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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本报讯 上海最近的“水晶
天”令人心旷神怡，而2017年和
2018年的多波“水晶天”，至今仍
让许多人念念不忘。

蓝天白云的高频亮相，是上海
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的缩
影。上海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
示，2018年，上海环境空气质量
指数（AQI）优良率为81.1%，意味
着全年有超过八成的日子空气质
量优良。这296个“清新日”，较
2017年足足增加了21天。

令人欣喜的不止于此。去
年，上海PM2.5、PM10、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等4项污染物的年均浓
度均创下历年最低纪录。其中，
PM2.5年均浓度蝉联“3”字头，为
36 微克/立方米，宣告上海提前
完成“十三五”空气环境质量改
善目标。

不仅天更清，上海还水更绿、
林更密了。2018年，上海259个
主要河流断面水环境功能区达标
率为76.7%，同比上升17.6个百
分点，其中，劣V类断面的占比降
为7个百分点；生态方面，全市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8.2平方米，森
林覆盖率达到16.8%以上，市民们
有了明显的“绿色获得感”。

一连串令人信服的数据背
后，其实是上海全面加强党对生
态环境保护的领导；是本市各级
党委和政府坚决扛起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
是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
断满足市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的必然。

最严倒逼

正本还需清源，“绿水青山”
的常驻，离不开对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惩治的雷厉风行，随着新
《环保法》的实施，违法成本大幅
提高，执法手段更加丰富，上海
捍卫生态环境的力度和决心愈
发深入人心。2018年，上海生态
环境系统共查处案件3047件，处
罚金额5.3亿元，同比上升11%，
堪称“史上最严”一年，极大震慑
了环境违法行为。

然而，生态环境执法的雷霆
出击，并未让经营者们“记恨”，
反而逼出了他们的“断舍离”。

闵行区元江路上，一个花园
式产业园区将于今年竣工。出人
意料的是，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家
高能耗、重污染的塑胶厂。在
2016年的中央环保督察期间，这
家塑胶厂因为短期内两次被执法
部门发现未安装治理设施、无组织
排放挥发性有机物，被采取了查封
扣押生产加工设备的严厉处罚。

痛定思痛，上海新光华塑胶
有限公司果断放弃塑料建材这
个“老本行”，将生产线搬迁，并
投资1亿多元在原址建了4栋新
厂房，做起了“房东”。园区目前
招租形势良好，已有两家世界
500强企业正在洽谈入驻事宜。

“如今回头看，要感谢执法部门，
是他们的尽职尽责促使我们下
定了转型的决心！”公司财务负
责人刘凤金表示。

同一年，上海水务部门修订
了相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排放
污水水质超标，可对单位最高处
以50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吊销污
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若构成
犯罪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原有裁量基准，最多处10万
元以下罚款。针对屡教不改的

“老油条”，水务部门还使用了
“按日计罚”等重罚手段。

正是由于铁腕治污，上海这
些年办成了多桩大事，尤其是去
年，全面完成燃煤电厂清洁化改
造，完成锅炉低氮改造1129台、

“散乱污”企业整治723家，挥发
性有机物企业治理327家，淘汰
老旧车1.74万辆；全面启动苏州
河环境综合整治四期工程，全市
1.88万条劣V类河道已完成整治
1.04 万条；淘汰落后产能 1350
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
值能耗同比下降4.9%；淘汰老旧
车1.74万辆，累计推广新能源汽
车22.1万辆……

无形之手

上海正不断借鉴国际先进

经验，尝试通过市场机制这只
“无形之手”，让排污者主动担负
起环境治理的责任。

2015年底，上海正式启动挥
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根据
排污者污染治理情况和排放水
平，实施差别化收费政策。2017
年，该试点进入第三阶段，覆盖
12大类、71个中小类挥发性有
机物重点排放行业，收费标准从
第一阶段的10元/千克、第二阶
段的15元/千克提高到了20元/
千克。

“看似是让企业多交，而实
际目的是让他们少交。”市生态
环境局大气环境与应对气候变
化处处长周军表示，积极减排的
企业排污费可以“打折”，要利用
这种奖优惩劣的收费杠杆激励
企业提升治污水平，减少污染物
的排放量，进而减少相应支出。

实践证明，试点效果达到了
预期：截至2017年10月，第三阶
段试点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核
定排放量为0.69万吨，收费金额
为1.34亿元，相比第一阶段，收
费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300万
元，而挥发性有机物核定排放量
则减少了近一半，这还是在第三
阶段试点行业增加了至少一倍
的基础上。

上海还在2017年 6月开始
实施的排污许可制度中引入了
契约形式，企业要排污就必须持
有国家版排污许可证，要获证就
必须与监管部门签订“合同”，同
意按照排污许可证副本里核定
的排污量、排放浓度等来排污。

要确保排放量不越过“天花
板”，企业只有不断改进生产工
艺、提升污染治理能力这一条
路，才能按要求降低污染物排放
总量和浓度。

区域共进

依靠政府部门“单打独斗”
的环境保护与治理模式是低效、
不可持续的。上海去年环境治
理的成绩，与坚持区域联动、多
元共治密不可分。

2013年底的“雾霾十日”倒
逼激活了次年的长三角区域大
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2017年，
其中一项关键工作在上海开花
结果——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大
气复合污染成因与防治重点实
验室顺利通过验收。

