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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世界制造业基地”ꎬ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在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也

存在区域性的生态失衡问题ꎮ 主要表现为:景观格局变化剧烈、区域性大气污染显著、区域水环境质量堪忧、土壤

重金属污染严重等ꎮ 结合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形势ꎬ在分析成因的基础上ꎬ从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产业结构优化、
实现环境治理多元主体的行为生态化、生态共建环境共治、强化源头治理、加强生态文明规划的基础保障等方面提

出了以环境质量为导向的生态城市建设路径与方式ꎬ改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环境压力ꎬ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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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三角城市群地处亚热带中北部、中国东部沿

海地区与长江流域的结合部ꎬ覆盖上海及江苏、浙
江、安徽部分地级市(２６ 市)ꎬ２０１５ 年ꎬ区域土地总

面积 ２１.１７ 万 ｋｍ２ꎬ约占全国的 ２.２１％ꎻ总人口 １.５
亿人ꎬ约占全国的１０ .９８％ꎻＧＤＰ总量约占全国的

２０.０２ꎮ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ꎬ长三角地区作为 “世
界制造业基地”和国际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标

兵、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中国城镇分布密度最高、经
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ꎬ在成为中国区域经济

一体化发展典范的同时ꎬ景观格局变化剧烈、大气污

染显著、水环境质量堪忧、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ꎬ整
体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ꎮ 区域性的生态失

衡ꎬ致使生态危机频发ꎮ 诸如ꎬ城市都市圈的酸雨区

规模扩大、无锡与太湖的蓝藻大爆发、江浙高新技术

重污染区的“三致”效应(致突变、致畸和致癌)、空
气中的 ＰＭ２.５ 污染愈演愈烈、江浙沪“水质性缺水”
以及长三角流域跨界水体污染等大量出现(宋建波

等ꎬ２０１０ꎻ孙克强等ꎬ２０１１)ꎮ 毋庸置疑ꎬ粗放的生产

方式与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费方式ꎬ导致了长三角地

区自然力(生物与非生物资源)的衰竭ꎮ近年来区

域性、流域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也日益突出ꎮ
由于存在行政管理的壁垒ꎬ区域内各城市的环境保

护与管理各自为政ꎬ互不相干ꎬ呈“倒一体化”特征

(曹卫东等ꎬ２０１２)ꎮ 因此ꎬ需要加强长三角区域协

调统一管理ꎬ推动生态共建环境共治ꎬ优化长三角地

区的产业结构ꎬ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ꎮ

１　 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形势分析

１.１　 景观格局变化剧烈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１０ 年ꎬ长三角地区经历了快速城市

化过程ꎬ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大ꎮ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ꎬ
区域耕地面积流失总量为 ４ ０４０ｋｍ２ꎬ其中 ３ ３２９ｋｍ２

转变为建设用地ꎬ５６０ｋｍ２ 转变为林地ꎬ４３７ｋｍ２ 转变

为水体ꎻ按年均流失速率评估ꎬ上海、南京、苏州、无
锡、常州、杭州、宁波的市辖区ꎬ是耕地流失现象最为

严重的区域ꎮ 区域建设用地面积为 １ ９４３１ｋｍ２ꎬ较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１.９４％ꎬ增长量为 ３ ３９３ｋｍ２ꎬ其中 ９６.０％
来自对耕地资源的占用ꎮ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ꎬ耕地流

失状况更趋严重ꎮ ２０１０ 年ꎬ区域耕地总量首度降至

１.０×１０５ｋｍ２ 以下ꎬ为 ９.３×１０５ｋｍ２ꎬ分别较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减少 １１.９９％、８.５０％ꎬ流失量高达 ８ ６６８ｋｍ２ꎬ
其 中８４５６ｋｍ２ 转为建设用地ꎬ８４５ｋｍ２ 转为林地ꎬ
１ １５８ｋｍ２ 转为水体ꎮ 按年均流失速率划分ꎬ上海－
南京轴、上海－杭州轴、杭州－宁波轴沿线均为耕地

