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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四川晒出2020年“绿色成绩单”

对于 2020 年的四川而言，
疫情防控、社会经济发展、生态
环境保护，齐头并进。

1月26日，在四川省生态环
境厅例行新闻发布会上，2020年
的“绿色成绩单”被公布，全省全
面完成“十三五”生态环境考核9
项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
战阶段性目标任务，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向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
重要进展。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
年，四川将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做
好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的“加减
法”，进一步筑牢长江黄河上游
生态屏障。

看数据
天更蓝水更清岸更绿

2020年，天府大地上，你所
生活的环境是如何变好的？

体现在数据上，首先是大气
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20 年全
省未达标城市 PM2.5 平均浓度
较 2015 年下降 26.2%，优良天
数率 90.8%、较 2015 年上升 5.6
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平均仅
0.6天、较2015年减少6.2天，达
标城市已达到14个、较2015年
增加了 9 个。特别是 9 月，全国
168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四川
有 9 个市进入前 20，10 月有 10

个市进入前20。
值得注意的是，水环境质

量创“十三五”以来最好水平，

2020 年全省 87 个国考断面优
良率98.9%、较“十三五”初期上
升26.4%，在全面完成国家下达

“消劣”目标基础上，进一步实
现 V 类水质断面全面清零，10
个出川断面水质全部达到优良
标准，岷江流域首次实现全面
达标。全省水生态环境质量从

“十三五”初期在全国 31 个省
（市、区）排名第 19 位跃居全国
第8位。

同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
持稳定，全省全面完成土壤污染
状况详查，有序实施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修复，完成全省178
个县（市、区）耕地土壤环境质
量类别划分，完成耕地安全利
用约 341.42 万亩、严格管控耕
地约 18.13 万亩，均超额完成目
标任务。

出重拳
启动每月对各市（州）
突出问题暗查暗访暗拍

2020 年，四川继续积极推
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
意见及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
题整改工作，截至2020年底，各
项整改任务顺利推进，年度目标
顺利实现。

据省生态环境厅环保总监
刘华太介绍，2017 年中央例行
督察 89 项整改任务，已整改完
成84项，其中，2020年新增完成
23项。督察组移交的9070个信
访问题，已整改完成9047个，整
改完成率 99.7%，其中，2020 年
新增完成104个。

2018年央督“回头看”及沱
江流域专项督察 66 项任务，已
整改完成62项，其中，2020年新
增完成 35 项。督察组移交的
3665 个信访问题，已整改完成

3626 个，整改完成率 98.9%，其
中，2020年新增完成125个。

2018 年至 2020 年，国家共
移交四川62个长江生态环境问
题，已整改完成 41 个，其中，
2020 年新增完成 19 个，较整改
方案提前完成 1 个。自查发现
的282个长江生态环境问题，已
整改完成247个。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省委、
省政府统一安排部署，省生态环
境厅自2020年12月起，每月组

织对21个市（州）生态环境突出
问题开展暗查暗访暗拍工作。
2020 年 12 月共制作黄河、长江
生态环境警示片各1部，披露66
个生态环境突出问题，问题清单
已交属地政府整改，目前已整改
完成 14 个，其余问题正在制定
整改方案。

定任务
不断为市民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

在全省生态环境工作稳步
向好的同时，也不避讳眼前存在
的问题，会上，省生态环境厅副
厅长雷毅坦言，眼下，全省生态
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
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生态
环境形势依然严峻，部分地方环
境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
不匹配，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对此，在2021年，立足不断为
市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省生
态环境厅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坚持新发展理念上，将以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疫情
后经济“绿色复苏”和高质量发
展，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对经
济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倒逼
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为核心，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提升大气环境质量、巩
固水环境治理、推进土壤污染防
治。将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
在压倒性位置，强化山水林田湖
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系统治理，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此外，四川将从完善生态环
境投融资机制、提升防范化解生
态环境风险能力、健全法规标准
体系等多方面着手，加快构建现
代环境治理体系，形成与治理任
务、治理需求相适应的治理能力
和治理水平。

