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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2016 年，辽宁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精
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把环
境保护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根本措施，深入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进实施“蓝天、碧水、净土、农村”四大环保
工程，努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环保重点工作得到了有力推进。
全省环境质量继续呈稳中趋好态势。城市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一氧化碳和臭氧浓度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辽河
流域水质由中度污染好转为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仍为氨氮和总磷；16 座水库
和 55 个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整体保持良好；近岸海域水质以优良
为主；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等级为好；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为良，较适宜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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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状况
（一）环境空气
2016 年，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评价，全省 14 个地级
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分别为 15.8%和 61.8%。全省城市环境空
气中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
、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
年均浓度分别为 46 微克/立方米、79 微克/立方米、34 微克/立方米、31 微克/
立方米，PM2.5 和 PM10 分别超二级标准 0.31 倍和 0.13 倍，SO2 和 NO2 年均浓度符
合二级标准；臭氧（O3）日最大 8 小时平均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1平均为 155 微克
/立方米，一氧化碳（CO）日均值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平均为 2.0 毫克/立方米，
均符合日均值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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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5 年相比，除 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同比上升外，
其余 5 项污染物浓度同比均下降，PM2.5、PM10、SO2、NO2 年均浓度和 CO 日均
值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分别下降 16.4%、15.1%、15.0%、6.1%和 20.0%。
2007～2016 年，全省城市环境空气中 3 项主要污染物浓度整体呈下降趋势。
2016 年全省 PM10、SO2 和 NO2 年均浓度比 2007 年分别下降 20.2%、32.0%和 6.1%。

（二）降水
全省降水年均 pH 值为 6.48，酸雨频率为 0.9%。仅丹东出现酸雨，占监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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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位数浓度：按照《环境空气质量平均技术规范（试行）
》（HJ663-2013），将日历年内有效的 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
值按数值从小到大排序，取第 90%位置的数值与国家标准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比较，判断臭氧达标情况。CO 评
价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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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数的 3.2%，酸雨频率为 13.1%，降水年均 pH 值为 5.66。
与 2015 年相比，全省降水年均 pH 值上升 0.29，
酸雨频率下降 1.4 个百分点，
出现酸雨的城市减少了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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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流
辽河流域

水质总体由中度污染好转为轻度污染。按照 21 项指标评价，辽

河、浑河、太子河、大辽河、大凌河和小凌河 90 个干、支流断面中，Ⅰ～Ⅲ类
水质断面占 18.0%，比 2015 年上升 2.4%；Ⅳ类占 42.7%；Ⅴ类占 20.2%；劣Ⅴ类
3

占 19.1%，比 2015 年下降 12.0%2。
36 个干流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占 19.5%，Ⅳ类占 52.8%，Ⅴ类占 19.4%，
劣Ⅴ类占 8.3%，主要污染指标3为氨氮、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与 2015
年相比，干流水质无明显变化。
自 2006 年以来，36 个干流断面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浓度均值总体呈
下降趋势，COD 浓度均值自 2010 年起基本持平。与 2006 年相比，2016 年 COD
和氨氮浓度均下降 65. 0%以上。
鸭绿江

水质继续保持良好，干流全程及两条支流均符合Ⅱ类水质标准。

（四）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全省 55 个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整体保持良好，以达
标水量进行评价，总达标率为 97.4%。其中，24 个地表水水源地达标率为 99.0%；
31 个地下水水源地达标率为 91.7%。

（五）水库
监测的 16 座水库中，15 座水库达到功能区使用标准。其中，大伙房、碧流
河、观音阁、桓仁、水丰、铁甲、石门、汤河、柴河、清河、白石、阎王鼻子、
乌金塘和宫山咀 14 座水库为Ⅱ类，葠窝水库为Ⅲ类水质。闹德海水库为Ⅲ类水
质，生化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均超标 0.1 倍。
全省水库营养状态总体保持良好，均为中营养。总氮单独评价，铁甲、闹德
海、白石、阎王鼻子、宫山咀和乌金塘 6 座水库符合Ⅲ类水质标准，观音阁水库
符合Ⅳ类标准，柴河、清河和水丰 3 座水库符合Ⅴ类标准，碧流河等 6 座水库超
Ⅴ类水质标准。

