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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文件

普环〔2021〕22 号

普陀区生态环境局 2021 年度工作总结

2021 年，普陀区生态环境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

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重要理念，紧紧围绕区“创新发展活力区、美好生活品质区”建

设目标，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稳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推

动绿色低碳发展，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十四五”规划和第八

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起步良好。

本区全年空气质量指数（AQI）优良率为 88.8%，PM2.5年均值

为 29 微克/立方米，PM10年均值为 47 微克/立方米，区域降尘量

为 4.0 吨/平方公里·月，10 个市考断面中 8 条河道断面水质达

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河长制考核中区管及以上河湖监测断面达标

率为 100%。2021 年，区域空气、水环境相关指标稳步向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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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进一步得到改善。

一、坚决完成国家及市、区各级重大生态环境工作部署

（一）持续做好中央、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固守

根据中央、市督察组反馈督察意见以及本区整改方案，定期

汇总全区各相关部门、街镇整改情况，牵头开展整改销项工作，

组织开展现场抽查复核，确保整改效果，推动各责任单位持续做

好督察交办件的跟踪落实、常态固守。综合各相关单位上报情况，

各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问题无回潮反复现象。

（二）全面完成本区长江经济带环境专项整治工作

对照《2020 年长江经济带环境警示片》反映的问题，制定《普

陀区 2020 年长江经济带环境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并牵头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共排查 2477 个点位，发现 53 个存在环境问题的点位

并全面完成整改。配合区发改委制定《普陀区 2021 年长江经济带

环境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根据方案要求配合区建管委开展从事

餐饮活动违法排污综合整治行动，指导各街镇排查辖区内餐饮活

动油烟排放情况，全年共排查商场、菜市场、农贸市场中餐饮单

位 1928 家，其中 147 家餐饮单位违法排放油烟气，均按期全面完

成整改。

（三）积极开展生态环境督查帮扶工作

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相关部署，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督查帮扶

工作。全年派出 2人次执法人员参加第九轮次秋冬季山西省阳泉

市中心组督查帮扶工作及第一轮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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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甘肃

白银）。期间执法人员共参与检查单位 120 余家，发现上报生态

环境部环境违法线索 40 余个。

二、突出生态文明引领，编制推进本区生态环境保护各类规

划、计划

（一）系统谋划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在总结“十三五”主要环境保护工作成果基础上，根据上海

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结合普陀实际，匹配市级规划

重点指标，编制完成本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并推进实

施。

（二）编制完成区第八轮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根据《上海市 2021—2023 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结合普陀实际，牵头制定、印发《普陀区第八轮（2021

—2023 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及项目清单。本

轮三年行动计划共有项目 118 项，其中市级项目 48 项。各项任务

已全部启动并常态化开展进度跟踪，无进度滞后项目。

（三）编制完成区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

以《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为基础，以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为导向，全面梳理区各相关部门生态环境工作职责，

落实区级责任清单的研究编制工作并发文实施。

三、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提高区域环境质量

（一）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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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充分发挥扬尘防治联席会议机

制作用，定期对扬尘污染防治阶段工作进行总结，分析存在问题，

提出对策建议；开展重点区域工地和道路扬尘的污染防治工作，

落实属地化监管职责，协调区房管局、街镇强化对重点区域道路

大修、小区房屋修缮、道路开挖、小门面装修等各类工程的扬尘

巡检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置扬尘问题，加大对扬尘违法行为的处

罚力度；协调区绿化市容局和桃浦镇做好道路保洁并同步开展扬

尘源巡检，形成全区范围的扬尘巡查网络。二是深化开展 VOCs

整治工作。完成 7家重点企业 VOCs2.0 治理；开展 VOCs 治理突出

问题排查和整治，完成 70 家印刷单位、加油站及生产型企业有机

废气收集和处理设施等相关情况排摸调查；开展汽修行业提标治

理，开展行业新标准培训宣贯，指导企业完成自查及自行监测，

根据标准和监测报告制订治理计划；开展 VOCs 治理设施精细化管

理试点工作，完成 5 家企业 8 套 VOCs 末端治理设施在线监控设备

的安装使用。三是强化商业广场餐饮油烟治理工作。完成 36 家餐

饮企业高效油烟净化器在线监控系统的安装，运行平台改造升级。

（二）碧水保卫战攻坚克难

一是积极推进落实河长制相关工作。加强水质跟踪与监测预

警，定期开展水质监测及数据分析汇总，及时掌握重点河道断面

水质情况，督促相关河道监管部门及时查找原因，持续改善水环

境质量。二是开展水环境污染溯源调研。针对区内部分水环境脆

弱、水体质量存在反复、河道水质波动异常等情况，会同上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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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环化学院成立水环境污染溯源解析攻坚小组，深入调研、提出