2020年全省未达
标城市PM2.5平均浓
度 较 2015 年 下 降
26.2%，优良天数率
90.8%、较2015年上
升5.6个百分点，重污染
天数平均仅0.6天、较
2015年减少6.2天，达
标城市已达到14个、较
2015年增加了9个。

1月26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公布2020年“绿色成绩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在千河之省的四川，全省水生
态环境质量从“十三五”初期排名
全国第19位跃居至第8位，水质改
善幅度位居全国前列。截至2020
年底，全省87个国考断面优良率
达 98.9%，较“十三五”初增加了
26.4个百分点，V类及以下水质断
面全面“清零”，10个出川断面水质
全部达到优良标准；15个纳入考核
的重点湖库水质持续保持优良。

其中，污染最为严重的沱江，
通过5年艰苦卓绝的努力，16个国
考断面水质优良率由“十三五”初
期的12.5%，提高到2020年底的
93.8%，全面消除了Ⅴ类及劣Ⅴ类
水体，创近20年来最好水平。

狠抓成都锦江达标攻坚
攻克岷江流域最后一个
“不达标”国控断面

2020年，成都锦江，黄龙溪
断面由 2019 年同期 IV 类改善
到Ⅲ类水质，氨氮、化学需氧量、
总磷浓度同比分别下降70.4%、
13.7%、25.8%，这是20年来锦江
黄龙溪断面首次达标，实现了历
史性突破。

发布会上，省生态环境厅副
厅长雷毅介绍，锦江是流经成都

市这座千万人口超大城市的河

流，锦江的两大支流府河、南河

及其支流长期污染严重。

近年来，聚焦突出问题有力
攻 坚 ，锦 江 水 质 逐 年 改 善 。
2020 年初，为攻克岷江流域最
后一个“不达标”国控断面，成都
实施了黄龙溪断面达标攻坚行
动。下一步，还将进一步科学谋
划系统攻坚，加快编制水生态环
境保护“十四五”规划，谋划制定
2021年黄龙溪断面水质巩固提
升方案。

持续巩固沱江治理成效
16个国考断面水质
创“十三五”最佳水平

沱江曾经是四川污染最重

的主要河流，近年来通过加强治

理，水质持续向好。2020年，四

川确定了推进问题整改、提升污

染防治能力、加大资金投入、强

化科技支撑等7大任务，目前各

项任务有序推进。

其中，创新提出了枯水期重

点小流域精准管控，通过紧盯枯

水期关键时段为全年水质改善
奠定基础，威远河、球溪河、濑溪
河等小流域成功实现达标。沱
江流域 16 个国考断面“优 III 好
水”比例达到 93.8%，较“十三
五”初增加81.3个百分点，创“十
三五”最佳水平。

推进川渝跨界河流联防联治
签订深化川渝两地

水生态环境共建共保协议

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共同筑牢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切实保障长江川渝段
水生态环境安全，四川与重庆多
次联合巡河督导，签订深化川渝
两地水生态环境共建共保协议，
在铜钵河启动联防联治试点，铜
钵河水质由2019年同期的V类
改善为IV类。持续推动琼江治
理攻坚，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
基流保障、水生态修复等方面持
续用力，2020 年琼江新设省级
河长一名，治理力度进一步加
大，跑马滩、光辉两个国考断面
稳定达标，白安河、姚市河、鸳大
河等主要支流水质持续改善。

积极推动黄河赤水河保护
加快赤水河流域
三省协同立法

按照省委工作安排牵头编
制四川省黄河流域“十四五”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四川围绕“水
源涵养”谋划重点项目，推动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增强黄河上
游水源涵养功能。

同时，在赤水河流域开展入
河排污口整治试点，完善流域生
态补偿管理机制，有效补齐赤水
河流域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加快
赤水河流域三省协同立法。目
前黄河、赤水河干流水质稳定保
持在Ⅱ类水平。

黄龙溪两江交汇处。熊军 摄

20年来 锦江黄龙溪断面水质首次达标
2020年四川水环境质量创“十三五”以来最好水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