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急                 川污防“三大战役”办〔2018〕7 号 

 

 

关于征求《〈四川省环境污染防治 

“三大战役”实施方案〉2018 年工作要点》 

意见的通知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委《关于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四川的决定》

《四川省环境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实施方案》精神，坚决打好

全省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攻坚战，科学部署 2018 年我省环境

污染防治工作，根据省政府领导要求，省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三大战役”领导小组办公室（环境保护厅）牵头起草了

《〈四川省环境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实施方案〉2018 年工作要

点（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要点》）。现将《工作

要点》印送你们，请提出修改意见，于 3 月 22 日（星期四）上

午 12:00 前书面反馈我办，如无意见也请书面回复。 

文件 
 

四川省大气  水  土壤污染防治 

“三大战役”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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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环境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实施方案》
2018 年工作要点 

（征求意见稿） 
 

根据《关于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四川的决定》《四川省

环境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实施方案》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攻坚战，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

题，实现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奋力推动新时代污染防

治再上新台阶，为建设美丽四川作出贡献，结合我省实际，提

出《四川省环境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实施方案》2018 年工作

要点： 

一、主要目标 

全省大气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全省未达标城市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比 2015 年下降 12%；优良天数率达到 82.6%。

力争新增加 1—2 个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全面完成主要大气

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任务。 

全省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省国考断面地表水水质优良

（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达到 79.3%，在 2017 年的基础上提高

1.1%，地表水劣Ⅴ类水体比例控制在 4.6%以内。力争增加 3 个

地表水水质优良国考断面，力争消除仅有的 2 个劣 V 类国考断

面。全面完成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出环境问题整治，确保 4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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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到Ⅲ类以上。全面完成主要水污

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任务。 

全省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完成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

查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基础信息调查与信息入库建设；完成土

壤环境质量省控监测点位设置；完成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隐

患排查、整改和周边用地自行监测工作；完成市（州）所在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陆域、30 个工业园区和 30

个硫铁矿等矿山土壤污染状况评估；启动实施 20 个土壤污染治

理与修复试点示范项目。 

二、重点任务 

（一）打赢蓝天保卫战。 

1．实施工程治理减排行动。继续将成都平原地区大气环境

质量改善作为全省环境保护“一号工程”。大力推动达州、广

安、泸州等市 300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加快县

城及以上城市建成区 1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淘汰。开展玻璃、砖

瓦、陶瓷等行业企业污染治理，继续实施水泥等行业错峰生产。

出台《四川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制定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技术指南，完

善 VOCs 排放源清单，加快 VOCs 监测和管控体系建设。以石

油化工、汽车制造、包装印刷、家具等行业为重点开展 VOCs

污染源达标整治。加强油气回收治理。修订实施成都平原、川

南地区臭氧防控等方案。提高城市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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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扬尘管控提档升级，重点推进城市建筑施工工地全封

闭、渣土运输车辆全密闭，加快推进城市扬尘视频监控平台建

设。 

2．实施结构调整减排行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产业、

能源、交通为重点推进结构减排。重点城市持续压减高污染产

能，大力推进环境友好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大力化解钢铁等行业过剩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以中央环

保督察问题整改为抓手，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加快能

源结构调整，持续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大力推

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发展和鼓励使用清洁能源，进一步建设

完善工业园区或工业集中区热电联产，继续推行煤改气、煤改

电工程。加快城市交通结构调整，积极推进构建大中城市现代

交通体系，大力推进城乡公共交通建设，加快建设成都等重点

城市轨道交通。 

3．实施管理减排行动。划定全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严格执行《四川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8 年修订）》，动

态更新污染源排放清单，提高重污染天气预警预报准确率，落

实重点企业错峰生产、压产限产、工地停工和机动车限行等强

制性措施，有效减缓重污染天气影响。加强秸秆综合利用，有

效减少秸秆存量；进一步完善市、县、乡、村四级秸秆禁烧监

管体系，加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秸秆禁烧管控力度，强化联

合执法，严防秸秆露天焚烧污染。加强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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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污染治理，开展柴油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整治和油品

