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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的环境管理还是过于偏重末端治理。在

环境管理实践中，往往是环境污染事件发生了，然后再

治理，这种治理模式实际上等同于“先污染，后治理”。

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不仅治理的技术

难度大、成本高，而且很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三者协调。所以，环境保护首要是企业具备环保

意识，提前采取污染处置措施，监管部门加强事前监管，

相信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将会大大减少。

近十年来，我们逐步采取措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关停部分电镀、印染、铸造、小化工企业，或者“腾笼换

鸟”，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并针对制药、农药、氮肥、制

革、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核发排污许可证，有效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比如区电镀行业的综合整治，近几年区经

委和区环保局联合对环境风险较大的电镀行业开展产

业结构调整。位于枫泾镇的佳田电镀公司由于一类污

染物污水直排河道，且位于水源准保护区，首先对其进

行产业结构调整。位于吕巷镇的双志电镀和申野电镀

公司，由于不在工业区，产业结构也做了相应改变。金

山第二工业区对不符合园区产业定位的博鹤和亚南公

司主动调整关闭电镀生产线，加快产业转型。当然，经

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它与环境保护之间的

矛盾是在逐步化解。

近些年来，环保监管体系建设进一步受到我们的重

视，并得以加强。2009年至 2015年，区环境监测站逐年

稳定投入约 300万资金，2016年加大投入约 1400万元，

用于各项硬件设施的配置。环境网络监测系统集环境

空气、地表水、污染源废水废气、工业区特征污染因子、

扬尘等多种在线监测项目于一体。此外，在金山二工区

建立挥发性有机物防控系统，可实时了解园区内挥发性

有机物浓度数据。另外，还有环境空气质量在线监控系

统、地表水在线监控系统、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等。一

旦监控系统数据出现异常，就可以及时排查、及时处置，

避免出现污染事件。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近几年谈论的非常

多的一个话题。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非常简明地点出了这两者之间

的关系。我区通过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大气水土壤行动

计划、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正在逐年还清历史老帐、不欠

新帐。

我个人认为，环境是发展的基础，环境决定发展的

方式和模式，环境决定发展的速度和强度。要根据环境

容量、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制定不同的区域发展政

策。要根据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按照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计划，制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确定建

设项目，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才能真正做到区委、区

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高位发展、主动发展、协调发展和

全面发展。

形象地说，环境保护就是经济增长的一道“门槛”。

通过这道门槛，我们将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

“挡在门外”，将落后的生产能力、工艺、设备和企业“淘

汰出局”。同时充分发挥环境影响评价的作用，对环境

容量不足和污染物排放超过总量控制计划的地区，严格

限制有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的新建和扩建，使环境影

响评价成为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障科学发展的

“控制闸”。

我区环境保护工作已经进入以保护环境来优化经

济增长的新阶段，在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矛盾

时，既要注意到这两个方面的对立性，更要把这两个方

面统一起来进行有机结合。我觉得，我们有能力把二者

结合好，以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环境保护和经

济增长的双赢。

6 版

20120188年年1010月月1919日日 星期星期五五

77 版版·专版

2018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40周年周年。。4040年来年来，，金山在经济金山在经济
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为了展现金为了展现金
山改革开放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和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山改革开放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和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本本
栏目采用口述史的方式栏目采用口述史的方式，，记述金山政治记述金山政治、、经济经济、、文化文化、、社会社会、、
生态诸领域中先行先试的改革案例生态诸领域中先行先试的改革案例、、生动活泼的创新故事生动活泼的创新故事、、
勇于担当的时代人物勇于担当的时代人物。。稿件由金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稿件由金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口述人: 陈杰

陈杰，1974年11月生。曾任区环境监理所科员、区环境监察支队副支队

长、支队长、区环境保护局综合科科长。2018年1月，任金山区环境保护局副

局长。从事环保工作二十多年，是金山环保工作变化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日益加强的环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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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环保工作者，我见证了金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

