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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监测】 

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显示，12 月 26日 8-9时，北京市、保定市、吉

林市、沈阳市、四平市等 179个城市空气质量为优，占 48.90%；天津市、石家

庄市、唐山市、包头市等 145个城市空气质量为良，占 39.60%；长治市、长沙

市等 32 个城市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占 8.75%；乌鲁木齐市等 5 个城市空气质

量为中度污染，占 1.35%；襄阳市等 4个城市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占 1.13%；

库尔勒市等 1个城市空气质量为严重污染，占 0.27%。 

 

【环保快读】 



 

生态环境部通报 2018 年 1-11月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与《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执

行情况 

----------------  

12月 25 日，生态环境部向媒体通报各地 2018年 1月-11月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与

《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的执行情况。2018 年 1月-11月，全国环境行政处罚案

件共下达处罚决定书 166210份，罚没款金额为 135.97亿元。行政处罚力度较大

的省份为：江苏、广东、河北、山东、浙江。其中，江苏（19.73 亿元）、广东

（15.37 亿元）、河北（12.53亿元）、山东（10.25亿元）罚没款金额超 10亿

元。1 月-11 月，全国实施五类案件总数为 36302 件，比去年同期（35667 件）

增长 1.78%。其中，按日连续处罚案件 691 件，比去年同期（1046件）减少 33.94%，

罚款金额 9.85 亿元，比去年同期（10.75 亿元）减少 8.41%；查封、扣押案件

19903 件，比去年同期（16429 件）增长 21.15%；限产、停产案件 6196 件，比

去年同期（7842 件）减少 20.99%；移送行政拘留 7145 起，比去年同期（7827

件）减少 8.71%；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2367 件，与去年同期（2523 件）

减少 6.18%。 (中国环境报) 

http://epaper.cenews.com.cn/html/2018-12/26/content_78999.htm 

 

生态环境部通报 2018 年 1-11月和 11月全国空气质量状况 

---------------- 

12 月 25 日，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向媒体发布了 2018 年 1 月-11 月和 11 月空

气质量状况。2018 年 1月-11月，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 81.6%，同比上升 1.1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3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7.3%；

PM10浓度为 6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5.5%。11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1.9%，

同比上升 1.8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4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0%；PM10

浓度为 8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6.8%。(中国环境报) 

http://epaper.cenews.com.cn/html/2018-12/26/content_79001.htm 

 

生态环境部发布两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945.1-2018）

和《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945.2-2018）国家环境保护标

准，以规范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工作，指导地

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工作。这两项标准均为首次

发布。 (中国环境报) 

http://epaper.cenews.com.cn/html/2018-12/26/content_79005.htm 

 

生态环境部通报 2018-2019年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监督情况 

---------------- 

2018-2019 年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工作继续开展，12 月 24 日工作组发

现涉气环境问题 37 个。工业企业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问题 3 个。VOCs

整治不到位问题 4 个。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问题 4个。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

措施问题 6 个。排污口设置不规范问题 6 个。其他涉气环境问题 14 个。对上述

问题，生态环境部已通过督办问题清单交办相关市、县（区）人民政府依法调查

处理。(中国环境报) 

http://epaper.cenews.com.cn/html/2018-12/26/content_78999.htm
http://epaper.cenews.com.cn/html/2018-12/26/content_79005.htm


 

http://epaper.cenews.com.cn/html/2018-12/26/content_79037.htm 

 

最高检通报 2018年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情况 

---------------- 

最高检日前通报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情况，2018年 1月-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

案公益诉讼案件 89523 件，提出检察建议和发布公告 78448 件、提起诉讼 2560

件。其中，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48847 件，占 54.56%，

是试点期间的 7.5 倍。随着 2017 年 7 月《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修订

实施，以及 2018 年 3 月“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颁布实施，检察

机关公益诉讼得到快速发展。其中，环境公益保护效果明显，检察机关持续聚焦

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大环境公益诉讼保护

力度，全国检察机关通过办案督促挽回被毁损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 200

余万亩，督促关停违法企业 8900余家。 (中国环境报) 

http://epaper.cenews.com.cn/html/2018-12/26/content_79002.htm 

 

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及审议执法检查组关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

告  

----------------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及

审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

环境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18年 9 月-10月，执法检查组分为 4个小组，

分别赴天津、河北、辽宁、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 8 个省（市）开展

执法检查工作。检查组深入到 24个地市，共召开 29次座谈会，听取了地方政府

和有关部门的汇报，并采取实地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深入相关企业、港

口码头和入海河道，实地查看了 135个单位和项目。 (中国环境报) 

http://epaper.cenews.com.cn/html/2018-12/26/content_79006.htm 

 

【环境眼】 

第二届钱易环境奖揭晓   

---------------- 

第二届钱易环境奖颁奖暨获奖者学术成果报告会日前在清华大学举办。本届钱易

环境奖的评选共收到 175份申请，涵盖 70 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16所高中

学校，通过函评和会评，最终 20 名同学入围。“钱易环境奖”是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钱易的学生们在她 80 岁寿辰时捐资成立的“钱易

环境教育基金”支持下设立的。评奖面向中国各中学、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全

日制在校生，并不设专业限制。 (中国环境报) 

http://epaper.cenews.com.cn/html/2018-12/26/content_79023.htm 

【清生活】 

2019年上海全面建成生活垃圾分类体系 

---------------- 

近日从上海市绿化市容局获悉，截至 2018 年 11月底，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

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源头分类实效模式更加明晰，定时定点模式得到市民基

本认可，全市湿垃圾分出量已达 4400吨/日（目标计划量不低于 3483吨/日），

“两网融合”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量达 1100 吨/日（目标计划量不低于 666吨/

http://epaper.cenews.com.cn/html/2018-12/26/content_79037.htm
http://epaper.cenews.com.cn/html/2018-12/26/content_79002.htm
http://epaper.cenews.com.cn/html/2018-12/26/content_79006.htm
http://epaper.cenews.com.cn/html/2018-12/26/content_79023.htm


 

日）。据了解，2019 年，上海将力争全面建成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并于 2020年

全面达标。 (人民日报) 

http://env.people.com.cn/n1/2018/1226/c1010-30488082.html 

 

【观世界】 

水清岸绿景更美  

---------------- 

大江大湖大保护，正在不断改善武汉的生态环境。为实现“水变清、岸变绿、景

变美”，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度，加大辖区水体的巡查密度，

及时掌握浮萍分布和生长情况，防止浮萍泛滥。图为 12月 24日，新洲区涨渡湖

湿地的工人正在清理浮萍。(人民日报) 

http://env.people.com.cn/n1/2018/1226/c1010-304878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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