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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铜仁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省委、

市委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创建绿色

发展先行示范区为目标，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全力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进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提升环境

监管监测能力，着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助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2020 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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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县城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为 100%，农村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

地表水水质持续改善。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生态环境状

况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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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8.9%，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为 98.9%，中心城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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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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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优

良天数比例为 98.9%。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PM2.5）。2020 年

铜仁市中心城区各污染级别对比见图 1。 

 

图 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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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氮（NO2）

年均浓度为 16 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为

41 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为 25 微克/立方米，

一氧化碳（CO）年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值）为 1.0 微克/

立方米，臭氧（O3）年均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值）为 94

微克/立方米。铜仁市中心城区各监测点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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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见图 2，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统计结果见图 3。 

 

 

图 2  2020 年铜仁市中心城区各监测点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 

 

图 3  2020 年铜仁市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统计结果 

（二）区（县）县城空气质量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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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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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数比例为 98.9%。 

印江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1.83，优良天数比例为

100%，首要污染物为臭氧（O3）。 

沿河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1.97，优良天数比例为

99.4%，首要污染物为臭氧（O3）。 

德江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2.07，优良天数比例为

99.2%，首要污染物为臭氧（O3）。 

石阡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2.15，优良天数比例为

98.3%，首要污染物为臭氧（O3）。 

江口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2.36，优良天数比例为

100%，首要污染物为臭氧（O3）。 

玉屏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2.41，优良天数比例为

97.4%，首要污染物为臭氧（O3）。 

思南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2.48，优良天数比例为

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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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优良天数比例为

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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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优良天数比例为

97.5%，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O3）。 

碧江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2.70，优良天数比例为

9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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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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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0 年铜仁市各区（县）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 

2020 年铜仁市各区（县）县城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见图 5。 

 

图 5  2020 年铜仁市各区（县）县城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三）降水降尘 

铜仁市中心城区降水 pH 值范围为 5.68～7.34，年均 pH 值

为 6.52，高于酸雨临界值 5.60，酸雨率为零。 

降尘量范围为 0.7～5.8 吨/平方千米• 月，年平均降尘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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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平方千米·月） 

2.62 吨/平方千米• 月，同比下降 2.20 吨/平方千米• 月。2020 年

铜仁市降尘监测结果见图 6。 

 

图 6  2020 年铜仁市降尘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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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河流水质状况 

2020 年，全市主要河流水质为总体优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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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比无明显变化。2020 年铜仁市主要河流断面水质类别比例见

图 7。 

 

图 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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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断面均达Ⅰ类水质，九龙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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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州入境铜仁市）、抚溪江断面均

达Ⅱ类水质。 

印江河：西岩寺地表水断面达Ⅱ类水质。 

石阡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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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Ⅰ-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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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为 100%，平举、木溪断面均达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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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类水质。 

（二）河流出入境断面水质状况 

       1.出境断面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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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玉屏县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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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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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沿河县流入重庆市，达Ⅱ类水质。 

      2.入境断面 

2020 年，铜仁市 2 个地表水入境断面Ⅰ～Ⅲ类水质断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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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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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锦江河水质状况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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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水质断面共 12 个，占 92.3%，同比无明

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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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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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标准，达标率为 100%，同比无明显变化。其中Ⅰ类水质为

25.0%，Ⅱ类水质为 75.0%。 

      2.各区（县）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2020 年，20 个县级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同比上升 1.2%。 

3.农村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2020 年，全市 363 个农村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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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区域声环境 

中心城市：2020 年，铜仁市中心城区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

均等效声级为 54.4 分贝，评价等级为“较好”，同比下降了 0.4

分贝。2020 年铜仁市区域噪声昼间强度等级分布比例见图 8。 

 

图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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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图 9  2020 年铜仁市区域噪声昼间声源构成分布图 

县级：2020 年，铜仁市 8 个县级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

效声级范围为 49.9~57.3dB(A)。其中：评价等级为“好”的有石

阡县；“较好”的有松桃县、江口县、印江县、思南县、德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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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 

“一般”的有玉屏县、沿河县；无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较差”

或“差”的县城。2020 年铜仁市各县级城市区域噪声平均等效

声级见图 10。 

 