（六）近岸海域
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以优良为主。一、二类海水面积之和占监测总面积的
75.6%，三类、四类海水面积分别占 7.2%和 4.4%；劣四类海水面积占 12.8%。全
省近岸海域功能区水质总达标率为 94.7%，同比基本持平。丹东、盘锦和葫芦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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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表 1 中除水温、总氮、粪大肠菌群外的 21 项指标依据各类标准限值分别评价
各项指标水质类别，然后按照单因子方法取水质类别最高者作为断面水质类别。Ⅰ、Ⅱ类水质可用于饮用水源一级保护
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Ⅲ类水质可用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场、
洄游通道、水产养殖区、游泳区；Ⅳ类水质可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和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Ⅴ类水质可用于农业用
水及一般景观用水；劣Ⅴ类水质除调节局部气候外，几乎无使用功能。
3
主要污染指标：水质超过Ⅲ类标准的指标按照断面超标率大小排列，取最大的前三项为主要污染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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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七）道路交通声环境
全省道路交通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为 68.0 分贝，低于国家交通干线两侧区
域标准 2.0 分贝，多年维持稳定。全省共监测有效路段数 1067 个，监测干线总
长度为 1663 千米，其中超标路段数 319 个，超标干线长度 502 千米，占监测总
长度的 30.2%。全省 14 个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等效声级，除辽阳略超国家交通
干线两侧区域标准外，其他城市质量等级全部为好和较好。

（八）生态环境
2015 年4，辽宁省生态环境质量为良，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为 64.1，在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处于中等水平，总体上较适宜人类居住。全省共 9
个县（县级市）生态环境质量为优，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 23.0%；
28 个县（县级市）及 6 个市辖区环境质量为良，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及沿海地区，
占全省总面积的 52.6%；其他 7 个县（县级市）及 8 个市辖区生态环境质量一般，
占全省总面积的 24.4%，主要分布在西部及西北部地区5。

2015 年辽宁省各县（县级市）及市辖区生态环境质量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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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数据收集时间所限，生态环境质量评价较其他环境要素滞后一年。
生态环境质量：依据《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 192-2015）评价。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大于或等于 75 为优，植
被覆盖度高，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稳定；55～75 为良，植被覆盖度较高，生物多样性较丰富，适合人类生活；35～
55 为一般，植被覆盖度中等，生物多样性一般水平，较适合人类生活，但有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制约性因子出现；20～35
为较差，植被覆盖较差，严重干旱少雨，物种较少，存在明显限制人类生活的因素；小于 20 为差，条件较恶劣，人类
生活受到限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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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辐射环境
环境电离辐射

2016 年，全省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天然本底涨落范围内。

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实时连续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处于当地天然本底涨落范
围内。气溶胶、气碘和沉降物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空气中氚活度浓度与历年
相比无明显变化。辽河、鸭绿江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铀和钍浓度、镭-226 活度浓度
处于 1983-1990 年全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结果本底水平范围内；人工放射
性核素活度浓度与历年相比无明显变化。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中总α和总β活度
浓度与历年相比无明显变化，低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规
定的放射性指标指导值。近岸海域海水中人工放射性核素锶-90 和铯-137 活度浓
度与历年相比无明显变化，低于《海水水质标准》
（GB 3097-1997）规定的限值；
海洋生物中人工放射性核素锶-90 和铯-137 活度浓度与历年相比无明显变化。土
壤中天然及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与历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运行核电厂周围环境电离辐射 辽宁红沿河核电厂周围各辐射环境自动监测
站实时连续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处于当地天然本底涨落范围内；红沿河核电厂
周围环境介质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与历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环境电磁辐射 2016 年开展监测的沈阳和大连两个城市环境电磁辐射质量
总体良好，环境综合电场强度远低于《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 8702-2014）中
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国家辐射环境监测网（辽宁省）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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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与行动
（一）完善制度建设，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落实“党政同责”，深化环境保护工作责任

为深入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2016 年省委办公厅、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了《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试行）》
（辽委
办发〔2016〕56 号），对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履行的环境保护责任进
行了规定。为进一步强化各级党政机关的环境保护工作责任，从经济社会发展各
个环节全面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大力推进美丽辽宁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为有效保护和改善我省环境，更好地落实我省环境保护工作，形成各部门齐抓共
管的格局，和环境保护工作整体合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做好制度设计，稳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为全面深化推进我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工作，省环保厅起草了《辽宁省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016—2020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并获得省
政府第 103 次常务会议和省委改革领导小组第 22 次会议审议通过。
《实施方案》
围绕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等八类制度，系统谋划
了 46 项改革事项。包括 2014 年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已形成的重要改革成果在内，
到 2020 年全省至少要形成 120 多项重要改革成果，以切实构建起系统完整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努力用制度保护我省生态环境。

