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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 述

2018 年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

见》，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写入宪法。

2018 年，全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印发《中

共铜仁市委铜仁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碧

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固废治理”和“乡村环境整治战”5

场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明了目标和路径。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

心，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为导向，坚持统筹兼顾、综合施策，全

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2018 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稳定。中心城区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为 97.3%，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6.7%。

全市 6 条主要河流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100%，4 个地

表水出境断面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100%，2 个地表水入境断

面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100%。中心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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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达标率为 100%，县城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97.9%，农村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99.4%。

锦江河水质总体向好。全面完成生态环境保护年度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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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气环境质量

（一）中心城区空气质量

铜仁市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标准。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13，优良天

数比例为 97.3%，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PM10）。2018 年铜

仁市中心城区各污染级别对比见图 1。

图 1 2018 年铜仁市中心城区各污染级别对比图

二氧化硫（SO2）年均浓度为 4 微克/立方米，同比降低 6 微

克/立方米；二氧化氮（NO2）年均浓度为 19 微克/立方米，同比

降低 2 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为 57 微克/

立方米，同比增加 3 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

为 26 微克/立方米，同比增加 2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CO）

年均浓度为 1.4 微克/立方米，同比增加 0.1 微克/立方米；臭氧

（O3）年均浓度为 108 微克/立方米，同比增加 16 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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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市中心城区各监测点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统计见图 2，环境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统计结果见图 3。

图 2 2018 年铜仁市中心城区各监测点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

图 3 2018 年铜仁市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统计结果

（μg/m3）

（mg/m3）



—5—

（二）区（县）县城空气质量

2018 年，铜仁市 10 个区（县）环境空气质量均达到《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标准，全市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为 96.7%。

印江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2.64，优良天数比例为

97.0%，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PM2.5）。

松桃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2.66，优良天数比例为

97.7%，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PM2.5）。

德江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2.81，优良天数比例为

97.7%，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PM2.5）。

江口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2.82，优良天数比例为

94.3%，首要污染物为臭氧（O3）。

石阡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2.91，优良天数比例为

98.3%，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PM10）。

沿河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06，优良天数比例为

96.9%，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PM2.5）。

碧江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08，优良天数比例为

96.7%，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PM10）。

玉屏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13，优良天数比例为

97.4%，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PM2.5）。

万山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17，优良天数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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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m3）

（μg/m3）

97.5%，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PM10）。

思南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24，优良天数比例为

93.5%，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PM2.5）。

铜仁市 10 个区（县）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统计见图 4。

图 4 2018 年铜仁市各区（县）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

2018 年铜仁市各区（县）县城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见图 5。

图 5 2018 年铜仁市各区（县）县城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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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平方千米·月）

（三）降水降尘

铜仁市中心城区降水pH值范围为 5.62～7.69，年均pH值为

6.74，高于酸雨临界值 5.60，酸雨率为零。降尘量范围为 1.10～

14.6 吨/平方千米•月，年平均降尘量为 4.17 吨/平方千米•月，

与去年相比上升 0.72 吨/平方千米•月。2018 年铜仁市降尘监测

结果见图 6。

图 6 2018 年铜仁市降尘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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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环境质量

（一）主要河流水质状况

2018 年，全市主要河流水质为优。6 条主要河流 15 个地表

水国控、省控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100%，同

比上升 6.7%。2018 年铜仁市主要河流断面水质类别比例见图 7。

图 7 2018 年铜仁市主要河流断面水质类别比例

锦江：和尚田、九龙洞、健全、漾头、坝盘镇蒋家湾、三级

电站 6 个地表水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100%，其中

和尚田断面达Ⅰ类水质，九龙洞、健全、漾头、坝盘镇蒋家湾、

三级电站断面均达Ⅱ类水质。

舞阳河：玉屏、抚溪江 2 个地表水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

面比例为 100%。玉屏断面（黔东南州入境铜仁市）达Ⅱ类水质，

抚溪江断面达Ⅰ类水质。

印江河：西岩寺地表水断面达Ⅲ类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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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川河：冷龙地表水断面达Ⅱ类水质。