对策和建议，为本区河道水环境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及理论指导。

三是推进落实上海市地表水环境预警监测与评估体系能力提升项

目 2021 年建设任务。根据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全面启动 2021 年

普陀区地表水自动站协调保障工作，会同区河道所、桃浦镇、曹

杨街道，对涉及本区 2座新建及 2座改建地表水自动站场地进行

现场调查研究，目前已完成南北厅中央景观河水站站房搭建及曹

杨环浜水站租赁房屋装修工程，已完成站房内部设备以及系统安

装调试，预计 2022 年 2月底前试运行。

（三）净土保卫战稳步推进

有序推进土壤治理修复，强化与市生态环境局沟通联系，年

内争取中央土壤专项资金 3087.49 万元拨付用于支持桃浦智创城

核心区场地污染修复工程。本年度列入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核算清单共计 25 个地块，符合再开发利用的面积 597339.22 平方

米，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一是做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评审工作。组织开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各阶段调查评审工作；

完成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评审项目 36 个、地块详调评审项

目 3 个、地块风险评估评审项目 3 个、地块效果评估和备案 19

个。二是做好土壤安全利用率核算工作。全面完成 2017-2021 年

土壤安全利用率核算工作，严守土壤安全利用率 100%底线；完成

4 个被抽查地块的一地一档资料上报。三是加强污染地块监督管

控。对全区涉土壤修复建设及施工等单位开展技术培训；做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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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地块施工前现场踏勘、视频安装、一网通办信息填报审核等工

作。健全土壤环境污染执法监督机制，年内对土壤修复施工地块、

土壤和地下水名录中地块共计开展执法检查 45 次。

四、切实保障环境安全，着力解决百姓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

（一）加强环境应急管理

做好大气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开展大气污染源排放清

单及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编制修订工作，排摸范围涉及企业

28 家、施工单位 32 家、物流企业 5 家。开展 2021 年汽修单位应

急预案报备工作，指导 63 家汽修单位依法进行应急预案修订及备

案。修订本区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预案，开展应急监测

演练，参加本市环境监测系统应急大比武。

（二）加大环境信访矛盾处置力度

落实领导包案、跟踪稽查等机制，有效提高信访事项处置的

实际解决率和市民满意率。局领导参加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运营

中心“生态环境局长接热线”活动，倾听市民环境诉求，解决群

众反映的身边环境问题，社会效果良好。全年共受理、调处各类

环境信访、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等事项 830 件。其中涉及油烟气

问题 385 件、噪声污染问题 294 件、大气污染问题 99 件、水污染

问题 19 件，辐射等其它问题 33 件。本年度完成 3件检察建议书

的处置和回复。

（三）全面开展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

落实全国人大、市人大和区人大对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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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执法情况检查

相关工作，制定本区迎检方案，完成问卷调查，结合各委办局、

街道、镇的自查情况，编制区《固废法》执行情况自查报告。严

格依法执行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审批、医疗废物年度申报、一般固

废跨省转移利用备案等工作。完成 14 家一般工业固废申报工作的

汇总上报及 3家公司一般固废的跨省转移利用备案。开展固废领

域专项检查工作，严厉打击固废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共抽查 53

家单位，对检查发现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标识不规范、记录不完

善等问题要求限期整改并督促落实。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

理评估工作，针对全区 33 家危废单位进行专项培训，指导各单位

按要求落实评估考核工作。加强实验室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对

106 家学校、检测机构和企业等设实验室单位组织开展自查评估，

制定专项检查工作方案并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做到统一管理规范、

安全收运处置。开展汽车快修行业专项整治行动，提高汽车快修

单位依法处置危险废物能力水平，指导街镇定期开展检查并报送

结果，推进长效常态化管理。

（四）加强常态化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医废管理

进一步规范隔离点等场所医疗废物贮存和收运。联合市固体

废物处置公司、区卫健委、区城投公司等有关单位，对本区 11

个集中隔离观察点、1 个密切接触小区和 1 个入境人员高风险岗

位集中居住点等指导医疗废物处置工作，对 5家设有发热门诊的

医疗机构和各隔离点开展医废处置专项执法检查。对全区 160 家



- 8 -

小型医疗机构（19 床位以下）开展医废集中收运，全流程规范收

运、消毒、中转等过程。夯实疫情防控责任，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期间医疗废物的收运、贮存和处置以及污水处理设施规范、正

常运行，防范环境风险，消除安全隐患。

（五）严格辐射安全管理

做好各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年度评估报告的上报，对本

区 4家更换Ⅲ类射线装置单位开展现场检查并核发证照，配置 25

名辐射安全管理人员热释光片。每季度召开辐射安全管理例会，

夯实责任分工。联合区卫生监督所、上海市儿童医院（泸定路院

区）共同组织开展 2021 年辐射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全年出动

56 批次、132 人次，对 66 家单位开展了辐射安全执法检查。进一

步规范辐射安全管理，提升辐射污染源监管及突发放射事件应急

处置能力。

（六）持续开展绿色护考

加强各类重要考试期间绿色护考工作，强化考场周边环境噪

声污染治理和噪声源监管工作。全年共组织 251 批次、280 人次，

对中考、高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 16 类考试、95 个考场进行

护考巡考，妥善处置 19 件噪声扰考事项，切实维护考点周边安静

的考试环境。

五、着力提升治理能力，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推进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工作

全年组织全局开展宪法、民法典、国家安全日等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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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 4期生态环境工作系列培训。开展履行教育法律法规职责各