抽查专项行动，在成都等重点地区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禁止区，制定重点城市柴油货车污染管控工作方案、非道路移

动机械污染整治工作方案。 

（二）打好碧水保卫战。 

4．实施严重污染水体整治行动。（1）全面开展沱江流域水

质达标冲刺行动。组织实施《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沱江

流域水质达标三年行动方案》，集中开展德阳为重点的上游区域

会战，以及成都毗河、资阳阳化河、眉山球溪河、内江威远河、

自贡釜溪河、泸州濑溪河等重污染流域的支流会战。建立沱江

流域 7 市 24 个国省考核断面“断面长制”。（2）实施污染严重

24 条重点小流域综合整治行动。全面推动流域达标方案落地实

施，强化沿江排污口整治，严格生态流域管理，保障生态需水，

加快推进阳化河、球溪河、郪江、江安河、琼江、釜溪河等流

域污染防治，确保阳化河流域水质达标，琼江流域水质全面改

善，力争实现 10 个出川考核断面全面达到考核标准。（3）加快

国家挂牌的 99 条黑臭水体治理，确保已完成治理 70 条黑臭水

体黑臭现象不反弹，督促自贡、德阳等市加快推进剩余 29 条黑

臭水体治理。 

5．实施水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行动。（1）以实施《四川省城

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三年推进方案》为核心，加快推进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以保证乡镇一级污水处理设施正常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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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全面开展已建污水处理厂设施运行维护专项检查，严

肃查处污水处理厂设施长期“晒太阳”问题，全力推动乡镇级

的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2）强化总磷污染综合防治。强力

开展重点行业企业涉磷污染源专项整治，实施绵竹新市、什邡

双盛 2 个重点涉磷工业集聚区整治方案。加大磷石膏综合利用，

全面转型升级涉磷企业，确保 2018年底德阳市实现涉磷企业“产

消平衡”、总量“消增削存”。（3）强化农村面源综合管控。大

力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和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垃圾收集处理，推动城市（县城）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适当向

城郊结合部延伸。加强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深化禁养区内

规模化畜禽养殖关闭取缔工作，加快推进禁养区内规模化以下

畜禽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 

6．实施饮用水环境安全保障行动。持续巩固地级以上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成果；全面推动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问题整治，进一步合理调整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集中解决水

源地突出环境问题，规范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强化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监测；加大乡镇饮用水水源地管理，确保乡镇饮水安全。 

7．实施良好水体保护行动。严格控制开发建设活动，维持

流域自然生态环境现状，确保Ⅲ类以上良好水体水质稳中趋好。

持续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完成 1800 个村庄整治。扎实推进

泸沽湖、邛海、黑龙滩、白龙湖、鲁班水库等重点湖库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加强达标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与水环境管理，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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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青衣江、紫坪铺水库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健康，完成紫

坪铺水库生态功能和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开展“三江”流域水

环境生态补偿，建立绩效评估机制。现状水质在 II 类及以上江

河源头，严格实施水生态红线管控，严格控制开发建设活动，

保持流域自然生态环境，确保水质稳中趋好。 

（三）打好净土保卫战。 

8．实施土壤环境监测预警建设行动。（1）全面开展土壤污

染状况详查。落实《四川省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实施方案》，完成

全省 28538 个农用地点位的样品采集、流转、制备、分析测试、

数据上报、审核与入库、成果汇总报告编写。2018 年底前查明

全省农用地土壤污染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完

成 3567 家在产、938 家关闭搬迁重点行业企业地块基础信息调

查与信息入库、风险筛查，确定采样点位，启动采样工作。（2）

加快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设。落实《四川省土壤环境质量

监测网络建设工作方案》，开展国控监测点位监测，完成省控监

测点位设置。加强省级土壤风险管控区、先行示范区、重金属

重点防控区等重点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监测能力建设，提升土壤

环境质量监测水平。（3）推动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

完善全省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加快数据库建设，各

相关部门将上年度相关数据上传至管理平台，实现数据动态更

新。 

9．实施耕地土壤污染分类管控行动。（1）依据国家《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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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试行）》和农用地详查结果，