图 10  2020 年铜仁市各县级城市区域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二）道路交通声环境 

中心城市：2020 年，铜仁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

均等效声级为 67.6 分贝，评价等级为“好”，同比下降了 0.3 分

贝。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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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铜仁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强度等级分布比例 

县级：2020 年，铜仁市 8 个县级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

级范围为 57.3~68.0dB(A)。其中：评价等级均为“好”的有松桃

县、玉屏县、江口县、石阡县、印江县、思南县、沿河县、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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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无“较好”、 “一般”、“较差”或“差”的县城。2020 年

铜仁市各县级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见图 12。 

 

图 12  2020 年铜仁市各县级道路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三）功能区声环境 

中心城市：2020 年，铜仁市中心城区功能区声环境昼间监

测点次达标率为 100%，同比无明显变化；夜间监测点次达标率

为 87.5%，同比下降 6.3%。其中，1 类区、2 类区夜间各超标 1

次。 

县级：2020 年，铜仁市 8 个县级功能区声环境昼间监测点

次达标率平均为 96.7%；夜间监测点次达标率平均为 93.4%。其

中：1 类区昼间超标的有德江县；1 类区夜间超标的有德江县；2

类区昼间超标的有德江县；2 类区夜间超标的有德江县；3 类区

昼间超标的有德江县；3 类区夜间超标的有德江县；4a 类区夜间

超标的有印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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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铜仁市 6 个县（江口县、石阡县、印江县、思南

县、德江县、沿河县）18 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生态型 4 个、

种植型 4 个、旅游型 4 个、养殖型 1 个、其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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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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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图 13  2020 年铜仁市农村环境空气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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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县、印江县、思南县、德江县、

沿河县所选村庄的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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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进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一是扎

实开展环保督察问题整改。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及交办

信访件已全部整改完成。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及长江流

域生态问题专项督察反馈问题 7个，全部完成整改。省委第二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 29 个，全部完成整改，交办的 123

件信访件全部办结。制定《铜仁市贯彻落实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

头看”反馈 16个问题全部完成整改，交办的 42件信访件全部办

结。二是全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挂牌督战。成立以市政府主要

领导为组长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挂牌督战领导小组，12 名市党政

领导牵头的挂牌督战队集中开展大检查督战 1 次。截至 2020 年

底，我市涉及污染防治攻坚战省级挂牌督战任务 45 项，完成 43

项，2项正在推进；省级挂牌督办问题 1 个，已完成整改，正申

请摘牌验收。三是 2020 年国家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

我市问题 3 个，正有序推进整改；2020 年贵州省生态环境警示

片指出我市问题 1 个，正推进整改。我市涉及省级暗查暗访反馈

问题 5个，完成整改 4个，正在整改 1个。省级长江经济带自查

问题 12个，全部完成整改。 

聚焦工作重点，全力打好污染防治五大攻坚战。一是打好

蓝天保卫战。以提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重点，充分发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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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优势，强化空气质量管控，召开中

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联席会议 7次、专题会议 2次，全市环境空

气质量明显好转。突出抓好扬尘污染综合防治、柴油货车污染治

理、工业炉窑综合整治以及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等工

作，依法划定铜仁市中心城区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控制区；完

成工业炉窑综合治理 18 台。二是打好碧水保卫战。以改善水环

境质量为核心，制定《铜仁市 2020 年水污染防治年度重点工作

实施方案》，有序推进万人千吨和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

护区取消、优化、新增工作，取消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44 个，新

增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103 个；完成乌江干流 414个入河排污口的

水质监测、溯源工作。持续开展全市加油站防渗改造工作，279

座加油站 910个油罐全部整改完成。开展长江经济带化工企业专

项排查整治行动，排查化工企业 104 家，存在问题的 25 家企业

已完成整改。作为锦江、普觉河“河长制”的市级责任单位，积

极牵头完成“一河一策”任务。三是打好净土保卫战。完成《铜

仁市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方案（2016-2020 年）》修订

再备案工作，制定《铜仁市 2020 年度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

建设实施方案》《铜仁市 2020 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完成

国家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任务。以强化风险管控为抓手，

分类指导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高质量完成全市 24 个疑似污染

地块污染状况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铜仁探索土壤治理新

路保证耕地安全》信息被《贵州日报》刊载。四是打好固废治理

战。扎实开展 2020 年“清废行动”，整改完成 2019年“清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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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现的 9个问题点位。开展全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工业渣场