项工作。开展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落实中央巡视整改开展整治群众

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完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试点的中期评估相关工作。对 37 家企业开展环境信用评价，完成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创建及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创建相

关工作。

（二）加大生态文明理念宣传力度

做好新媒体平台、网站、学习强国等多平台生态环境保护宣

传。以六五环境日、生物多样性日、低碳日等各生态文明主题宣

传活动为契机，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通过主

题活动、志愿服务、基层宣讲、线上展示等多种途径，广泛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宣传，主办及协办宣传活动 12 场。完成

祁连新家园绿色小区创建验收工作。推荐机关退休干部夏德初并

成功荣获生态环境部 2021 年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会同上海

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成立宣讲团，全面梳理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历程，编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生态文明建设史》系列课件，至社区积极开展基层宣讲，在上

海大学及区政府策划展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史》

展览。营造生态文明宣传浓厚氛围，呼吁社会各界牢固树立生态

环保理念，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共同参与建设美丽普陀。

（三）落实行政审批改革措施

按照区府行政权力事项改革工作要求，行政审批职能全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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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区行政服务中心，实行“集中办公、一口对外、限时办结”的

模式，落实“即办”模式办理环评审批、排污许可证核发等 16

项行政许可事项，全年共计办理环评报告表审批 32 件、建设工程

夜间施工许可 65 件、辐射安全许可证 42 件、网管行政协助项目

44 件、排污许可相关事项 41 件、建筑玻璃幕墙光反射影响分析

报告技术评估 13 件。全力深化改革行政审批事项一网通办服务工

作，梳理涉及本部门可实现跨部门“一业一证”事项 6 项，优化

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间，减少材料提交数量，做到企业营业执

照信息和身份证信息等材料免于提交。

（四）推进排污许可制度落地

开展排污许可持证单位年度执行报告提交工作，指导督促 61

家持证单位按时线上提交年度执行报告并开展审核，提交率

100%。开展排污许可证核发质量评估和执行报告落实情况检查工

作。对全区持证单位开展现场核查，重点检查排污许可证质量及

证后管理情况，形成问题清单并限期完成整改，保质保量完成生

态环境部“双百”阶段性目标任务。分行业开展污染物排放管理

要求宣贯，会同区卫健委召开医疗单位污染物排放管理要求宣贯

会，针对现场核查问题开展培训并提出整改要求，提高排污单位

环保管理能力。

（五）加强生态环境依法依规监管

坚持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开展各类污染

防治执法工作。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结合环境执法大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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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全国和市、区人大《固废法》落

实情况检查等重点工作，不断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方式，提高

执法效能。全年共计出动执法人员 1478 批次、3560 人次，检查

单位 2638 户次，开展日常执法监管、排污许可证专项检查、长江

经济带专项检查等 24 项专项执法检查。对 34 家存在环境违法行

为的单位实施行政处罚，处罚金额共计 129 万余元。结案 11 件，

结案金额共计 93万余元，有效打击震慑环境违法行为。

（六）提升区域环境质量监测水平

围绕各项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开展区域环境质量监测、污染

源监督监测及各类专项监测。全年共编制地表水、降尘、TSP、降

水、噪声等环境质量监测报表及建筑工地扬尘在线监测数据审核

表共 442 份。完成废水监督监测 40 厂次，废气监督监测 109 厂次，

锅炉监测 162 台，辐射监测 15 家，机动车入户监测 255 辆、非道

102 辆、柴油车路检 1804 辆。编制完成的《2015-2020 年度普陀

区环境质量报告书》在“十三五”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评比中获

得三等奖，在中心城区位列前茅。持续强化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先后开展计量认证方法变更评审、实验室信息系统建设情况评估、

在线监测数据审核、能力验证、设备更新与添置等能力建设。加

强自行监测监督管理，制定 2021 年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方

案，督促排污单位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并审核报送监测信息。开展

重点管理单位全覆盖检查、简化管理单位按比例抽查，59 家单位

检查结果全部合格，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开展帮扶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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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一厂一方案”，协助企业完成整改。关注专业技术人员综

合素养与能力培养提升，培养监测站青年科技人员独立主持科研

项目并入选市生态环境局 2022 年度青年科研项目名录。持续提升

环境监测水平，为提升区域环境质量做好数据保障。

（七）积极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根据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 6条可能涉及生态损害案件线索，

通过排摸、调查和专家论证，确定均未产生重大生态损害，涉及

的环境污染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排摸出本区 1件可能涉及生态

损害的线索，会同区城管执法局、普环公司和相关涉事单位完成

磋商整治。

（八）深入推进政务公开

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重点领域政务公开力度。发布《2020 年

度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状况公报》。加强环境管理和环境监管执法

信息公开。健全完善政务公开制度，进一步优化区生态环境局政

务公开标准化目录。组织并开展区生态环境局政府信息公开月活

动。收到并完成依申请信息公开 10 件，完成率 100%。公开公文

类政府信息总数 21 件，主动公开率 85.71%。完成 3 件政协提案

的处置和回复，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注。

普陀区生态环境局

2022 年 2月 23 日

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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