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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莹 昨天，上海市环
保局发布了《 2011年上海环 境 状 况 公
报》，并为首批上海市环境教育基地授
牌。

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三年超过90%
《 2011年上海市环境状况公报》简要

描述了2011年上海市的环境质量状况，
总结了环保三年行动计划、污染减排、水
源地保护、固体废物管理、污染源普查动
态更新等主要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介绍
了环保投入、环境规划、环境法制、环评
管理、环境监测、环境科技、环保创建、公
众参与、国际合作等相关保障措施的实施
情况。

2011年，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与
2010年基本持平。优良天数为337天，较
2010年增加1天；优良率为92.3%，较2010年
上升0.2个百分点。自2005年以来，上海市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已经连续七年高于
88%，并总体呈现改善趋势。特别是随着电
厂脱硫措施的全面实施，近三年来SO2浓
度明显下降，2011年较2008年下降43.1%，
并与2010年同为近12年最低值。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已注意到，上海
市环境空气中光化学污染和灰霾污染问
题日益突出，并表现为多种污染物共存的
复合型污染，对我们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水环境质量与往年持平
水质监测正在成为民众们关心的热

点。公报显示，与2010年相比，黄浦江、长
江口、区县考核河道总体水质状况基本持
平，苏州河总体水质状况略有下降。近五

年来，黄浦江、苏州河总体水质状况有所
好转，长江口水质状况基本持平。本市近
年来不断加大截污治污力度，全市地表水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但氮磷污染导致的水
体富营养化问题日益突出，成为限制本市
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的关键因素之一。

公报显示，水源地保护也在逐步加强
中。2011年11月，崇明东风西沙水源地开
工，设计供水能力40万立方米/日，预计
2014年1月建成，服务人口为崇明岛约70
万人。2011年，本市严格贯彻《 上海市饮
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的要求，积极开展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清拆整治、中小水源地
关闭、水源地风险企业和流动风险源监
管等工作，在太浦河实施了危险品禁运；
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制度，补偿资金大
幅度增加。各项措施多管齐下，有力保障
了本市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安全和可持
续发展。

此外，公报显示，2011年噪声环境质
量基本保持稳定，上海市区域环境噪声达
到相应功能的标准要求，但道路交通噪声
夜间时段未能达到相应功能的标准要求。
辐射环境质量总体情况良好。

2011年，上海市辐射环境背景值和辐
射设施周边的辐射强度均处于正常水平，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期间辐射环境监测
未见异常。

》链接
广大市民可登录“ 上海环境” 网站

（ http://www.sepb.gov.cn）和“ 上 海 环 境
热线”网站（ http://www.envir.gov.cn）浏
览或下载《 2011 年上 海 市 环 境 状 况 公
报》。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是当今世界在环境保护的主流趋势。
今年，本市在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上的
目标是：巩固2011年的1080个试点小区垃
圾分类减量成果，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
新增1050个试点场所，人均生活垃圾处理
量控制在每人每天0.74公斤。昨天的市政
府发布会还披露，上海正积极研究居民生
活垃圾处理收费的可行性问题。

今年的垃圾分类场所
将新增 1050 个

“ 今年，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从居民区
向其他产生源拓展，” 在昨天举行的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党
组书记、副局长陆月星介绍了本市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情况。陆月星表
示，在巩固去年工作的基础上，今年的垃
圾分类场所将新增1050个。

为巩固2011年的1080个试点小区垃
圾分类减量成果，今年本市将进一步扩
大试点范围，新增1050个试点场所，人
均生活垃圾处理量控制在每人每天0.74
公斤。与以往不同的是，生活垃圾分类
试点从居民区向其他产生源拓展。除新增
500个居民小区试点外，还将选择100个机
关、200个企事业单位、100个集贸市场、
100所学校、50个公园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试点。

据介绍，今年上海还将着重从源头上
入手，推动行业减少垃圾产生，并有相应
的政策支持。

陆月星说，按照《 清洁生产法》、《 循
环经济促进法》要求，本市将推进清洁生
产，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引导减少产品过
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使用。推进“ 净菜上
市”，减少餐厨垃圾产生。合理利用再生资

源，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产生。
同时，本市将继续完善相应法规的支

撑。陆月星介绍说，上海将积极推进《 上海
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 市政府45号
令）的修订。抓紧《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立法前期研究，完善生活垃圾管理
法规体系。

上海正积极研究居民生活垃圾
处理收费的可行性问题

在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的过程中，回
避不了垃圾收费问题。

据了解，从2004年9月起，市政府已经
发布了《 上海市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
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对本市产生生活垃
圾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
体经营者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近年来本
市单位生活垃圾处理征收工作有序推进。
2011年全市各区共征收单位生活垃圾处
理费约6.9亿元，较好地体现了“ 谁污染谁
付费，多污染多付费”的环境污染的治理
原则。