（二）深入推进实施“四大环保工程”
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大气、水、土壤和农村环境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全省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深入实施“蓝天、碧水、净土、农村”环保工程，努力改善
环境质量，大力推进美丽辽宁建设。


全面推进“蓝天工程”

以新大气法施行和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实施意
见》（辽委发〔2016〕2 号）为契机，积极推动九大工程和四项保障措施落实，
全面推进“蓝天工程”。为抓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落实，省政府组成 8 个督
察组深入全省 14 个市，对淘汰燃煤小锅炉和黄标车、秸秆禁烧、扬尘控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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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有力地推进了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2016 年，全省计划拆除燃煤小锅
炉 3707 台，实际完成 5965 台，超年计划 61.0%；计划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辆 21.5
万辆，实际完成 22.115 万辆，超年计划 2.9%；夏秋两季共发生火点 152 起，较
上年同期下降 60.0%。各项重点工作得到有力推进，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改
善任务。


深入实施“碧水工程”

以落实国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省政府印发的《辽宁省水污染防治工
作实施方案》为主线，开展了河流水质达标行动、水源保护工程、主要河流污染
防治与环境目标评价、取缔污染严重“十小”企业和新碧海行动等工作，深入实
施“碧水工程”，有力的推进了全省水环境质量改善。全省地表水水质优良（达
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比国考目标提高 4.6 个百分点。


启动实施“净土工程”

2016 年，国务院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我省积极抢抓机遇，率
先印发了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启动实施“净土工程”。由省环保厅、
财政厅联合制定并出台了《辽宁省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利
用财政部 2016 年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13913 万元，对我省 5 个土壤污染防治
项目进行重点支持。


加快推进农村环保工程

2016 年，我省以推动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
和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为重点，加快推进农村环保工程。大洼、盘山、新宾共 7
个村建成了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实现了卫生间入户和下水统一处理；新宾、
大洼、盘山、清原、长海等地的 63 个村庄建立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制度，实现
了生活垃圾不出村，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三）强化环境监管执法与环境应急


全面启动“双随机、一公开”环境监管工作

省环保厅印发了《行政执法单位“双随机、一公开”环境监管实施办法》，
从 2016 年 11 月开始，在全省环保系统全面启动“双随机、一公开”环境监管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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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强化环境应急工作

2016 年全省妥善处置 10 起突发环境事件，全年没有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
件，为近四年来全国 GDP 超 2 万亿省份中，唯一没有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
的省份。


继续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2016 年全年围绕全面推进“蓝天、碧水、净土和农村环保”四大工程，保
障环境安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环境专项执法检查。共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3375 起，移送行政拘留案件 107 起，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环境权益。

（四）服务经济软环境建设


全面推进清理整顿环保违规建设项目

2016 年全省共排查环保违规建设项目 11568 个，其中 7899 个违规项目已实
现合规生产，128 个未批在建项目纳入正常环境管理，其他项目按要求进行关闭。
通过清理整顿，促进了企业生产，并大幅减少污染物排放，有力地改善了环境质
量。


积极做好重大项目环评服务工作

2016 年，审批完成了本钢集团徐家堡子铁矿采选工程、辽宁葫芦岛宽邦
500KV 交流输变电工程、辽宁清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等 20 多个重大项目，总投
资超过 350 亿元。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对全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起到
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以环境保护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 年，省环保厅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环境保护作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实施意见（2016—2020）年》，提出在集中力量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的同时，
协同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积极促进全省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完成全省环保系统环评机构脱钩改制

2016 年，全省环保系统所有环评机构全面完成脱钩改制工作。同时，为进
一步规范环评从业行为，省环保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环评市场健康发
展的紧急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环评市场软环境建设的通知》等文件，推
动全省环评市场规范化建设，巩固环评机构脱钩改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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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截至 2016 年底，我省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已初步完成。其中，沈阳、
大连等 12 个市已完成生态红线高分遥感落图工作。


积极推进生态省建设

全省 14 个市的 74 个涉农县（区）全部启动了生态创建工作，并编制完成了
生态创建规划（其中生态文明示范区规划 14 个），40 个县（区）完成了技术评
估，累计建成国家级生态县（区）10 个、省级生态县（区）30 个。


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与建设

2016 年，对 46 个省级以上保护区存在的违规开发建设等问题，提出整改意
见，并对全省 18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实地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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