流失严重区ꎬ同时浙江金华、温州的耕地流失强度也

有显著提高(杨芳等ꎬ２０１２)ꎮ
１.２　 区域性大气污染显著

大气污染一体化和同步化趋势较为突出ꎮ 根据

环境保护部发布的«２０１５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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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长三角地区 ２５ 个地级以上城市达标天数比

例在 ６１.５％ ~ ９０.８％之间ꎬ平均仅为 ７２.１％ꎬ平均超

标天数比例为 ２７.９％ꎬ其中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
度污染和严重污染天数比例分别为２０.９％、４.６％、
２.３％和 ０.１％ꎮ ２５ 个城市中ꎬ仅有 ６ 个城市达标天

数比例在 ８０％~１００％之间ꎬ１９ 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

在 ５０％~８０％之间ꎮ 超标天数中以 ＰＭ２.５ 为首要污

染物的天数最多ꎬ占超标天数的 ５７.５％ꎻ其次是 Ｏ３

和 ＰＭ１０ꎬ分别占 ３７. ２％ 和 ３. ６％ꎮ 有 ２４ 个城市

ＰＭ２.５ 超标ꎻ１９ 个城市 ＰＭ１０ 超标ꎻ１２ 个城市 ＮＯ２

超标ꎻ１６ 个城市 Ｏ３ 超标ꎮ 可以看出ꎬ长三角的大气

污染已随着城市群的扩张由局地污染演变为区域

性、复合型特征ꎮ
秋冬季节灰霾污染事件频现ꎮ 由于区域较高的

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和排放密度ꎬ区域 ＰＭ２.５ 浓度

水平总体较高ꎮ 在秋冬季节不利气象条件作用下ꎬ
灰霾污染事件频发(王春梅等ꎬ２０１６)ꎮ 尤其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长时间、大范围、高强

度的灰霾天气ꎬ污染面积达 １３０ 万平方公里ꎮ 其间ꎬ
上海、南京和杭州大气 ＰＭ２.５ 日均浓度超标达 ２０ ~
２５ 天(王跃思等ꎬ２０１４)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初ꎬ中国中

东部地区再次遭受长时间大范围严重大气污染的袭

击ꎬ长三角区域成为整个污染事件的重灾区ꎬ南京、
杭州、上海等多个城市大气中 ＰＭ２.５ 最大小时浓度

超过 ６００ 微克 /立方米ꎬ空气污染达到严重污染水平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课题组ꎬ２０１６)ꎮ
夏秋季节臭氧污染现象突出ꎮ 城市化、工业化、

机动化的高速推进以及大气活性物质的大量排放ꎬ
使得长三角沿海城市群在夏秋季节面临严峻的以高

浓度臭氧为典型特征的光化学污染问题(易睿等ꎬ
２０１５)ꎮ ２０１３ 年夏季ꎬ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ꎬ上海、
杭州、苏州、宁波、南通、嘉兴、湖州等城市连续出现

大范围高浓度臭氧污染ꎬ臭氧最大小时浓度超过

４００ 微克 /立方米ꎬ是国家二级空气质量 １ 小时浓度

标准限值(２００ 微克 /立方米)的 ２ 倍之多ꎮ 其中有

２９ 天臭氧日最大小时浓度超过二级标准ꎬ累计超标

小时数长达 １７７ 小时ꎮ 以日最大 ８ 小时浓度计ꎬ共
有 ２２ 天臭氧最大 ８ 小时浓度超过二级标准限值

(１６０ 微克 /立方米)ꎮ 根据环保部发布的实时空气

质量监测数据ꎬ上海及周边城市(杭州、湖州、嘉兴、
宁波、舟山、苏州、南通)光化学污染具有较强的区

域同步性ꎮ

长江三角洲地区酸雨严重ꎬ降雨酸度值偏低ꎬ有
较大面积属于国家酸雨控制区ꎮ ２０１５ 年ꎬ江苏全省

省辖城市酸雨年均 ｐＨ 值为 ４. ８７ꎬ酸雨率 ２８. ３％ꎬ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ꎬ２０１５)ꎻ浙江省 ６９ 个县级以上

城市中有 ６６ 个被酸雨覆盖(浙江省环保厅ꎬ２０１５)ꎻ
上海全市降水 ｐＨ 平均值为 ５.０７ꎬ酸雨率为 ６０.８％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ꎬ２０１５)ꎻ安徽省平均酸雨频率