涉及到居民的生活垃圾收费问题，陆
月星强调，市政府相关部门一直持积极而
慎重的态度，“ 我们充分认识到实施生活
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既是贯彻《 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
意见》要求，也是促进生活垃圾分类源头
减量的有效措施。”

陆月星说：“ 将在积极跟踪、研究国内
外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实施情况，特别是总
结一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上海
生活垃圾处理成本，居民收入水平和支出
结构，以及收费的各种可行的方式方法，
积极研究适应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
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的可行性，特别是
要有一些可操作的办法。”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一汪绿萍虽然在
小说中是诗意浓浓的绝美景致，但在现实
生活中却是影响河道安全、破坏水域环境
的隐形杀手。本市目前已进入绿萍、水葫
芦等水生植物暴发的高峰期，记者昨天在
松江区泖港基地、也是本市黄浦江最上
游，现场观摩了绿萍打捞的全过程。

机器隆隆声不绝于耳的一艘大船昨
天在黄浦江上游水域连续作业，它只是目
前“ 奋战”在打捞一线的众多作业船只中
的一艘。在水域上，一片面积巨大的绿萍
正被一个“ 大圈”围拢在一起，无法四散
开去，原来这是作业人员对它们进行了

“ 打桩包围”，防止这些浮萍顺流而下影
响黄浦江中游的水质。对于围拢起的这些
水生植物，一台大型机器将将它们打捞上
来到指定地点填埋。

据透露，由于今年雨量比去年多，管

理部门今年提前10天就启动了防控预案，
监控绿萍的暴发情况。黄浦江、苏州河上
游的金山、青浦、松江等区及时启动了绿
萍的拦截打捞工作，干流也完成四个拦截
库区的布设工作，并已于5月5日起开始打
捞作业。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打捞绿萍
11800余吨，其中，黄浦江、苏州河干流打
捞3300余吨，最高日打捞量超过了300吨。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水上管理处介
绍，本市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的梅雨季节较
往年可能提前来临，降雨量较往年也会有
所增加，而梅雨时期的气候条件更适宜绿
萍的生长和繁殖，较大的降雨量也会使上
游中小河道的绿萍加快向黄浦江、苏州河
干流聚集，绿萍暴发的高峰即将来临，形
势不容乐观。管理部门称，黄浦江、苏州河
重点水域不见成片的水生植物的整治目
标没有改变。

上海正调研
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全市绿萍整治将进入高潮
“ 绿萍”提前袭沪。 本报记者 杨磊 摄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昨天下午，上海
市区（ 县）、行业青联与市青联各界别结对
共建座谈会召开，会议由上海市青年联合
会主办，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青年联合会
承办。上海市各区（ 县）、行业青联主席、秘
书长，市青联各界别组组长、副组长，市青
联秘书处工作人员出席会议，团市委副书
记、市青联主席钟晓敏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青联秘书处负责同志对即将开展
的“ 凝聚·服务”———上海市青联各界别
与区（ 县）、行业青联结对共建工作进行
了介绍，结对共建工作旨在树立“ 一盘

棋”的全局观念，进一步开放资源，不断加
强各区（ 县）、行业青联组织之间的互动
合作，促进青联组织在工作上相互借力、
活动上共同参与、资源上共建共享，不断
提升青联组织的活跃度和影响力。

会上，区（ 县）、行业青联代表、市青
联相关界别组组长进行了交流发言。各结
对共建轮值单位与市青联各界别组组长
代表进行了结对签约。下一步，市青联将
不断推动结对共建工作的贯彻落实，以促
进上海青联工作的品牌化、项目化、规范
化、持续化。

上海市区（ 县）、行业青联与市青联各界别结对共建座谈会召开

》发布厅

本报讯 记者 朱文娟 2012年本市普
通高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的录
取工作从5月28日开始，至6月1日已完成
一、二志愿的录取。18所院校完成了招生计
划，11所院校尚有缺额计划359个。有余额
计划的招生院校向达到最低录取文化控制
分数线上未被录取的考生征求一次志愿。

达到最低录取文化控制分数线，三门
文化课考试科目和两门专业技能考试科
目均无缺考，且没有被填报的一、二志愿
院校录取并符合以下条件的考生可填报
征求志愿：非艺术类专业，语、数、外三门
总分成绩不低于161分，其中任何一门单

科成绩不低于35分，若三门单科成绩中有
一门在90分及以上，则不受一门单科成绩
不达线限制；艺术类专业，语、数、外三门
总分不低于113分，单科成绩不限。

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于6月6日9:00至
16:00在“ 上海招考热线”下载“ 征求志
愿缺额招生计划表”。6月6日16:00起至7
日16:00止，考生通过“ 上海招考热线”，
按照专业大类对口的要求填报征求志愿，
填报征求志愿院校数量不限。征求志愿录
取工作在征求志愿填报结束后即开始，按
考生填报的志愿先后顺序进行。录取工作
将于6月11日全部结束。

中职生高考征求志愿填报将于6月6日至7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