及尾矿库摸底排查和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实现“一源一清单

一档案”。积极开展危险废物等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强化危

险废物转移过程监管，顺利完成危险废物转移 2621 批次；推进

贵州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应用。狠抓新冠肺炎疫情环境污染

管控，共开展医疗机构、医废处置中心、污水处理厂及确认病例

封闭小区专项检查 1556家次，发现 128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

全市未发生特别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或特别重大生态破坏事件，未

因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生态环境事件。五是打好乡村环境整治战。

以改善乡村环境为目标，制定《铜仁市 2020 年农业农村污染治

理攻坚战有关重点工作任务专项治理方案》，编制《铜仁市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1-2025 年）》，排查出农村黑臭水

体 9 个，完成 82 个行政村的农村环境整治工作，超额完成年初

目标任务。 

做优生态品牌，扎实开展“双十工程”。一是成立松桃河流

域锰污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铜仁市松桃县松桃河流域“两

井四库”锰污染治理工程实施方案》，扎实推动松桃县锰污染环

境问题治理。文山水井、老卜茨水井以及巴汤湾渣库出水在线监

控显示锰特别污染物排放均在 1mg/L 控制范围内；金瑞 1号、汇

丰 2 号、太丰、群兴 4个锰渣库已编制治理方案并完成治理；开

展“两井四库”周边水文地质条件、水质化学特征、渣堆理化性

质等基础调查，省环科院编制完成《松桃县重金属污染源治理项

目——老卜茨河流域汇丰 2#渣库治理项目先导性污染防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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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报告》《铜仁市松桃县“两井四库”先导性污染防治

工程总体实施方案》。松桃河流域“两井四库”锰污染治理工程

已治理完成，并通过市级复核验收。二是深入开展十大行业治污

减排，重点开展生活垃圾填埋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白酒酿

造行业减排达标治理，共排查评估企业 54 家（生活垃圾填埋场

9 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41家、白酒酿造 4家）。我市 17家

需整治企业（生活垃圾填埋场 4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13家）

已全部整治完成。 

深化“放管服”改革，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六

稳”“六保”任务，启动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

办理建设项目告知承诺制审批 58 个，共投资 88.6 亿元。主动

做好重大建设项目环评服务，跟踪服务省级重点项目 80 个、

市县重大项目 385 个、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及特色产业发展项目

256 个；承接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469 个、后评

价备案 21个、辐射安全许可证 69个、排污许可证 339 个、应急

预案 302 个、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登记备案 6个等。制定铜仁市

“三线一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全面启动铜仁市“十

四五”生态环境规划编制工作。 

坚持铁腕治污，严格生态环境执法。一是起草《铜仁市生

态环境系统法制审核办法》，更加规范生态环境系统法制审核工

作；组织 383 名行政执法人员开展行政执法证申领培训及考试。

二是扎实开展“守护多彩贵州 严打环境犯罪”专项行动。以“三

全”练兵为契机，持续推进自然保护区保护，抓好梵净山、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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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等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和自

然保护地、重大项目交叉联合执法检查。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8546人次，检查企业 5240家次，立案查处 161件罚款金额 4147

万元，罚款金额居全省第一；办理新环保法配套办法五类案件

28 起；铜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级）、铜仁

市生态环境局思南分局（县级）荣获“全省 2019 年执法大练兵

表现突出集体”。三是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管手

段，涉及污染源企业 2183 家，对 188 家次企业和建设项目实现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联合检查排污企业 21 家；对环境

监测机构开展检查，进一步提高监测质量。“双随机”公开率达

100%；全市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企业传输率达 99.77%。四是强

化区域、部门联动执法，与遵义、黔东南、怀化和重庆相邻县开

展跨界区域流域联合执法，建立“信息互通、数据共享、联防联

治”的生态环境执法合作机制；与公安、检察院、林业等部门联

合出台《铜仁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线索移送有关事项》《行

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等 5个文件，为联合执法提供

制度保障。 

防范重大风险，强化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积极防范生态环

境领域重大风险，切实抓好核与辐射安全管理，制定《铜仁市生

态环境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实施方案》和《铜仁市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修订）》等 6个应急预案，完成 600 余家企业的环