为 ８.１％ꎬ８ 个城市出现酸雨ꎬ全省平均降水 ｐＨ 年均

值为 ５.９０(安徽省环境保护厅ꎬ２０１５)ꎮ
１.３　 区域水环境质量堪忧

长三角区域内河湖众多ꎬ水网密布ꎮ 近几年的

监测数据显示ꎬ长三角地区太湖流域、长江下游段、
钱塘江某些河段等水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ꎬ
以太湖最为严重(韩龙飞等ꎬ２０１５)ꎮ ２０１５ 年ꎬ太湖

湖体总体水质处于Ⅳ类(不计总氮)ꎮ 其主要污染

指标为总磷、总氮ꎻ共监测到蓝藻聚集现象 ９１ 次ꎮ
利用太湖流域水质自动监控系统监测数据ꎬ以高锰

酸盐指数、总磷和氨氮三项指标评价ꎬ２０１５ 年ꎬ１５ 条

主要入湖河流中 ꎬ有７条河流水质符合Ⅲ类 ꎬ占
４６.７％ꎻ其余 ８ 条河流水质均为Ⅳ类ꎬ占 ５３.３％(江
苏省环境保护厅ꎬ２０１５)ꎮ 江苏省近岸海域Ⅳ类、Ⅴ
类和劣Ⅴ类断面比例分别为 ４５.２％、９.７％和 １６.１％
(杭小帅等ꎬ２０１３)ꎮ 地下水污染造成的环境问题同

样突出ꎬ但治污能力仍然不够ꎮ 上海、苏锡常地区、
杭嘉湖地区因地下水超采ꎬ形成大面积地下水位降

落漏斗ꎬ破坏了区域性地下水采补平衡ꎬ危及地下水

的可持续利用ꎮ 区域水资源量严重不足ꎬ生态需水

无法保证ꎬ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使得生态保护用地不

断被占用ꎮ 沿江重大环境风险源点多复杂:沿江大

量化工园区、危险货物码头以及流动风险源ꎬ都是重

大环境风险源ꎬ严重威胁着长江的水安全ꎮ 水生态

健康状态堪忧ꎬ生态服务功能逐年下降:水源涵养林

原生植被极少ꎻ湖荡湿地面积锐减ꎬ水生植物衰退ꎬ
污染物拦截与净化能力下降ꎻ河湖水系连通受阻ꎬ河
滨带生境破碎ꎬ水生植被结构失衡ꎻ蓄水位以上岸滩

生态系统几乎均被破坏ꎬ湖滨带生态环境结构破坏

严重ꎮ 水源水质污染持续ꎬ复合污染问题更为突出ꎬ
资源性缺水问题凸显ꎬ造成区域饮用水安全问题ꎮ
１.４　 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

化肥农药再加上工业有害物质的超标排放ꎬ导
致土壤污染ꎬ造成各类农产品的有毒物质含量时有

检出ꎬ长三角重金属污染已由点状、局部ꎬ发展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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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区域性的污染ꎮ 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壤受到 Ｃｄ、
Ｐｂ、Ｃｒ、Ｃｕ 和 Ｚｎ 污染ꎬ其中 Ｃｄ 污染最为严重ꎬ土壤

污染程度依次为:环太湖地区>浙江南部地区>沿江

区域ꎬ城市直辖区 >县级城镇及农村 ( Ｘｉａｏ ｅｔ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浙江省主要产粮区的杭嘉湖平原也出现了

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ꎬ且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

速发展ꎬ污染水平仍在加剧(Ｌｉｕ ｅｔａｌ.ꎬ ２００６)ꎮ 南京

城市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 Ｃｕ、Ｐｂ、Ｚｎ、Ｓｂ、Ｈｇ 和 Ｃｄ
污染ꎬ其中 Ｈｇ 污染最为严重ꎬＨｇ、Ｃｄ 和 Ｐｂ 主要来