启动全省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试点工作。严格保护优

先保护类耕地，将符合条件的划为永久基本农田。（2）耕地污

染严重的县（市、区），按照《四川省受污染耕地特定农产品（粮

食）禁止生产区划定及种植结构调整工作指导方案》，启动特定

农产品（粮食）禁止生产区划定，编制受污染耕地种植结构调

整方案，落实有关治理措施。对威胁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安全

的耕地，制定环境风险管控方案，落实有关措施。推进龙门山

断裂带石亭江流域、川南土壤酸化区、川西南矿产富集区和盆

周矿产富集区等重点区域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

构调整试点工作。 

10．实施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防范行动。（1）严格执行建设

用地再开发利用场地调查评估和治理修复制度。按照有关规定

建立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清单，开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调

查、风险评估、治理修复、成效评估等工作。重度污染农用地

转为城镇建设用地的要开展土壤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严禁不

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的地块进入用地程序，确保人居环境安

全。（2）排放重点污染物的建设项目要严格执行土壤环境影响

评价有关规定，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 

11．实施工矿企业污染综合整治行动。（1）推进尾矿库、

排土场和渣场的安全监管和污染防控，完善隐患治理和闭库措

施。完成对历史遗留和在产企业的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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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2）推进重点区域土壤风

险评估。开展市（州）所在地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二

级保护区陆域土壤污染状况评估和 30 个化工、冶金工业园区周

边土壤污染状况评估，以及 30 个周边有农用地的废弃煤矿、硫

铁矿等废弃矿井及矿山土壤污染状况评估工作。（3）严格重点

企业与园区土壤环境管控。制定 2018 年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

名单，新列入名单的企业要签订目标责任书，重点监管企业要

自行对其用地土壤进行监测，向社会公开。 

12．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行动。（1）认真执行《四川

省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有序推进规划项目实施，全面整

治受污染农用地、污染地块、历史遗留尾矿库、非正规垃圾填

埋场、涉重金属企业等各类土壤污染源，完成年度治理与修复

目标任务。（2）继续推进《四川省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

推进方案》，完成 2018 年目标任务。（3）推进省级项目库建设，

鼓励和支持各地申报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项目。优化项目管理

程序和资金拨付要求，加快入库项目实施进度，开展项目进展

情况调度。（4）推进省级管控区建设。德阳市、凉山州、泸州

市 3 个省级管控区要加快推进规划项目，积极探索土壤风险管

控模式，优化土地资源空间布局。（5）推进综合防治先行示范

区建设。崇州、绵竹、古蔺、江安、船山、犍为、安州、蓬安

等 8 个县（市、区）要认真落实省级土壤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

加快推进规划项目，形成适合我省不同区域的土壤污染防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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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四）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13．按照国家《关于北京等 15 省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

的复函》（环生态函〔2018〕24 号）要求，及时发布我省生态保

护红线，明确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格局、主要类型和分布范围

等工作。 

14．指导市县及时启动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调查生态

保护红线内各类基础信息，详细勘定生态保护红线边界，实现

推动生态保护红线准确落图落地。 

三、保障措施 

（一）机制创新。（1）认真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对本行政区

域环境污染防治负总责。持续推进《四川省环境污染防治改革

方案》。强化市、县两级污染防治“三大战役”组织领导机构，优

化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组织领导机构，完善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2）以成都平原、川南、