变化，对金山生态环境面貌的改善也深有体会。越发严格的环境保

护工作，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
构建“大环保”工作格局

以环境保护促经济转型

“十一五”期间，我区的环保工作重点是从水环境治

理与保护、大气环境治理与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

置、人居环境建设、农村环境保护等七个方面编制规划方

案，力求基本还清环境保护历史欠账，环境污染得到有效

控制；积极开展生态保护与建设，使得生态环境质量得到

显著改善；2008年达到国家环保模范城区指标要求，2010
年构建生态型城市框架，为上海生态型城市的建设提供

重要支撑。

在“十一五”规划基础上，金山区“十二五”环境保护

工作的重点是噪声污染治理与管理、辐射安全控制、工业

污染防治与环境风险控制等。目标是，2015 年初步形成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框架体系，建立起环境综合

决策体系、环境基础设施体系和环境执法监管体系，有效

改善城市环境安全和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城市可持续发

展能力。按照规划要求，2020年要基本实现清洁、安全、

健康，基本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

2016年，我们环保局制定《金山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

设“十三五”专项规划》，围绕未来五年金山区生态环境质

量总体改善要求，提出针对水、大气、土壤、固体废物、工业

污染防治、农业与农村环境保护、环境安全防控体系、生态

环境建设、绿色产业发展和环保监测与监管十大领域的任

务措施。比如2017年，根据《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组织

开展 2017 年度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自查工作的

函》，结合《金山区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清

单，我们主动开展自查工作，并完成42项重点任务。

总体而言，回顾金山近二十多年的环境保护工作，我

觉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完善了项目环保准

入管控体系，进一步明确104区块的产业定位，104区块外

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工业项目（列入目录管理的除外），

高标准引进新项目，提高产业集聚度。发挥好环评的“控

制阀”作用，把好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关，加快化工企业前端

高污染生产工艺调整；并完善“三委四局一中心”的会审制

度，加强产业项目准入评审管理，严格实行建设项目落户

环保一票否决制。禁止新建涉重金属、建材、金属冶炼、

VOCs重点排放等行业的高污染项目，引进符合金山未来

发展方向的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

严格控制劳动密集型一般制造业新增产能项目。杜绝“未

批先建”和“未批先投”情况，坚决停建或依法取缔产能严

重过剩行业的违规建设项目，全面清理整顿违反“环评”制

度和“三同时”制度的建设项目。对大气环境、水环境等本

底调查研究中的突出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实施本底动态

持续跟踪监测对比。进一步研究完善招商引资政策，优化

建设项目的多部门联动机制。坚持“批项目，核总量”制

度，进一步加大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力度，严格

实施石化、化工等行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第二个是加大重点区域环境综合整治。2015 年，上

海在全市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补短板行动。我们也根

据市委、市政府部署，制定首轮三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以“可感受、可评估、可考核”为目标，全区各部门积

极配合，全面落实金山地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金山地

区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方案》印发以来，市、区层面成立协

调推进工作机制，任务分解、责任落实，全区 511 个整治

项目有序推进。结合第五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清洁空

气行动计划，实施金山卫地区化工集中区两轮深化整治，

推进 3个重点行业VOCs治理试点示范工程，完成 784台

套燃煤炉窑的清洁能源替代，合计蒸吨数 1970 吨，减少

用煤量3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1920吨，减排氮氧化物900
吨，淘汰财政拨款黄标车 41 辆。对中石化、中石油所属

