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珠海市生态文明建设绿皮书
（2019 年）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编制

2021 年 2 月



- 2 -

目 录

一、生态文明建设进展和成效.........................................................3

二、存在问题和下一步重点工作.................................................... 8

三、各区（功能区）2019 年生态文明建设情况.........................10

（一）横琴新区.......................................................................10

（二）香洲区...........................................................................12

（三）金湾区...........................................................................14

（四）斗门区...........................................................................16

（五）高新区...........................................................................18

（六）保税区...........................................................................20

（七）万山区...........................................................................22

（八）高栏港经济区...............................................................23

（九）富山工业园...................................................................25



- 3 -

珠海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战略

方针，坚决执行中央、省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部署，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2019 年，相继印发了《珠海市生态

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珠海市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珠海市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指标

体系》，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对各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及成员进

行年度评价和五年考核。按照《实施办法》要求，根据各区 2019

年绿色发展指数测算结果，组织编制了《珠海市生态文明建设绿

皮书（2019 年）》，总结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分析存在的

问题，提出下一步重点工作，引导全社会增强生态文明建设意识，

督促各区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继续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各项

任务。

一、生态文明建设进展和成效

我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全面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和资源利用各项工

作，构建自然保护体系格局，提升经济质量水平，改善公众绿色

生活，共建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一是资源利用方面。能源消费总量增速大幅下降，能源利用

效率明显提高。2019 年全市能源消费总量增速为 3.49%，较 2018

年下降 3.16 个百分点；2019 年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3.09%，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为 16%，较 2018 年上升 1.1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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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率为 4.14%。积极淘汰落后产能，

出台《珠海市 2019 年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行动计划》，主动

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清洁生产，完成 101 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狠抓工业企业节能，将企业用能排名前 52 家的工业高耗能企业

纳入省“千家”“万家”企业清单予以重点监管。积极推进“三

能”体系建设，一是新增 15 家企业建成企业级能源管理中心并

接入全市能源管理体系平台，二是 6 家重点耗能企业建成符合国

家标准的能源管理体系，三是开展重点行业能效对标工作，在全

市范围内遴选钢铁、电力等重点行业开展能效对标试点。对 57

宗取水户和 2929 家年用水 1 万立方米以上的非居民用水户实行

计划用水管理。2019 年度我市用水总量为 5.76 亿立方米，万元

GDP 用水量为 16.8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11.5 立方

米，用水效率位列全省第二。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任务，2019 年

我市耕地保有量为 48.49 万亩，超额完成省下达的 34.13 万亩耕

地保有量任务。加强秸秆、农膜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2019 年

农作物秸秆还田面积约为 5.88 万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

以上。

二是环境治理方面。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和二氧化

硫等四项主要污染物减排达到目标。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 19 座，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达 93.51 万吨，与上年持平。城镇污水集中

处理率达到 96.62%，污水处理厂总处理水量为 29304.04 万吨，

出水水质均达到国家一级 A 标准及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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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限值》(DB44/26-2001)的较严值。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量为

11246.86 万吨，主要用于排洪渠和河道的景观用水，污水处理

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38.38%。大力推进海绵城市项目建设，推

进建设试点项目 227 个，已开工（含完工）项目 219 个。印发《关

于进一步规范珠海市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利用设施建设布局的指

导意见》，科学合理布局危险废物处置场所。及时摸清危险废物

底数，危险废物摸底调查及规范化管理服务项目成果已通过专家

评审会验收。推进一批固废处置设施建设，绿色工业服务中心项

目已完成填土及勘察工作，市环保生物质热电工程一期项目稳定

运行；金湾区资源回收利用中心已完成立项，高栏港区建筑垃圾

临时受纳场、横琴新区建筑垃圾处理中心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

作；污泥协同处置技术应用项目（300 吨/天）通过环保验收，

已具备污泥接收处理能力。印发《珠海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实施

方案（2019-2021 年）》，市级示范小区和各区（功能区）试点

开展“互联网+垃圾分类”，城乡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3122 吨/日，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 100%。

