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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两年，宁波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昨天的全市环

境空气质量情况通报会上，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说。

作为工业强市，虽然多年来宁波持续开展污染物减排和大气治理，

但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任务依旧艰巨。从行业来源分析，相关研究成果

显示，2018年我市PM2.5年均浓度受本地源影响约62%，受外来源影响

为38%。本地来源中，工业源占42.3%、移动源排放占24.2%、扬尘源占

14.8%，生活源及其他来源占18.7%。

宁波的环境空气质量如何实现提前达标？减煤、控车、抑尘、治

源、禁燃、增绿，一系列“真金白银”举措的实施，消除百姓的“心肺

之患”。5年间，宁波彻底结束“一年近四分之一污染天”的历史，环

境空气质量持续提升，去年灰霾天数比5年前减少113天，仅有25天。

从“一年近四分之一污染天”到“一年仅有25天灰霾天”

环境空气质量提前达标，宁波做了什么？

记者 冯瑄 通讯员 陈晓众

打赢“蓝天保卫战”，工业废
气治理是关键。针对煤炭消费总
量和火电装机容量均占全省 30%
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均位居全省第
一的实际，宁波强化问题导向，

“对症下药”。
“苯乙烯储罐尾气利用液氮的

低温将产生的尾气液化冷凝然后
回收再利用”“塑机喷漆废气采用
水旋除漆雾、活性炭吸附浓缩、
催化氧化等处理达标后通过一根
20 米高排气筒排放”……在宁波
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海天塑
机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VOCs

（挥发性有机物） 深度治理经验正
得到推广。

“化工等行业产生的挥发性有
机物是臭氧产生的源头，它的治
理成效与臭氧浓度能否下降息息
相关。”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说。针对我市大气污染物中臭氧
浓度不断上升的问题，2016 年我
市在全省率先对石化、化工、包
装印刷、涂装等行业的 700 家企
业开展为期 3 年的新一轮 VOCs
深度治理。

截至 2018年底，全市已投入
17 亿元，完成 734 家化工等企业
的 VOCs 深 度 治 理 ， 累 计 削 减
VOCs1.6 万吨，使企业的 VOCs
污染治理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群
众对化工行业的环境投诉明显下
降，2018 年臭氧浓度同比下降
3.8%。我市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

作走在全国前列，尤其是化工行
业的治理得到了中央和省环保督
察组的肯定。

而对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和烟尘排放带来的污染问题，我
市全面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燃
煤总量削减及替代，全力抓好燃
煤污染治理。

截至 2018 年底，全市完成 3
家火电企业17台60万千瓦以上火
电机组和14家地方热电企业41台
热电锅炉的超低排放改造，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排放达到
天然气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拆
除11台热电锅炉，淘汰4200余台
燃 煤 小 锅 炉 和 123 台 煤 气 发 生
炉，建成 1083 平方公里的禁燃
区。2017 年年底，我市二氧化硫
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比 2015年分别
下降16.9%和11.1%。

调整能源结构与优化产业结
构 如 影 随 形 。 在 加 快 推 进 涉
VOCs“散乱污”企业 （作坊）
整治和落后产能淘汰、积极推进工
业企业的园区化发展的同时，宁波
严格实施新扩（改）建项目新增污
染物及煤耗减量替代，禁止新建项
目配套建设自备燃煤热电联产电
站，禁止新建、扩建高污染燃料电
厂和燃煤小锅炉；实行清洁能源替
代政策，全市管道天然气供应量超
过 24 亿立方米，可再生能源装机
总容量超过 249万千瓦。热负荷在
100蒸吨/小时以上的 17个工业园
区实现集中供热全覆盖。