川东北地区为重点实施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治工作方案；

制定重点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包片指导方案。探索建立沱江流域

国省考核断面“断面长制”，加快建立赤水河流域等生态补偿机

制，进一步实施流域水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实施土壤污染防

治分区管控机制。强化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管

理，推进“一证式”监管工作。（3）加强宣传教育活动，营造

全社会参与氛围。结合世界环境日、四川环保世纪行开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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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扎实推进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活动，

引导公众深入了解、亲身参与环保实践。开展《四川省环境污

染防治“三大战役”实施方案》、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等重点新闻报道活动。深入实施环保公益示范项目，

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开展环保宣教活动。策划制作公益广告、宣

传短片、海报等环境文化宣传品，向全社会充分渗透环境保护

理念，引领公众积极践行环保行为。举办四川省持续推进污染

防治“三大战役”暨河长制专题研讨班，不断提升党委、政府、

部门、企业和科研院校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意识

和能力。 

（二）资金投入。（1）建立健全更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出

台实施四川省污染防治激励约束资金管理办法等措施，设立省

级污染防治激励约束资金。（2）健全环境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

市场化体系，推广 PPP、第三方治理等多种模式参与环境污染

防治，培育壮大环境污染治理市场主体，鼓励各类投资主体进

入环境污染防治市场。力争出台《壮大四川环保产业实施意见》，

推进中节能、葛洲坝、亿利等企业在川环保产业投资。（3）加

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形成环境污染防治投资稳定增长机制。

统筹整合资金和项目，深化“以奖促防”、“以奖促治”、“以奖代

补”等政策措施，推进重点区域（流域）、重点行业（领域）和

重点项目治理。开展全省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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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支撑。充分利用科技和人才优势为四川省环境污

染问题对症下药，精准发力。深化与国家、省科研院校合作，

邀请“国家队”专家入川，借力“外脑”，强化科技治污。支

持成都市建立大气环境院士工作站，立足成都辐射成都平原 8

市；继续加快推进川渝大气污染防治国家课题相关工作；加快

大气组分网建设。组织省内院校分别对接 10 条河流，帮助找准

“病灶”，精准施策；开展重点流域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率先

建成沱江流域水环境信息管理系统。完善流域自动监测预警体

系，2018 年底前建成 77 个省控及以上地表水水质自动站。制定

《四川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四川省农用地土壤环境

管理办法》《四川省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规范污染地

块、农用地、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工作。狠抓第二次污染源

普查，组织实施好普查试点，全面开展清查建库、入户调查、

质量核查和数据审核与数据汇总，全面厘清污染源家底。加快

推进国家西南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国家西南土壤样品

制备和流转中心、国家西南环境监测区域质控中心等“三个中

心”建设，提升我省环境监测能力水平。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新

技术，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测、保护和治理的及时性、精确性

和有效性。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管理技术

规范为重要内容的地方环境标准体系，提高重点行业环境准入

门槛，严格执行《四川省固定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四

川省岷江、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标准，推进页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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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水泥等重点行业排放标准和技术规范研究，研究制定四

川省建筑扬尘颗粒物排放等标准。 

（四）执法监管。完成《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实施办法》修订、《四川省沱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立法等工作。用足用好《环境保护法》及其配套办法，加强刑

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继续开展“利剑斩污行动”，严厉惩

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深入推进成都平原等重点区域大气污染

防治强化督查，组织开展沱江、岷江、嘉陵江等重点流域水污

染防治强化督查，引导企业守法，严控环境风险，推动区域、

流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五）考核奖惩。完善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目标考核指标体系，制定市（州）约束性指标差异

化考核体系，抓好目标绩效考核，严格落实《四川省党政领导

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等要求，认真执行《四

川省环境保护厅约谈暂行办法》，对工作推动不力、环境质量恶

化、未完成目标任务的实施预警、约谈；对问题突出的要严肃

追究责任。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在任职期

间造成资源环境生态严重破环负有责任的，即使已调离岗位也

要追责。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抄送：各市（州）环境保护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