三是环境质量方面。空气质量持续改进，NO2和 SO2污染物浓

度均值同比下降，PM2.5污染物浓度为 25 微克/立方米，达到世界

卫生组织设立的过渡期第二阶段标准。全年AQI达标率为86.6%，

空气质量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排名前列。全面推进蓝天保卫

战，全市 14 轮次累计排查“散乱污”企业（场所）1014 家，动

态销号整治 996 家；对重点工业企业的 4 台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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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以及陶瓷行业的 20 条生产线进行“煤改气”改造；全市集中

供热量占已实现供热区域供热总规模 70%以上；全市 28 家涉挥

发性有机物（简称 VOCs）企业建成 38 套 VOCs 在线监控设施，

建成金湾区 VOCs 及恶臭气体污染精准管控系统和高栏港化工园

区有毒有害气体预警体系；全市累计建成 5 个机动车遥感监测站

点；查处泥头车和混凝土搅拌车漏砂石违法行为 800 宗，全市建

成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 95%；检查机动车 2176 辆，查处机动

车尾气排放超标车辆 63 辆。全市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9 个主

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印发实施《前山河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方案（2019-2021 年）》,完成前山河

流域 191 个入河排污口和 87 家“散乱污”企业（场所）整治；

前山河流域入河口监测断面增设至 24 个，每月对 17 条黑臭水体

开展水质监测和数据通报。基本完成水源保护区界标、警示标志、

宣传牌等的设立和整改，以及全市一级保护区隔离防护设施建设

工作，采用卫星遥感技术对水源地开展执法监管。对全市 104 个

已建立监管台账的入海排污口实施动态管理。稳步推进净土保卫

战，完成 343 家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信息采集、风险筛查和质量控

制工作，印发《珠海市工业企业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管理技术指

引》，在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中建立了疑似污染

地块名录。

四是生态保护方面。重点开展生态景观林、高标准农田、湿

地公园、裸露山体复绿治理等工程建设，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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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现有疏残林、低效纯松林、低效桉树林改造，通过人工造林、

更新改造、套种补植等措施，不断提升森林碳储汇功能和森林质

量。林业用地面积 45653.0 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32.22%，活立

木蓄积总量为 236.6375 万立方米，完成碳汇造林 12290 亩、中

幼林抚育 20454 亩、沿海防护林建设 2909 亩、乡村绿化美化点

9 处，完成省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全市建成湿地自然保护区 4

个、湿地公园 8 个。完成 6 个省级绿色矿山建设，超额完成省下

达的 5 个省级绿色矿山建设的目标任务。完成新增水土流失治理

35.65 平方公里，超额完成省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

五是增长质量方面。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达 3435.89 亿元，位居全省第六位；人均 GDP 达 17.55 万元，位

居全省第二、全国第四；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2495 元，同比增

长 9.1%;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2019 年三次产业比重为

1.7:44.5:53.8，2019 年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647 家，全市高新

技术企业累计达到 2203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

达 45%，一批重大科研平台落户我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进入全

国十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29.6%；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31%；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为 3.15%，多年位居

全省第二。

六是绿色生活方面。不断增进民生福祉，2019 年新增 500

辆纯电动公交车，全市新能源公交车累计 2998 辆。优化线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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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及站点 272 条次，调整运行时刻表 247 条次，提高绿色出行便

捷性和可达性。完成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30.82 万平方米、新增太

阳能光热应用建筑 1.2 万平方米，新建民用建筑中执行绿色建筑

标准 3081 万平方米，执行率 100%，城镇新建民用建筑中绿色建

筑比重达到 100%，全市累计 211 个民用建筑获得绿色建筑设计

标识，面积达 1875.88 万平方米。推进海绵城市建设，采用“生

态城市”+“海绵”创建模式，全市累计建成 96 个市政特色公园、

600 个社区公园，645 公里林荫道、220 公里健康步道，城市建

成区绿地率达到 45.58%。

二、存在问题和下一步重点工作

（一）存在问题。一是产业、能源和交通结构优化调整仍有

较大提升空间，产业、交通结构调整工作涉及面广、显效周期长，

挖潜工作任重道远。二是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需进一步加强。臭氧

污染相对突出，管网不完善问题仍然存在，部分黑臭水体整治成

效仍需继续巩固，土壤污染防控和修复工作处于起步阶段，危险

废物处置能力不足，海洋环境保护需继续加强，近岸海域污染源

管控需要强化。三是环境管控能力有待提升。环境科学技术手段

和专业技术人才支撑不足，生态环境执法能力建设亟待加强，环

境监管工作机制有待健全。

（二）下一步重点工作。

一是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大能耗“双控”

