶主题进行交流遥

随后袁志愿者们还就企业废气废水的自行监测与控制等
问题作了探讨遥 他们贴近实际袁从环保专业角度一一释疑解
惑袁会场气氛热烈遥

中大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代表提出院野第三方在废气监测
时袁上风向与下风向都要检测袁应当以哪个风向的计算结果
为准袁判断是否达标钥 冶

射阳生态环境监测站总工程师汤雪松当即解答院野在叶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曳中袁排放源上风向布设参照点尧下风
向布设监控点袁以下风向监测结果扣除上风向监测结果为企
业的废气排放浓度值遥 冶

活动现场袁野学党史尧进园区尧送服务冶志愿们为企业送上
了叶企业自行监测文件汇编曳袁内容包括叶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指南曳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曳叶关于

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曳等相关文
件遥

志愿活动负责人尧射阳生态环境局党组副书记严安军作
出郑重承诺院野今后袁我们要坚定践行初心使命袁以更加积极
主动的姿态袁投入绿色发展的各项服务中袁坚决做到耶有求者
必应袁有难者必帮爷遥 冶会场上响起一片掌声遥

射阳生态环境监测站

“学党史、送服务”志愿活动走进纺织产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