源于城市燃煤、机动车尾气及工厂排放粉尘ꎬＳｂ 主

要来源于机动车尾气和工厂排放粉尘ꎬ且南京城市

土壤 Ｈｇ、Ｃｄ、Ｐｂ 和 Ｓｂ 含量空间分布规律十分相似ꎬ
均表现为城市外围向市中心逐渐增加的趋势(黄顺

生等ꎬ２００７)ꎮ 邵学新等(２００８)对张家港市土壤中

重金属 ＣｄꎬＨｇꎬＰｂꎬＣｕꎬＡｓ 和 Ｃｒ 的污染进行了评价ꎬ
结果发现ꎬ土壤已受到人为活动的影响ꎬ６ 种重金属

皆出现了富集ꎬ部分样点 ＨｇꎬＣｕ 和 Ｃｄ 出现了超标ꎮ
武攀峰等(２００８)研究表明ꎬ南通市农田表层土壤中

Ｃｕ、Ｐｂ、Ｃｒ、Ａｓ、Ｈｇ 含量均已超过了其背景值ꎬＰｂ 污

染最为严重ꎬ且地域性差异较大ꎮ 钟晓兰等(２００７)
对太仓市表层土壤重金属进行了研究ꎬ结果表明ꎬ除
Ｃｄ、Ｃｒ 和 Ｐｂ 略低于背景值外ꎬ其他重金属均高于背

景值ꎬ尤其以 Ａｓ 污染最严重ꎬ样点超标率达 ９８％ꎬ
且土壤重金属复合污染较为严重ꎮ

由此可知ꎬ当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壤重金属污

染也日趋复杂化ꎬ由单一的重金属污染向多种重金

属转变ꎬ形成了复合型的土壤重金属污染ꎬ并与其他

类型的污染物形成混合型的土壤污染ꎮ 土壤重金属

污染范围逐渐扩大化ꎬ表现出由城郊向农村延伸、由
局部到区域的污染态势ꎮ 同时ꎬ该地区土壤的酸化ꎬ
也进一步加重了土壤重金属的环境风险(杭小帅

等ꎬ２０１３)ꎮ

２　 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分析

２.１　 城市建设无序扩张ꎬ导致生态空间不断受到侵

蚀

　 　 城市建设无序蔓延ꎬ空间利用效率不高ꎮ ２０１３
年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用地总规模达到 ３６ １５３ 平方

公里ꎬ国土开发强度达到 １７.１％ꎬ高于日本太平洋沿

岸城市群 １５％的水平ꎬ后续建设空间潜力不足ꎮ 上

海开发强度高达 ３６％ꎬ远超过法国大巴黎地区的

２１％、英国大伦敦地区的 ２４％ꎮ 粗放式、无节制的过

度开发ꎬ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大ꎬ导
致基本农田和绿色生态空间减少过快过多ꎬ严重影

响到区域国土空间的整体结构和利用效率ꎮ 生态系

统功能退化ꎬ环境质量趋于恶化ꎮ 生态空间被大量

蚕食ꎬ区域碳收支平衡能力日益下降ꎮ
２.２　 产业结构与布局不尽合理ꎬ导致环境污染日趋

严重

　 　 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比重逐年降低ꎬ第二产业

占主导地位ꎬ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ꎮ 第一产业内

部种植业以传统种植模式为主ꎬ农田肥料投放量大ꎬ
利用率低ꎬ氮磷流失严重ꎻ畜禽养殖业养殖模式不尽

合理ꎬ排污严重ꎮ 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和布局不尽合

理ꎬ传统高污染行业比重偏高ꎮ 流动人口大量聚集ꎬ
人口密度偏高ꎬ环境资源不堪重负ꎮ

区域经济增长迅速ꎬ但经济增长方式仍未根本

转变ꎮ 传统高污染行业如印染、造纸、化工、酿造等

在工业中仍占较高份额ꎬ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比

重仍然相对较小ꎮ 区域产业发展的过程中ꎬ产业结

构和布局未得到很好规划ꎬ部分地区尤其是村镇一

级ꎬ高能耗高污染化工、印染等行业依然是支柱产

业ꎬ区域并未真正形成优化的经济发展模式ꎮ
区域循环经济产业发展不足ꎬ清洁生产程度不

高ꎬ企业污染治理能力距离治理要求还有很大差距ꎮ
区域环境污染控制和环境执法能力还不能满足环境

管理工作的要求ꎬ部分地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

较为突出ꎬ环境违法处罚力度不够ꎮ 企业偷排ꎬ超标

排放等违法行为还时有发生ꎬ环境“守法成本高ꎬ违
法成本低”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ꎮ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ꎬ由于城市