力度，进一步压实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责任，加强专业化监管，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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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准入管理，严格控制新上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优化能源结构，

发展海上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实

施节能重点工程，推进天然气热电联产、分布式能源站项目建设；

加强企业、公共机构等节能监督检查；动员全社会节能，倡导绿

色生活，推行绿色消费，加大“限塑令”执行力度。

二是全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持续开展水污染防治，落实《前

山河流域水环境治理专项攻坚方案（2019-2021 年）》，持续加

强前山河流域、黑臭水体流域的工业污染源监管和监测断面水质

监控力度，会同中山市开展前山河流域跨界交叉执法。全力打赢

蓝天保卫战，积极参与珠三角区域联防联控，加快推进 VOCs 重

点监管企业“一企一策”综合整治；推动全市涉 VOCs 重点排污

单位建设排放口在线监测系统，推动加油站油气回收在线监测系

统建设和验收；加快运输结构调整，大力推广使用新能源出租车。

加强对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的监督检查，完善非道路移动

机械编码登记和环保标志核发工作。有序推进土壤污染和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加强建

设用地土壤环境准入管理；进一步加强全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工作，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行为，继续推进珠海市绿

色工业服务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

三是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推进近岸海

域污染防治，继续对非法和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进行清理整

治，开展入海河流整治专项行动，保障前山河国控断面稳定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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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用海项目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快推进规划建设中的岸

线及滨海湿地整治修复项目。参与全省 PM2.5、臭氧及其前体物立

体化监测网建设，深入研究影响珠海市空气质量的污染物传输通

道和输送潜在源区，为重点污染物防治提供技术支持。依托“数

字政府”建设，促进公共数据资源的流通与应用，加强生态环境

数据的归集共享。强化“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

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制成果应用，优化

区域环评宏观管理，简化建设项目环评管理，坚持宽严并济的执

法模式。

三、各区（功能区）2019 年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各区（功能区）认真落实中央、省和市有关生态文明建设工

作部署，持续推进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

（一）横琴新区

1.工作进展及成效。

一是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9 条河道清淤 11.49 公里，排洪

渠清漂 102.18 公里，清理水域面积 6.146 平方公里，清漂物约

3361 吨；完成 133 个自然村渠和市政渠排污口的整改，9 条旧村

雨污分流工程基本完工，启动天沐河东西闸调度和自然村泵闸联

动机制，利用各旧村居现状水闸、泵站等水利设施实现活水循环；

新建污水管网 41.91 公里，完成排水设施清淤约 90.8 公里，完

成排水设施病害治理修复约 13.5 公里，超额完成市下达的管网

清淤和病害治理及污水管网新建改建任务；建成天沐河和芒洲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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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省万里碧道试点建设工程。二是全面推进蓝天保卫战。全区

划定为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域，要求自 2019 年 8 月起，

辖区内所有新增、更新出租车全部使用新能源，建成 2 套机动车

遥感监测系统，探索“环保检测与公安处罚”的机动车路检执法

模式；加强对洪湾港口作业砂石运输船舶监管和油品、砂石覆盖

问题检查；1 家企业市控 VOCs“一企一策”方案通过专家复审；

30 家“散乱污”企业完成综合整治；落实施工扬尘控制“六个

100％”，洒水总里程 1170851 公里，洒水量 600260 吨，区内

386 个在建项目完成实名制管理、噪音扬尘整改、视频监控和车

牌监控设备的安装等监管措施；建成市控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

芒洲空气质量监测站，调整优化省控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选

址。三是稳步推进净土保卫战。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辖区内

无农用地，无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污染源，无企业关闭搬

迁，无污染地块和疑似污染地块，对仅有的 1 家土壤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开展调查并加强日常监管。四是加强固

体废物综合管理。对 11 条自然村、华发会展中心和 3 个小区开

展垃圾分类试点，参加垃圾分类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达 1180 人

次，累计参加垃圾分类活动的人数达 1.2 万人次；开展工业危险

废物全面摸底调查，基本完成资料收集及现场核查任务；对危险

废物转移实行信息化监管。

2.存在问题和下一步重点工作。

存在问题：一是市政污水管网病害严重、修复难度大、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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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影响建成区雨污混排口整治。二是受区域输送及气象条件