加油站全部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全区主要道路冲洗率达

69.4%，建筑工地文明施工达标率超过 90%。完成金山卫

界河、鳗鲤泾等界河整治工程，完成斜泾港 3.06 公里、六

里塘 2.5公里河道生态整治项目，完成金山城市沙滩水域

环境治理与保护工程（疏浚土方量47.9万立方米）。

这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朱泾“803区域”的万安水

泥厂整治。万安水泥厂前身为金山水泥厂，作为一家有

50 多年历史的市属国企曾经十分辉煌。1996 年水泥厂

便从市环保局取得焚烧危废的相关资质，也是上海市首

批拥有该资质的企业，不过这也给周边居民带来了长期

的污染问题，尤其是产生的废气对周边村民和朱泾镇居

民影响很大，每年关于万安水泥厂的信访量居高不下。

市、区两级政府从维护周边居民和谐生活环境的根本点

出发，下定决心，关停万安水泥厂。由于是市属企业，在

整个关停的过程中困难还是比较大，包括原有 300 多名

职工的下岗和安置问题。经过协调和努力，我们分步骤

妥善解决停产前的一系列问题和下岗职工再就业，最终

将这家影响居民十余年的企业关停了。

第三是加强工业企业事中事后的监管。工业企业可

以说一直是金山地区环境综合治理的重点，尤其针对当

前金山提出的“五个地”发展目标，我们要加快转型发展，

就必须做好工业企业事中事后环保监管。主要是从两个

方面着手解决，一方面依法公开企业环境信息，落实工业

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推进工业企业公开基础信息、排

污信息、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环评及其他环保

行政许可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及其他应当公

开的环境信息。另一方面，加大审核重点行业清洁生产

力度，以石化、化工、水泥、有色、建材、制药等大气重污染

行业为主，以“双超双有”企业为重点，全面实施清洁生产

审核。按照“十三五”专项目标，到 2020 年，重点行业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清洁生产覆盖率显著提高。在环保监测

与监管、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置和综合利用，加快农业发展

方式转变，促进绿色农业发展，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也做

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从环保关键环节破题

采访采访：：朱林朱林 唐屹超唐屹超

整理整理：：付婷付婷 陈欢陈欢 杨彪杨彪

金山的环境保护历史并不短暂。早在 1974 年，当时

的金山县就成立了县“三废”治理领导小组，开始金山地

区环境保护工作的初步探索。1984 年，金山县

环境保护局成立，金山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开

始走上规范化道路。随着 1997 年金山撤

县建区，金山县环境保护局也于 6 月份更

名为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自

此，金山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在

日渐严格的监督管理的总趋势下

走过二十余年。

近年来，随着金山百姓对

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金

山区环境保护工作从空

气、水环境、土壤、绿

化、基础设施改善等多

方面入手，建立长效

治理工作机制，实行

多轮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一大批企业关

停并转，“五违”现象

陆续消除，金山的环

境治理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环保局不

断强化环境保护责任体系，构建大环

保工作格局，完善环境治理体制机制

建设，实施联防联控环境执法，加大科

技创新的支撑力度，持续推进社会公

众参与环保工作。比如，在强化环境

保护责任体系方面，我们严格落实环

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区

委、区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改善负

责，建立专项工作机构，全面推进落实

环境整治行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环境

执法监管，指导和督促街镇开展环保

工作。同时，强化与上海化工区管委

会、上海石化等联防联控，提升环境管

理水平。街、镇、工业区各级党委政府

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负总责，建立健

全职责清晰、分工合理的环境保护责

任体系。我们还依托区环境保护工作

委员会、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领

导小组、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领导

小组、环保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平台等

组织领导机构，制定明确责任清单，各

相关工作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实施

监督管理，真正体现保护优先、防治优

先、损害担责。全区建立和完善环境

绩效综合评估考核机制，逐步建立环

保责任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终身追究制度，加快推动环境保护责

任的全面落实。

“十二五”以来，我们的环保队伍

建设也取得长足进步。过去五年，区环保局初步形成以改

善环境质量为目标、以区域环评和总量控制为手段、以完

善环境基础设施为主要措施的环境综合决策体系。借助

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平台，制定各专项

工作推进机制并形成合力，“大环保”

工作格局初步建立。我们创新了环保

三级监管体系，明晰区级环保部

门职责，加强街镇（工业区）环

保监管，落实村居环保责任。

同时，强化环境保护监管、监

测、监察联动，不断完善环境质

量自动监测、污染源在线监测、

饮用水水源监测和应急监测等

环保能力建设。

技术人员对大气样品进行分析

金山县环境保护工作会议

运用移动执法系统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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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