境应急预案备案，妥善处置一般环境突发事件 3起，未引起较大

环境污染。召开全市环境安全工作会议 6 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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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专题会 4 次。盯紧全国两会、汛期、五一等特殊时间节点，

全面开展环境风险源、敏感区生态环境安全检查，发现环境安全

隐患 119 个，整改完成 103个。联合碧江区政府成功开展铜仁市

2020年突发辐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演练。 

持续激发活力，全面深化改革蹄疾步稳。一是稳步推进监

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完成 382 名人员编制上划；整合

县级监测机构编制，组建市级环境监测机构；成立铜仁市生态环

境保护委员会，铜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铜仁生

态环境监测中心成功挂牌。二是制定《2020 年全面深化改革工

作要点》，有序推进牵头改革任务 4 项。组织起草《铜仁市关于

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方案》，加快我市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步伐；起草《铜仁市污染地块再开发利

用管理工作意见》，进一步规范全市建设用地准入管理，确保群

众住得安心。三是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全面落

实《铜仁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调查核实生态环

境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线索清单》（第一批）涉及我市的

31 条线索；牵头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6起。 

（二）坚持依法依规严管，全力推动环保工作法治化。 

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持续开展“守护多彩贵州·严打环

境犯罪”专项执法行动和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依法从严查处环

境违法行为。共立案处罚环境违法行为 161 起，罚款金额 4129

万元。 

跨区域联合执法迈出坚实步伐。与遵义市、黔东南州签订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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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执法协议，先后在石阡县、余庆县开展乌江流域联合执法行动，

与湖南省怀化市开展舞阳河交叉执法检查，有力打击跨区域环境

违法行为。 

强化重点区域执法监管。深入开展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地

专项执法行动 6 次，处罚环境违法企业 36 家，罚款金额 2099.7

万元。 

稳步推进“大数据+环保”。加快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

建设，全市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企业传输率达 98.7%，传输有效

率达 96.8%，均达到考核要求。 

（三）积极争取资金，着力提升环保基础能力。 

一是争取到位资金 1.25 亿元（中央、省级污染防治专项资

金 1.11 亿元、0.14 亿元）。加大项目申报，新增编制 66 个生

态环境项目报送省厅评审。二是顺利完成 2019 年第一批 5 个土

壤污染防治项目、2个国家土壤污染防治示范项目竣工验收；全

面推进 2019 年第二批 10 个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和 2019 年 8 个水

污染防治项目建设。完成 19 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自动监

测站和省控大气辐射自动监测站、电磁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建设

任务。 

（四）营造舆论氛围，传递铜仁环保正能量。 

强化信息宣传。在贵州日报、多彩贵州网等媒体发布新闻信

息 200余条，其中《战斗在感染源“最近的地方”！记贵州铜仁

抗疫战线上的环境执法监测员》在学习强国首页发布；《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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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子牛” ——铜仁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后

勤物资组侧记》在生态环境部、学习强国、贵州人大刊发。 

创新开展世界环境日系列活动。编排《让中国更美丽》《生

态环保铁军之歌》传唱视频，获生态环境部刊发；积极利用新媒

体开展生态环保法律法规线上知识竞赛活动；发布“熄灯一分钟”

和低碳出行倡议短信 120 余万条，倡导市民低碳节能、绿色出行；

召开铜仁市 2019 年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布会，强化全社会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 

加大环保设施开放力度。组织环保设施线上、线下向公众开

放，共开发线上产品 4个、线下实地开放 6次，参与人数达 6200

余人次。 

强化信息公开。发布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366 期、环

境空气质量月报 12 期；市生态环境局门户网站、微信、微博分

别发布信息 2831条、965条、545条。全面加强舆情监测预警和

调处引导，共收到网络热点问题 12 件，核实回复 12 件，回复率

100%，未发生重大网络舆情事件；受理办结群众生态环境信访投

诉 266件（含重复件 2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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