影响，环境空气质量有待提高。

下一步重点工作：一是加快污水管网病害修复进度，加强排

水管理，继续开展非法排水专项整治行动；推进南区水质净化厂

二期提标改造工程调试和验收，加快辖区污水管网建设；推进入

河、入海排污口全面整治。二是加强部门联动，督促各建筑工地

继续严格落实施工扬尘控制“六个 100％”，推进实施非道路移

动机械排放登记和标志管理、机动车遥感监测数据对接及应用，

加快市控 VOCs 企业综合整治，强化扬尘防治措施落实。三是推

进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严格落实建设用地准入管理相关

制度。四是指导涉危险废物企业规范管理、处置危险废物，严厉

打击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推进横琴新区生活垃圾分类

全覆盖，对各自然村和居住小区垃圾分类设施设备进行提升改

造，推行定时定点投放。

（二）香洲区

1.工作进展及成效。

一是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全区高企总量达 730 家，占全市

33.1%，排名全市第一; 74 家高企入选市级百强; 11 家企业入选

市级独角兽培育入库企业;拥有省级以上技术创新平台 149 家，

占全市 34%;科技立项全面提质，获得 2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8

项省级重点领域研发计划、7 项市级产业核心和关键技术攻关立

项；科研成果丰硕，格力电器“大容量高效离心式空调设备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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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中航通飞研究院“大

型飞机研制强度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二是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做好能耗监测，加强重点用能单

位能源管控及节能监察执法，推动公共机构利用新技术开展节能

降耗，加强节能宣传培训。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提高至 69.2%。三是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将年

径流总量控制率等指标作为城市规划许可管控条件，纳入规划

“一书两证”审批流程，开展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及重点区域详细

规划编制。四是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展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建立“立即督办-立即整改-立即反馈”的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机制，禁批高能耗和燃煤建设项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煤炭消费

总量为 0，完成户外公共燃气管道建设 6.74 万户，完成 107 家

“散乱污”工业企业的清理整治工作，专项整治 10 家企业 12 台

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推进 12 家市级 VOCs 重点监管企业“一企

一策”综合整治工作，出动执法检查人员 11237 人次，现场检查

在建工地 11034 个次，出动专业洒水设备 6.6 万余车次，洒水面

积合计约 541085.87 万平方米。打好碧水保卫战，完成 8 个饮用

水源地勘界定桩工作，每月对 5 个非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开展水质

监测；31 宗“四乱”整治全部销号；推进 12 条问题河涌整治工

作，完成全区 255 个入河排口规范化整治，清理河道 148.0 公里、

排洪渠底泥污染物 8.5 万立方米、沿岸违建 16 宗、河道障碍物

10 宗，每月对 9 条问题河涌和 5 条黑臭水体的 24 个水质监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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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展 2 次水质监测；开展前山河水质达标攻坚，印发整治方案，

对流域内 357 个重点排水户、228 个重点小区、21 个城中旧村进

行摸排，新建、改建污水管网 109 公里，完成流域内 87 家涉水

“散乱污”企业整治和 150 家企业排污许可登记备案或核发工

作，加大排水执法，立案处罚 21 宗，完成 27 个非法或设置不合

理入海排污口整治工作；完成 38 个重点行业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的信息采集和风险筛查工作，初步建立六大行业涉重金属企

业全口径清单并完成平台填报工作，在全国污染地块信息系统建

立疑似污染地块名单。

2.存在问题和下一步重点工作。

存在问题：香洲区作为主城区，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机构用

电用能能耗增长较快；技术创新领跑条件不足，依赖少数龙头企

业；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仍需加强。

下一步重点工作：一是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新能源产业

加快发展，加强重点用能企业能耗监管，推进公共机构能源管理

及能耗统计；二是充分发挥通信科技企业的虹吸效应，推动人工

智能产业集聚，全力推动互联网多业态布局香洲，推动辖区科技

创新发展；三是以臭氧污染联合防控为重点，抓好重点区域氮氧

化物和 VOCs 减排工作，协同控制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

（三）金湾区

1.工作进展及成效。

一是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指标在各区排名第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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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完成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整治等清洁能