工业废气，对症下药——

700家企业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深度治理
建成禁燃区1083平方公里

几天前，在江北区保国寺高
速出口附近的荣吉路上，一辆轻
型柴油货车疑似超标被环保执法

人员拦下。经检测，该车辆污染
排放值达到 5.92，远高出排放标
准的3.0。环保执法人员当场依法

车船污染，逐个出击——

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车比例逐年提升
宁波舟山港成全国使用岸电频率较高的港口

目前，我市正在加快推进“城
乡争优”，现有在建工程项目 3000
多个，建筑面积 8000多万平方米。
对此，宁波住建部门强化措施，全
力推进扬尘防治。

市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落实工程建设各方主体责任的
同时，进一步强化扬尘控制的执法
监督，大力推进文明施工管理标准
化，提高扬尘控制科学化水平，加
大力度开展房屋建筑工地扬尘综
合整治专项行动。

紧扣设置施工围挡、道路硬
化、车辆冲洗等 8 项防尘要求，
我市住建部门对扬尘污染严重、
未落实控制指标的，实施停工整
改、信用扣分、约谈、重点监
管、行政处罚等措施，着力确保

“八个100%”。
2018 年，我市规模以上工程

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创建率保
持 100%，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的建设工地面积累计达到 2100
万平方米；新开工新型建筑工业
化达到 312 个，面积 802 万平方
米 ， 完 成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的
133.7%。新建建筑达到绿色建筑
标准项目 260 个，42 个工程项目
被评为 2018年度浙江省建筑安全
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建立施工
工地管理清单并动态更新，共实
现 91 个工地在线检测、460 个工

地视频监控。
针对秸秆和垃圾露天焚烧这

一环境治理顽疾，我市各地创新
方法，运用新型科技手段，提高
监管成效。镇海生态环境部门建
设了城郊烟气监控系统，通过在
宁波绕城高速镇海段沿线通信铁
塔高 30米以上位置安装热成像摄
像机，利用摄像机搭载的自动巡
航、远程智能高空瞭望和火点分
析等技术，在第一时间捕捉露天
焚烧产生的烟火影像，实现对城
郊区域露天焚烧点的自动监控，
并借助配套软件将任务转派给属
地乡镇 （街道） 进行快速处置。

目前，总投资约 150 万元的
一期项目 （8 个点位） 于 2017 年
11 月投入试运行，2018 年 8 月通
过验收，覆盖面积约 50 平方公
里；二期项目 （8 个点位） 现已
建设完成，监控范围近 100 平方
公里。

城郊烟气监控系统一期上线
运行以来，已成功闭环处置百余
起火点告警，实现了对垃圾、秸
秆等露天焚烧行为监管的无人值
守，同时有效提高了火情的处置
率和处置效率，进一步遏制了露
天焚烧行为。根据软件系统统
计，2018 年 5 月至 8 月，镇海露
天焚烧行为较上年前 4 个月削减
30%以上。

扬尘生活源污染，全面升级——

3000多个在建工程全力降尘
“黑科技”治理秸秆垃圾焚烧顽疾

虽然，在全市各级各部门和
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
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实
效，但要实现“稳定达标、持续
改善”的目标，我们仍然面临诸
多问题和考验。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分析，
从环境空气质量数据来看，当
前，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
区的PM2.5浓度低于15微克/立方
米，其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经验
表明，PM2.5 年均浓度在 35 至 40
微克/立方米时，可实现年均下降
3%左右，在 30 至 35 微克/立方米
时，可实现年均下降 2%左右。由
此可见，“我市大气污染治理的难
度越来越大，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的幅度也越来越小，并且对外来

输入的污染物越来越敏感，存在
波动甚至是反弹的风险。”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
结构调整，深化工业废气、机动车
船污染治理和面源污染治理，全面
开启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新征程，加
快推进清新空气示范区建设。到
2020年，环境空气质量将持续达到
国家二级标准，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VOCs排放总量分别比 2015年

削减17%、17%、20%。全市60%的县
级以上城市建成清新空气示范区，
将基本消除重点区域臭气异味。

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
展清洁能源、控制煤炭消费总
量、加快高污染燃料设施淘汰改
造、加快集中供热建设。到 2020
年，全市天然气消费量将达到 27
亿立方米，基本完成 35 蒸吨/小
时以下燃煤锅炉淘汰工作，完成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任务。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
严格项目准入、优化区域产业布
局、加快落后产能淘汰。到 2019
年，基本完成涉 VOCs“散乱污”
企业 （作坊） 清理整顿。到 2020
年，产业布局更加合理、淘汰落
后产能企业 300 家以上、新增小
微企业园30家以上。