松桃河：木溪、平举 2 个地表水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

比例为 100%，其中平举断面达Ⅱ类水质，木溪断面达Ⅲ类水质。

乌江：乌杨树、望牌村、沿河 3 个地表水断面中，Ⅰ～Ⅲ类

水质断面比例为 100%。乌杨树断面、望牌村断面、沿河断面均

达Ⅲ类水质。

（二）河流出入境断面水质状况

1、出境断面

2018 年，铜仁市 4 个地表水出境断面Ⅰ～Ⅲ类水质断面比

例为 100%，同比无明显变化。

铜信溪电站：锦江经碧江区漾头镇施滩流入湖南省，达Ⅱ类

水质。

鱼市：舞阳河由黔东南州流入玉屏县后，从罗家寨进入湖南

省，达Ⅱ类水质。

石花村：松桃河经松桃县城后，从木溪流入湖南省，达Ⅲ类

水质。

万木：乌江从遵义市流入铜仁市，经石阡县、思南县、德江

县后，从沿河县境流入重庆市，达Ⅲ类水质。

2、入境断面

2018 年，铜仁市 2 个地表水入境断面Ⅰ～Ⅲ类水质断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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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100%，同比无明显变化。

玉屏：舞阳河从黔东南州流入玉屏县境内，达Ⅱ类水质。

大乌江镇：乌江从遵义市大乌江镇进入铜仁市石阡县，达Ⅲ

类水质。

（三）锦江河水质状况

2018 年，锦江河城区段水质总体评价为“优”。13 个地表水

监测断面中，Ⅰ～Ⅱ类水质断面 11 个占 84.6%，Ⅲ类水质断面 1

个占 7.7%。锦江河城区段断面水质类别比例见图 8。

图 8 2018 年锦江河城区段断面水质类别比例

上游入锦江河 5 个地表水监测断面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

为 100%，同比无明显变化。

（四）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1、中心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2018 年，铜仁市中心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鹭鸶岩），水

质符合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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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标准，达标率为 100%，其中Ⅰ类水质为 33.3%，Ⅱ类水质为

66.7%，同比无明显变化。

2、各区（县）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2018 年，县级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97.9%，

同比上升 9.7%。其中思南县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83.3%，同比上升 45.8%；沿河县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为 96.3%，同比上升 29.6%。其余县级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均为 100%。

3、农村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2018 年，农村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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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声环境质量

（一）城市区域声环境

2018 年，铜仁市中心城区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为 53.2 分贝，评价等级为“较好”，同比平均等效声级上升了

2.1分贝。2018年铜仁市区域噪声昼间强度等级分布比例见图9。

图 9 2018 年铜仁市区域噪声昼间强度等级分布比例

铜仁市区域噪声昼间声源构成分布见图 10。

图 10 2018 年铜仁市区域噪声昼间声源构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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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交通声环境

2018 年，铜仁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为 65.8 分贝，评价等级为“好”，同比平均等效声级下降了 2.3

分贝。2018 年铜仁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强度等级分布比例见图

11。

图 11 2018 年铜仁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强度等级分布比例

（三）功能区声环境

2018 年，铜仁市中心城区开展功能区声环境监测，各类功

能区昼间、夜间达标率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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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g/m3）

五、农村环境质量

2018 年，铜仁市 4 个县（江口县、印江县、石阡县、沿河

县）12 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生态型 3 个、旅游型 3 个、种植

型 3 个、养殖型 1 个、其他 2 个）开展环境空气、饮用水源地、

县域河流、土壤等农村环境质量监测。

12 个村庄的环境空气质量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标准。各类型村庄环境空气主要污染物监测结

果统计见图 12。

图 12 2018 年铜仁市农村环境空气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

12 个村庄的饮用水源地水质良好，达标率为 100%。

县域河流水质良好，均优于或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Ⅲ类水质。

土壤环境质量：江口县、印江县、石阡县、沿河县所选村庄

的土壤环境质量达标率为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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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狠抓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在市委、市政府和省生态环境厅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以

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把环保督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

和重大发展问题抓常抓细。统筹推进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与中

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涉及生态环保问题整改工作。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完成率 96.77%。

（一）全面抓防治，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一是“蓝天保

卫战”方面。出台了《铜仁市 2018 年大气污染防治六十日攻坚

专项行动方案》等文件。加强城市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建筑工地

空气监控设施实现全覆盖。加大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力度，超额完

成黄标车淘汰任务，划定 10 个区（县）主城区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二是“碧水保卫战”方面。全面落实“河长制”，开展清河