源改造，实现纯电动公交车全覆盖，8 家企业完成清洁生产审核，

推进 39 家省控、市控重点监管企业 VOCs“一企一策”综合整治

工作，排查整治 184 家“散乱污”企业，推进 3 家陶瓷企业转型

升级或退出市场；木头冲水库增设约 1 公里围网围栏，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更新 3 块标志牌，开展木头冲、黄绿背和爱国等 3 个水

库水质月监测，对 13 个存疑斑块进行了现场排查核实；南北排

河黑臭水体完成“初见成效”效果评估,红旗运河治理初见成效，

正在开展整治效果评估；三灶水质净化厂提标扩建项目已投入运

行，全年建成污水管网 120.86 公里；排查 95 个入海、入河排污

口，其中 65 个完成整治；有序实施农用地分类管控,完成 2019

年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任务,加强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对辖区内地

块进行多次排查,未发现疑似污染地块。二是优化资源利用。印

发《金湾区 2019 年能耗“双控”工作方案》，5 个项目通过节

能审查，加强重点领域节能，强化重点用能单位管理。加强节水

型社会建设，在湖东等重点农田灌溉地区推广灌溉节水技术，建

立重点用水单位监控名录，强化用水监控管理，荣获广东省节水

型社会示范县（区）称号。严格执行耕地保护政策，完成市下达

的耕地保护任务；强化建设用地管理，2019 年每平方公里建设

用地产生 GDP4.4122 亿元，同比增长 12.34%。三是加强环境污

染治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为 3.32%，22.7 平方公

里的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区域通过国家绩效考核，海绵城市建设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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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比率为 20.36%，位于全市第 1；完成四项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目标，污水集中处理率 94%，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 99%，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四是畅享绿色生活。制定《2019-2020 年

金湾区公共交通优化方案》，优化调整 801、Z115、Z126 等线路，

新建民用建筑 100%达到绿色建筑标准，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57.5%，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28.58 平方米，现有社区公园

60 个、农村公厕 77 座，每个自然村至少有 1 座农村公厕。

2.存在问题和下一步重点工作。

存在问题：能源消费新增量较大，耕地保护任务严峻，道路

扬尘现象多有发生，矿山片区内的河涌和生态河等支流河涌需加

强整治；因传统产业比重大，经济效率比较低，东西区域收入不

平衡等问题，导致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测算指数值偏低。

下一步重点工作：严格落实节能审查制度，推进能源结构调

整，加强重点领域节能，加大节能宣传力度；继续加强耕地保护；

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强化扬尘污染防控；加快问题

河涌整治，强化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和管理；大力推动“3+1”

产业集群发展，构建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层次优化

产业结构。

（四）斗门区

1.工作进展及成效。

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先后制定《斗门区分散式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营提升实施方案》和《珠海市斗门区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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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任务与责任分工。二是全面实

施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全区 125 个行政村居需建设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已完成 115 个，10 个正在实施，其中白蕉镇南环村

等 8 个村居湿地生态园及其管网配套工程已完成招标正全面施

工，莲洲新益村和团结社区已完成方案设计。完成禁养区内畜禽

养殖场清理任务，加强限养区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监管，建立“户

收集、村集中、镇转运、区处理”的农村垃圾处理机制。三是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展饮用水水源地隐患排查、基础信息

建档、日常监管和水质监测；完成白蕉联围新环三围险段海堤修

复、乾务联围海堤达标加固、莲洲联围易涝区整治等 9 项河长制

重点工程，推动黄杨河至鸡啼门水道百里碧道建设，8 条城市黑

臭水体，其中 7 条完成“初见成效”效果评估，12 条问题河涌

整治项目全面开工；完成入河（海）排污口整改；新建城镇污水

管网 114.8 公里，超额完成年度污水管网建设任务，推进井岸城

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管网配套扩建工程Ⅱ标段、白藤和新青片区排

水管网等一批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建立生态环境、交警、交通、

住建、城管等多部门大气污染防治联动机制和点线面精准管控的

攻坚机制，整治“散乱污”企业（场所）305 家，开展移动源污

染治理，加强 29 家省、市级 VOCs 重点企业监管，开展 18 台生

物质锅炉专项整治，加油站已全部更新设置双层罐或防渗池；采

集 14 家新增重点企业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基础信息，督促 2 家

土壤污染防治重点监管企业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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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监测，建立经营性土地出让联席会议制度，制定《斗门区