借助这个“大脑”，长三角
区域 PM2.5 和臭氧污染的特征
及其来源露出了真面目，区域
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得以建
立，一条以煤炭总量控制、产业
结构调整、移动源强化控制和
挥发性有机物深化治理为重点
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路径逐渐
清晰。

从2013年长三角区域大气
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成立，到2017
年国家验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成果，沪苏浙 25 座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下降了 34.3％，
超额完成国家“下降20％”的要
求。去年，沪苏浙皖41座城市
再接再厉，PM2.5浓度同比又下
降10.2％，降至44微克/立方米。

地处下游的上海水污染治
理更需要与上游对齐步伐。去
年，长三角开展了太湖蓝藻水华
和沪苏浙省界地区水葫芦联合
防控，印发实施了《太浦河水资
源保护省际协作机制—水质预
警联动方案》，联合开展饮用水
源地保护应急演练。上海市与
苏浙两省协作摸清187 条跨界
河流情况，推动完成了90条段界
河协同整治。

2016年底，随着黄浦江上游
水源地工程正式通水，上海市、
浙江省从太浦河取水的规模和
供水覆盖范围大幅扩大，上下游
联手保障太浦河供水安全的必
要性愈发突出。2016年底至今，
太浦河上游协同加大污染防控
和应急联动力度，多次启动泵站
向下游供水，确保了下游水量的
充沛和水质的稳定，下游上海5
区670万人的饮用水供应和安全
得到保障。

“你喝的水，我帮你守着！”
长三角联手保障百姓饮用水安
全的故事，已经传为佳话。

国务院新闻办 21 日发表
《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

白皮书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地处中国西北，位于亚欧大陆
腹地，与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
富汗、巴基斯坦、印度8个国家接
壤，著名的“丝绸之路”在此将古代
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多
种文明的荟萃之地。

白皮书指出，中国是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新疆各民族是中华
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在漫
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疆的命
运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
命运紧密相连。然而，一个时期
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民
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
恐怖势力，为了达到分裂、肢解中
国的目的，蓄意歪曲历史、混淆是
非。他们抹杀新疆是中国固有领
土，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
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
等客观事实，妄称新疆为“东突厥
斯坦”，鼓噪新疆“独立”，企图把
新疆各民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
新疆各民族文化和多元一体的中
华文化割裂开来。

白皮书强调，历史不容篡
改，事实不容否定。新疆是中国
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
疆从来都不是什么“东突厥斯
坦”；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
融合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的组成
部分；新疆是多文化多宗教并存
的地区，新疆各民族文化是在中
华文化怀抱中孕育发展的；伊斯
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
唯一信仰的宗教，与中华文化相
融合的伊斯兰教扎根中华沃土
并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电

《新疆的若干历史
问题》白皮书发表

聚焦重点全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

铁腕治污,让上海留住“水晶天”

全文见青春上海News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对照党章党规找差
距的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各单位在主题教育中对照
党章党规，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
刀刃向内的勇气，逐一对照、全
面查找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的
问题，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通知指出，对照党章党规找
差距，是主题教育学习教育和检
视问题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党员
领导干部主动检视自我、自觉修
正错误的重要措施，党员领导干
部要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
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学习研讨，

对照党章党规，重点对照党章、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进行自我检查。要把
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与对照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检视
问题结合起来，边学习、边对照、
边检视、边整改，增强查摆和解
决问题的针对性。对照一次就
提醒一次、扯一次袖子，不断增
强党员领导干部党的意识、党员
意识、纪律意识，不断提升政治
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

通知指出，对照党章，重点
查摆是否坚持党的性质宗旨，
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是否认真履行党员
八项义务，践行入党誓言，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否
按照党员干部六项基本条件，
真正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
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
洁；是否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制
度，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是否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树牢宗旨意识，坚持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善于做好新形
势下的群众工作。

通知要求，对照准则，重点
查摆是否坚定理想信念，坚定
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
念；是否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
本路线，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
政治立场；是否坚决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
识”；是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是否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正
确选人用人导向；是否勇于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保持清正
廉洁的政治本色。

通知明确，对照条例，重点
查摆是否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同
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执行党组
织决定；是否存在滥用职权、谋
取私利等问题；是否存在为黑恶
势力充当“保护伞”，损害群众利
益等问题；是否存在工作不负责
任，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干预
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司法活
动、执纪执法活动等问题；是否

存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
低级趣味等问题。

通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
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
法规汇编》，逐段逐句学习党章、
准则、条例，对照检视分析，把自
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
作摆进去。各级领导班子要安
排专门时间，召开对照党章党规
找差距专题会议。党支部要结
合“三会一课”，召开专题会议，
组织党员学习、对照党章、准则、
条例，自我检视问题，自我整改
提高。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
要带头学、带头查、带头改，以上
率下、作出示范，同时督促班子
成员和下属单位领导干部找准
问题、解决问题。 据新华社电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的工作方案》

对照一次，就“扯一次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