行动 437 次，清理河道 385 条。推动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印发《铜仁市加强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专项行动工作方

案》，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突出问题排查整治行动，全部完成县级

饮用水源地问题整改。8 个区（县）县城污水处理厂完成提标改

造工作。三是“净土保卫战”方面。印发《铜仁市 2018 年土壤

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铜仁市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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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完成土壤污染重点行业企业空间位置遥感和农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详查，稳步推进碧江区司前大坝和万山区敖寨河流域汞污

染土壤修复与治理示范工程。四是“固废治理战”方面。加大危

废企业规范化管理力度，推动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以“无害化

处理+资源化利用”消纳锰渣，促进锰资源、锰产业绿色发展。

五是“乡村环境整治战”方面。完成 43 个建制村的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 205 个畜禽养殖场。

（二）严格抓监管，环境风险管控有力。一是编制完成长江

经济带战略环评铜仁市“三线一单”，强化建设项目事前事中事

后全过程监管。二是深入推进排污许可制度实施，完成重点行业

16 家企业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开展全市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

深入推进“双十”行动，加强涉锰企业和散乱污企业升级改造和

达标治理。三是实行“市级统筹、区县抽派、异地交叉、分批

实练”和“以练代训、实训实练”的执法工作机制，持续开

展“守护多彩贵州·严打环境犯罪”行动，立案查处 253 件，

罚款 3609.76 万元，环境行政处罚金额同比增长 204%。四是

开展“绿盾 2018”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全面

清理整治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活动。五是及时解决群众关心关注

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提高群众环境满意度和获得感，环

境信访件受理率、办结率 100%。全年未发生重大以上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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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三）突出抓短板，环境治理基础更加坚实。一是补齐污染

防治短板。出台《铜仁市汞行业发展规划（2018-2025）》《铜仁

市锰行业发展规划（2018-2025）》及《铜仁市涉汞涉锰行业重金

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方案》。二是补齐环保基础设施短板。统筹

投入 10 亿元用于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垃圾污水处

理能力，新增 1.52 万吨/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新铺设生

活污水管网 160 公里。三是补齐信息化建设短板。推进大数据与

大生态战略行动深度融合，建成铜仁土壤污染综合防控体系项目

一期、环境质量监测信息系统、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系统、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系统等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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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强生态环境监测 提高监测数据质量

2018 年，全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坚持服务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坚持依法监测、科学监测、诚信监测，着力提升监测能力

和水平，不断提高监测数据质量，充分发挥环境监测在环境管理

中的“顶梁柱”作用。

（一）强化基础保障，稳步推进环境监测网建设。一是建成

乌江（乌杨树）、石阡河（冷龙）、印江河（西岩寺）、舞阳河（玉

屏）4 个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二是建成舞阳河（罗家寨

出境）、锦江（漾头出境）、松桃河（木溪出境）、乌江（沿河出

境）4 个省级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三是建成中心城区鹭鸶岩

（龙井坝）、万山区（琴门水库）、松桃县（平举电站）等 10 个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四是全市 10 个区（县）已

建成 12 个空气自动监测站，其中中心城区 2 个国控、2 个省控

空气自动站，松桃县、玉屏县、江口县、石阡县、印江县、思南

县、德江县、沿河县 8 个省控空气自动站。

（二）强化监测服务，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技术支撑。

一是对石阡河、印江河、乌江（铜仁段）水环境现状及污染现状

开展监测调查，分析河流水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并对目前水污

染的现状提出建议和措施。二是对松桃县涉锰企业污染物排放和

松桃河水环境质量现状进行监测，摸清松桃河污染的现状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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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松桃河的锰污染治理提供技术支持。三是积极配合生态环

境部湖南花垣督察组，对湖南花垣进行专项督察，现场采集水样、

土壤样 100 余个，加班加点分析数据 300 个，圆满完成了生态环

境部对湖南花垣专项督察的监测工作。

（三）强化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及时开展环境质量

分析，编制并发布《铜仁市水环境质量月报》、《铜仁市环境空气

质量月报》等，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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