2019 年农药减量控害方案》和《斗门区 2019 年化肥减量增效工

作方案》；对 30 家国控、省控和市控重点企业开展 2019 年度危

险废物规范化考核，对 44 家产生固体废物企业开展环境安全防

控检查；核发 54 家企业排污许可证，审批 87 个环境影响评价建

设项目，对 69 个建设项目应急预案进行备案。

2.存在问题和下一步重点工作。

存在问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欠账较多等影响，辖区

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领域仍存在短板。

下一步重点工作：加快打造先进装备制造业、新一代电子信

息产业、节能环保智能家电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新青工

业污水处理厂、莲洲城镇水质净化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建设，加快

推动自然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推进城镇地下管网破

损修复工作；加强农村秸秆综合利用指导，加大农村环境保护宣

传力度；继续落实节能减排工作，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

（五）高新区

1.工作进展及成效。

一是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完成 81 家“散乱污”工业企业

整治工作，检查 11 家锅炉使用单位 13 台次，发出锅炉违规使用

整改通知书 1 份；开展 9 家 VOCs 省、市级重点监管企业“一企

一策”整治工作；9 家加油站和 1 家油库均安装油气回收设施；

出动检查人员 180 人次，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工程项目单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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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次，检查、检测各类型非道路移动机械 48 台；开展道路机动

车排气污染抽检，累计抽检车辆 30 车/次；加强露天焚烧行为监

管，制止露天焚烧 3 宗，发放宣传资料 1205 份；检查工地 799

家次，不符合扬尘防治要求的 89 家工地已完成整改，56 家建筑

面积 5 万平米以上工地已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出动洒水车

14 台、抑尘车 4 台，日均出动 92 车次，日均洒水 1044 公里。

二是突出打好碧水攻坚战。东岸和鸡山排洪渠黑臭水体整治通过

“初见成效”整治评估；开展前山河流域治理，清理禁养区 15

户养殖户的约 10.63 万只畜禽，清拆附着物 1.04 万平方米；开

展“散乱污”专项整治行动，大力整治农家乐和休闲农庄；完成

会同古村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改建工程、会同 UIC 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备（二期）工程，加快推进会同、那洲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9 座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开展日常

管养；新建改建污水管网 101.2 公里，完成市级下达任务。三是

坚决打好净土防御战。对 2 家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开

展调查，对 6 家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加强日常监管，开展涉重

金属行业污染防控，开展疑似污染地块名单排查，未发现疑似污

染地块。四是加快推进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制

定《高新区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固体废物环

境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暨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

案》，完成 7 项 2019 年需整改项目。

2.存在问题和下一步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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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生活污水截污纳管未实现全覆盖，雨污分流工作

仍需持续推进，生活污水收集率仍需提高；受上风向大气污染物

输送影响，臭氧污染问题仍需加强防控和治理。

下一步重点工作：严格执行水污染防治“纳管制”，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深入推进近海水域乱象整治工作，强化多部门

联合执法；推进 VOCs 和氮氧化物协同控制，强化涉 VOCs 重点企

业执法监管，加快完成市控 VOCs 重点企业综合整治，强化建设

工地、主要道路、车辆运输扬尘污染防治，加强露天焚烧巡查，

强化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六）保税区

1.工作进展及成效。

一是大气污染防治落实到位。完成 6 家重点工业企业清洁生

产审核；完成 8 家企业国家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完成 4 家新增

“散乱污”企业（场所）整治工作；累计出动 297 人次对 26 家

涉废气排放企业开展循环检查，督促 3 家企业完成整改；推进 6

家市控企业的 VOCs 综合整治工作，9 家涉 VOCs 企业完成省系统

填报并通过数据审核；累计出动 1265 人次对辖区在建工地开展

检查；实行环卫作业全覆盖、垃圾收运密闭化，对园区主要道路

和重点区域实施循环洒水、清洗作业，日均洒水降尘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实行工程车辆进出区备案管理制度，232 辆密闭泥头

车落实备案要求。二是水污染防治有序推进。完成 10 个入河（海）

排污口整治；新建改建污水管网约 16.74 公里，超额完成市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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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公里年度工作任务，对市政设施实行专业化管养，建立月