人口的不断增多以及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个人和家

庭消费不断增多ꎬ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越来越大ꎮ
但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及处理率低ꎬ城镇生活污染未

得到有效控制ꎮ 污水处理厂建设规模未充分考虑人

口迅速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等因素ꎬ污水收集管网建

设总体滞后ꎬ厂区、管网不配套现象比较普遍ꎬ部分

已建污水处理厂还未充分发挥应有的处理能力ꎮ 村

镇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建设滞后ꎬ部分城市垃圾无害

化处理能力不足ꎬ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规范化处置

尚比较薄弱ꎮ
２.３　 农业面源污染突出ꎬ加重区域生态环境负担

除点源污染以外ꎬ区域农业面源污染日益凸显ꎬ
面源污染负荷占总污染负荷的比重呈现增加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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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ꎬ在耕地面积逐渐减少的情况下ꎬ为了保持粮食

稳产高产ꎬ高投入、高产出成为区域种植业的显著特

点ꎬ化肥施用量持续增加ꎬ导致了高强度的氮磷排

放ꎮ 在耕地面积显著减少和复种指数明显下降的情

况下ꎬ近 ２０ 年化肥总用量提高了 ２ 倍多ꎻ畜禽养殖

业集约化养殖规模正逐年加大ꎬ但布局不尽合理ꎬ部
分养殖场建在人口稠密、交通方便和水源充沛的地

方ꎬ离居民区或水源地较近ꎬ同时缺乏必要的环保配

套设施ꎬ产生的畜禽粪便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ꎮ
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也越来越大ꎮ 但

面源污染涉及范围大、控制困难ꎬ不利于区域生态环

境的整体改善ꎮ
２.４　 多种污染源复合ꎬ导致土壤重金属含量高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ꎬ工业污染为土壤重金属污

染的主要污染源ꎬ尤其是一些典型工业污染源排放

的重金属污染物ꎬ如电镀、工矿、冶炼、电子、医药和

油漆等行业产生的重金属污染物ꎬ局部重金属污染

一般较为严重ꎬ并随着时间延伸污染程度呈上升趋

势ꎬ并引起部分农产品中重金属超标(柳云龙等ꎬ
２０１２)ꎮ 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资源有限ꎬ人口

众多ꎬ为高强度耕作制度ꎬ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ꎬ因
而由农业带来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也不容忽视ꎮ 在长

江三角洲地区ꎬ道路密集交通发达ꎬ无论是车辆数还

是车流量都有大幅增长ꎮ 因此ꎬ短期内交通运输业

引起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不但得不到缓解ꎬ反而呈加

剧趋势ꎬ仍将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壤重金属的一个

重要来源ꎮ
２.５　 区协调机制不健全ꎬ导致区域监管难度大

目前长三角跨界区流域共同的上一级政府未建

立环境纠纷协调处置机制ꎬ相关部门间未形成纠纷

协调处置联动机制ꎬ同一纠纷多个部门分别协调未

形成合力ꎮ 流域跨界区作为流域的特殊区域ꎬ在环

境协调管理上尚没针对性强、行之有效的法规作为

重要管理手段ꎮ 例如长期以来ꎬ跨界区域功能区划

的权威性不强ꎬ而且国家区域功能定位分属不同部

门牵头实施ꎬ不同功能区产业定位也缺乏强制性手

段ꎮ 因此ꎬ需从国家层面制定生态功能区划法ꎬ明确

生态功能区划定的法律地位、划分原则、责任主体、
法律责任及执法主体ꎬ对违背功能区划的经济发展

行为予以追究责任ꎮ 此外ꎬ流域环境管理还应从法

规角度上对环境质量标准、环境污染纠纷协调处置

机制、生态资源跨行政单元的分配、生态补偿等进一

步界定和明确ꎮ 基于生态安全的长期、实时监控、预
警的研究和应用还非常薄弱ꎬ监视技术和网络尚未

形成体系ꎬ环境和生态管理涉及多部门职责交叉ꎬ信
息资源分散ꎬ由此导致在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前