深化工业废气治理。全面推
进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区域
的废气治理。到 2020 年，将完成

300个重点项目、450家企业 VOCs
治理和 15 个重点园区的治理，大
气污染物均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燃
气锅炉完成低氮燃烧改造。

强化机动车船污染治理。开
展柴油货车专项整治，大力推进
国Ⅲ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
车等老旧车辆的淘汰。201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机动车国Ⅵ排放
标准；到 2020 年，中心城区公交
车将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不

断提高岸电使用率，推进船舶排
放控制。

加强面源污染治理。深化扬
尘、露天焚烧等城乡废气综合整
治。到 2020 年，建设工程扬尘治
理水平将持续提高，城市主干路
机械化清扫率持续保持 100%，绿
色矿山建成率和废弃矿山治理率
达到 100%，全面完成垃圾、生活
废物的臭气治理，建立并巩固露
天焚烧的监管和处置机制。

建 立 健 全 大 气 环 境 监 管 体
系。进一步完善环境监测监控体
系建设、提高环境管理和执法监
管能力、提升环境空气监测和区
域联防联控水平。2019 年，全市
乡镇 （街道） 将全面建成环境空
气监测站点。

全面建设清新空气示范区
到2020年环境空气质量将持续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进行处罚并下发整改通知书，告
知车主及时维修并复检，复检合
格后才可重新上路行驶。

这是生态环境、交警两部门
联合开展的一次冬季机动车尾气
路检执法。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
断增长，污染排放治理面临巨大
压力。对此，我市持续开展老旧
车辆的淘汰更新，全力开展机动
车环保路检路查执法。去年，生态
环境、交警两部门率先在省内对上
路行驶的超标车辆实施处罚，并联
合开展了春季、夏季和秋冬季机动
车环保执法专项行动，抽检量和处
罚量位居全省之首。

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和新能源
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的应用。市
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5年
间，我市新购置清洁能源和新能源
公交车 2373 辆，占新购车总量的
87%。截至 2018 年底，市六区清洁
能源和新能源公交车达 4574 辆，
占比达到74%；全市巡游出租车清
洁能源和新能源的比例由 2013年
的59%提升到现在的93%。

2018 年，全市更新巡游出租
车 991 辆，全部是清洁能源或新
能源车辆，其中，新能源巡游出
租车 106 辆，双燃料清洁能源出
租车 885 辆。国Ⅲ柴油巡游出租
车基本实现淘汰。

“下一步将持续增加在清洁运
输装备领域的投入，引导更多的
交通运输企业投身绿色发展。”这
位负责人说，到 2020年，中心城
区公交车将全部更换为新能源公
交车。

针对船舶大气污染，2015 年
底，交通运输部要求在珠三角、
长三角、环渤海区域建立船舶排
放控制区，船舶主要通过使用低
硫燃油的方式控制大气污染物排
放。

对此，我市海事部门对船舶
是否在用符合要求的燃油进行了
严格监管。截至 2018年年底，共
对靠港船舶进行燃油取样检测
2464 批次，对船舶使用不符合要
求燃油的违法行为处罚 27起，对
船舶不按规定保存燃油供受单证
或燃油样品行为处罚 32起。经抽
查，2018 年宁波港域停靠船舶在
用燃油硫含量平均值为 0.38%，
较2015年下降84.8%。

与此同时，全市投运 400 台
电力驱动龙门吊，建成高、低压
岸电站 121 座，年均船舶接岸电
超过 3500艘次，宁波舟山港成为
全国使用岸电频率较高的港口；
集装箱水水中转比例为 28.1%，
集装箱海铁联运量 60万标箱，同
比增长50%，增幅居全国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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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城市上空的蓝天白云越来越多宁波城市上空的蓝天白云越来越多。。（（冯瑄冯瑄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