度管养考核机制；制定《珠海保税区中排洪渠 2019 年水环境整

治实施方案》，推进保税区中排洪渠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区级

河长巡河 12 次、开展清漂专项行动 2 次，清理涉水浮莲水域面

积约 1360 平方米，清理漂浮物及淤泥约 850 立方米，有效改善

中排洪渠水环境质量。三是持续推动土壤和固废污染防治。完成

重点行业企业重金属排放量核算,丽珠合成制药按要求开展土壤

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检测结果已在企业官网公示。对辖区 30 家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考核，协助 4 家

重点企业解决工业危险废物转移。

2.存在问题和下一步重点工作。

存在问题：固体废物排查不够彻底，底数不够清晰；设备、

人员与技术支撑不足，现有监测手段和监管能力相对薄弱，难以

达到全时段、全方位、全覆盖的监管要求。

下一步重点工作：进一步摸清固体废物底数，切实做好规范

化管理工作，提高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贮存能力；持续实施蓝天保

卫战，推进市控 VOCs 重点企业“一企一策”综合整治，加强污

染源排放 VOCs 自动监测和执法能力建设，开展“散乱污”企业

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登记等重

点工作任务；持续实施碧水保卫战，全面落实河长制，深化中排

洪渠水环境综合治理，抓好市政排水设施的管养工作，全面推进

管网清淤和病害治理，落实“一厂一策”工作，完成新建改建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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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网工作任务，提高排水管网使用效能，全力推进海绵城市非

试点区项目建设。

（七）万山区

1.工作进展及成效。

一是推进东澳岛近零碳排放区示范点建设工作。成立专项工

作小组，落实资金保障，寻求多方专业技术支持，制定试点实施

方案，提出 11 项重点工作任务；建成桂山海上风电示范项目和

东澳岛陆上风电近零碳能源供应体系，推动构建近零碳海岛旅游

交通体系，配备电动旅行观光车，启动东澳岛大竹湾沙滩景观工

程和东澳岛沙滩露营基地项目建设，开展万山镇 2016-2019 年温

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二是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东澳岛东澳湾

和万山岛大万山湾污水处理项目建成并开展试运行工作，完成 4

个合法入海排污口的改造、论证和备案，完成大万山旧水坑水库

标志牌和警示牌的设置工作，加强水源地日常检查和常规水质监

测。三是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完成 5 个加油站共 13 个油罐

的防渗池改造工作，完成“散乱污”工业企业清理整治工作，加

强海岛重大工程项目施工扬尘管理，新建东澳岛环境空气自动监

测站通过专家验收并移交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监测站。四是推进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工作。印发

《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经排查，辖区内无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无涉重金属重点行业

企业，无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无农业种植。五是推进固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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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污染防治工作。桂山岛、东澳岛、大万山岛、外伶仃岛启动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完成各岛垃圾分类服务采购，大万山岛垃圾分

拣场和外伶仃岛垃圾在岛处理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制定大万山

岛垃圾在岛处理项目实施方案；加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完成

对珠海中燃石油有限公司现场检查考核和资料审核。

2.存在问题和下一步重点工作。

存在问题：外伶仃岛、担杆岛因未接通市电，采用柴油发电

设备解决岛上用电导致废气污染；因区位特殊，固体废物处置能

力建设受制约因素多，需加强固体废物处置和监管。

下一步重点工作：继续强化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开

展联合检查防控，强化施工工地扬尘治理，整顿船舶污染；推进

改善水环境质量，落实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加快新建污水处理

厂调试，推进桂山岛排水管网改造修复及管网新建工作，加强污

水设施日常监管和检查；提升固体废物处置能力，持续推进东澳

岛近零碳工作，深入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修编辖区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八）高栏港经济区

1.工作进展及成效。

一是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推进平沙新城生态公园、中心公园、

15 条河域整治等重点项目建设，对 38 项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实施

管控；完成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主要污染物

总量减排；编制《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绿色建筑专项规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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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进厂房可再生能源应用，城镇新建民用绿色建筑比重达到