缺乏科学预警及有效控制ꎬ在事件发生时不能对其

生态环境风险做出迅速、科学和有针对性的判断ꎬ致
使污染事件的影响扩大、风险增加ꎬ而在事件发生后

不能及时吸取经验教训ꎬ导致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持

续对区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损失ꎮ

３　 生态环境保护建议

３.１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ꎬ构建生态安全格局

严格保护重要生态空间ꎮ 贯彻落实国家主体功

能区制度ꎬ划定生态保护红线ꎬ加强生态红线区域保

护ꎬ确保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生态功能不降低ꎮ
加强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生态建设

和修复ꎬ维护生物多样性ꎮ 严格保护沿江、湖泊、山
区水库等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清水通道ꎬ研究建立

太湖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ꎬ保障饮用水安全ꎮ 全

面加强森林公园、重要湿地、天然林保护ꎬ提升水源

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ꎮ 加强风景名胜区、地质遗迹

保护区管控力度ꎬ维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原真性和完

整性ꎮ 严格控制蓄滞洪区及其他生态敏感区域人工

景观建设ꎮ 严格保护重要滨海湿地、重要河口、重要

砂质岸线及沙源保护海域、特殊保护海岛及重要渔

业海域ꎮ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建设用地规

模ꎬ发挥永久基本农田作为城市实体开发边界作用ꎮ
３.２　 调整产业结构ꎬ推动产业绿色转型

通过优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ꎬ调整区域产

业结构ꎬ从源头上控制整个区域的污染物排放量ꎮ
在对产业结构优化时ꎬ要继续推进产业结构向高层

次发展并且注重各次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ꎮ 发展生

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ꎬ通过物联网和互联

网技术ꎬ发掘能量物料信息、积极搭建生态链网ꎬ构
建复合型循环产业链ꎬ构建区域产业共生网络ꎬ建成

产业共生、政府与企业互动的信息服务与交流平台ꎬ
推进产品生产、加工、营销、服务相配套ꎬ减少区域废

物排放ꎬ促进资源高效利用ꎮ
３.３　 强化源头治理ꎬ严防区域环境风险

加大污染源工程治理的措施与力度ꎬ通过多技

术手段对区域工业点源、城镇污染、村落污水、畜禽

粪便、农田径流等进行治理ꎮ 严格防范区域环境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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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ꎮ 强化重点行业安全治理ꎬ加强危险化学品监管ꎬ
建立管控清单ꎬ重点针对排放重金属、危险废物、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和生产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和地

区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ꎮ 提高环境安全监

管、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理能力ꎮ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党委和政府领导责任ꎬ加快健全隐患

排查治理体系、风险预防控制体系和社会共治体系ꎬ
依法严惩安全生产领域失职渎职行为ꎬ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ꎮ
３.４　 完善区域协作机制ꎬ推动联防联控

深化跨区域水污染联防联治ꎮ 以改善水质、保
护水系为目标ꎬ建立水污染防治倒逼机制ꎮ 在江河

源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其上游严禁发展高风险、
高污染产业ꎮ 进一步优化畜禽养殖布局和合理控制

养殖规模ꎬ大力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和资源化利

用工程建设ꎮ 对造纸、印刷、农副产品加工、农药等

重点行业实施清洁化改造ꎬ加强长江、钱塘江、京杭

大运河、太湖、巢湖等的水环境综合治理ꎬ完善区域

水污染防治联动协作机制ꎮ 实施跨界河流断面达标

保障金制度ꎮ
联手防治大气环境污染ꎮ 完善长三角区域大气

污染防治协作机制ꎬ统筹协调解决大气环境问题ꎮ
优化区域能源消费结构ꎬ积极有序发展清洁能源ꎬ全
面推进煤炭清洁利用ꎬ加快产业布局结构优化调整ꎬ
提升区域落后产能淘汰标准ꎬ推进重点行业产业升

级换代ꎮ 加快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及燃煤锅炉脱

硫、脱硝、除尘改造ꎬ确保达标排放ꎮ 推进石化、包装

印刷、涂料生产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ꎮ
加大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淘汰力度ꎮ