100%。二是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对 10 个入海排污口建立管理

台账，白水寨、南新和先锋岭等 3 个饮用水水源地完成规范化建

设，加强对 3 个饮用水水源地，大虎涌、十字沥、南水沥等入海

河流，以及鸡啼门水道国考断面和 10 个入海排污口的日常监管

和水质监测；新建 81.06 公里污水管网，超额完成市级下达的任

务目标，全区 19 个村居 7 个接入市政污水管网、12 个接入农村

小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三是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煤炭消费

总量 491.20 万吨，完成市下达的控制目标，完成 3 台生物质成

型燃料锅炉在线监测和监控设施安装；推进 23 家石化及化工企

业 VOCs 在线监控系统建设，完成 23 家重点监控管理企业“一企

一策”综合整治方案编制和专家评审；落实施工工地扬尘“6 个

100%”管理措施，落实施工现场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登记和标志

管理措施；建成化工园区有毒有害气体预警体系并设立 2 个监测

子站。四是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开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及风险管控备案工作，建立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全口径清单台

账，3 家重点监管企业完成土壤污染调查自行监测；制定《2019

年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落实污染防治资金，开展

150 亩农用地安全利用试点。五是提升固体废物综合管理。制定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推进珠海中盈环保工业废物综合处置项目建设，

对 37 家危险废物产生或经营单位的规范化管理工作进行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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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建设。

2.存在问题和下一步重点工作。

存在问题：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产业特点导致 VOCs 和 NOx 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仍然艰巨，污水管网系统不完善，存在雨污

合流、外水混入污水管网等问题，海绵城市管控工作建设项目推

进缓慢，土壤污染治理进度较慢。

下一步重点工作：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压减燃煤，加强臭氧

污染防控工作以及重点区域 NOx 和 VOCs 减排工作，推进 VOCs 重

点监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完成石化园区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口

论证工作，加快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的建设，推进装

备制造区污水处理厂建设，督促珠海中盈环保工业废物综合处置

项目按期建设；持续推进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

动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镇各项创建工作。

（九）富山工业园

1.工作进展及成效。

一是狠抓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谋划创建“无废”园区。推进

日处理能力 5 万吨的专业工业水质净化厂及配套污水管网建设，

加快第二座综合性工业废水水质净化厂及配套污水管网建设的

前期工作，实现园区生活污水、工业污水分类收集、专管输送、

分质处理；加快推动中信环保、绿色工业服务中心等固废处理项

目建设，在全市率先对园区重点 VOCs 企业开展厂界在线监控，

着力提升工业“三废”处置能力，推动污水处理不出园、固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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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不出园、工业废气全管控。二是狠抓规划建设，打造宜居宜业

的产城融合示范区。加快工业园区集约节约土地利用的探索，将

工业用地容积率从 1.0 提高至 3.0，明确新出让用地报建容积率

原则上应当大于 1.5，园区工业土地利用率提升 4 个百分点；对

标国内外先进工业园规划建设标准，园区 65 平方公里建设范围

控规全覆盖；全力推动建设智造小镇和起步区两个产城融合示范

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市政配套建设，完成一围片区江湾涌大

桥主体工程建设，搭建该片区十条道路纵横交错的交通格局。完

成富华路软基处理，完成 45 公里地下市政管网建设。三是围绕

三大主导产业，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出台《加快推进工业项目

规划建设实施意见》《厂房分割转让管理办法》和《促进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措施，促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2019 年新引进项目 30 个，储备在谈项目 100 余个，重点在

谈项目 22 个。

2.存在问题和下一步重点工作。

存在问题：园区污水支管、到户管还未实现全覆盖，污水收

集能力有待提高，污水管网存在病害，管网修复任务仍艰巨；现

代产业体系构建仍需加强。

下一步重点工作：一是全面提升环保水平。继续推进第一水

质净化厂建设，加快启动第二水质净化厂和配套污水管网建设；

加快推进绿色工业服务中心、环保生物质热电二期、西部污泥处

置中心等项目建设；在市政道路、新建住宅小区和企业厂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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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雨污分流工程；加快推进 5 条问题河涌和 34 个入河

排污口整治工作；全面完成园区 6825.8 亩近海水域非法渔业设

施清拆工作。二是打造现代产业体系。规划用好二围片区土地，

重点引进技术领先、行业龙头和产业链关键企业，打造特色明显、

优势集中的现代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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