全面开展土壤污染防治ꎮ 坚持以防为主ꎬ点治

片控面防相结合ꎬ加快治理场地污染和耕地污染ꎮ
制定长三角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ꎬ建立污染土地

管控治理清单ꎮ 搬迁关停工业企业改造过程中应当

开展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ꎬ防范二次污染和次

生突发环境事件ꎮ 集中力量治理耕地污染和大中城

市周边、重污染工矿企业、集中污染治理设施周边、
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周边、
废弃物堆存场地的土壤污染ꎮ 对水、大气、土壤实行

协同污染治理ꎬ严格项目准入制度ꎬ从源头上解决土

壤环境污染问题ꎮ
３.５　 深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建立目标责任制ꎮ 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ꎬ各部

门和各行业主管部门需制定具体的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实施计划ꎬ精心组织实施各项工作ꎮ 实行生态

文明建设一把手负责制和目标责任制ꎬ将生态文明

建设的目标考核、领导考评及社会评价纳入长三角

地区综合考评体系ꎬ设立考核指标体系ꎬ考虑不同市

县发展的差异性ꎮ 建立绩效考核的评估反馈机制ꎬ
重点对规划目标、资金投入及重点工程的实施情况

跟踪反馈ꎬ形成评估报告ꎮ
实施监督管理制度ꎮ 明确社会各阶层在生态文

明创建过程中的职责和任务ꎬ加强人大、政协对生态

文明建设重点工程实施情况定期监督ꎬ强化社会监

督机制ꎬ健全群众监督举报制度ꎮ 充分发挥新闻媒

介的舆论监督作用ꎬ将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先进事例

进行报道和表扬ꎬ对有悖于生态保护与建设要求的

事情公开曝光ꎮ
制定金融、税收调节政策ꎮ 鼓励发展生态产业、

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项目ꎬ并提供优惠资金支持政

策ꎮ 对生态产业、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基本农田保

护、绿色产品、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类粪便资源化以

及生态恢复治理ꎬ实行必要的金融、税收优惠政策ꎮ
对污染物排放量大的企业和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影

响的产品提高其税收ꎬ限制其生产ꎮ 运用消费政策

引导社会绿色消费ꎬ通过经济措施减少环境污染类

商品的消费数量ꎮ
３.６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人才、资金保障

强化环境保护基础研究ꎮ 完善环境科技研究体

系和创新环境ꎬ加强长三角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环境

承载力评估、生态安全阈值、大气、水环境容量动态

预测等基础理论研究ꎬ促进环境科技工作由“跟踪

应急型”向“先导创新型”的转变ꎬ为生态环境保护、
环境管理、环境监测、污染防治、监督执法等提供坚

实的理论依据ꎮ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先进技术的引

进、推广ꎮ 积极开发、引进清洁生产、生态环境保护、
资源综合利用与废弃物资源化、生态产业等方面的

各类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ꎮ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ꎮ 建立一套有利于专

业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ꎬ创建和完善科学的

专业人才引进和培养制度ꎮ 建立专项基金ꎬ引进生

态文明建设所需的各类高科技人才ꎮ 同时加强对从

事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经济建设专职人员的技术培

训ꎬ培养一支懂业务、善协调、会管理的生态文明建

设专业队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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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ꎬ制定政府主导、企业

与社会共担、投入与效益共享的资金筹措与融合的

渠道ꎬ坚持以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手段ꎬ建立多元化

的投融资机制ꎬ鼓励社会资金转向生态文明建设领

域ꎮ 吸引和鼓励社会资本及外资参与生态文明重大

工程项目的建设ꎮ 设立生态环境补偿专项资金ꎮ 要

按照价值规律和“谁利用ꎬ谁补偿”的原则ꎬ完善有

关经济政策ꎬ建立生态环境补偿基金ꎬ逐步实施区域

间生态补偿ꎮ 加强资金的监管力度ꎮ 做好资金的来

源、资金使用的申请和审核ꎬ资金使用过程的监督ꎬ
资金使用效率的审核与检查和资金使用失误的责任

追究等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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