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 

整改验收的公示 
（第一轮第五十五项整改任务） 

 

  
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五十五项整改任务已整改

完成，并通过验收，拟按程序实施销号。根据《四川省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问题整改销号办法（修订）》有关要求，现将该项问题

整改验收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23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3 日。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实名书面向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提出。联系

电话：028-80589058；邮寄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

88 号 A2 栋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 

 

附件：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五十五项整改任务 

完成情况表 

 
 

 

 

 

（联系人：罗昭培  8058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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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五十五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五十五项整改任务：四川省五大区域中，

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 3 个区域均存在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不力问题。成都平

原 8 个城市中，德阳、绵阳、乐山、雅安等 4 个市未完成 2017 年上半年 PM2.5

和优良天数比例目标任务。川南 4 个市中，自贡、宜宾、泸州等 3 个市 2016 年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下降。川东北 5 个市中，广元、巴中等 2 个市 2016 年优良天

数比例同比下降。 

整改责任单位 

生态环境厅（原环境保护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原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公安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原

农业厅）、省市场监管局（原省工商局、质监局）、各市（州）党委、政府。 

整改目标 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 3 个区域 17 个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整改措施 

1.以区域联防联控为重点深入实施《四川省蓝天保卫行动方案（2017—2020

年）》，继续把成都平原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作为全省环境保护“一号工

程”，加快实现成都平原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规划、标准、监测、环评、执法、

信息公开“六统一”，加快优化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改善城市结构和转变

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环境质量改善。 

2.以部门联动为重点，压紧压实省直有关部门大气污染防治责任。生态环境

厅（原环境保护厅）推动落实第二阶段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强力推进工业

污染减排，推动三大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源清单编制和源解析工作，加强监测预

警预报，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加大督查检查和环境执法力度。 

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牵头，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控制煤

炭使用，推动火电超低排放改造，开展节能降耗行动，制定秸秆综合利用支持

政策，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 

经济和信息化厅（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专

项整治行动，2018 年继续推进成都平原“散乱污”企业整治，全面开展川南、川

东北地区“散乱污”企业整治，基本消除“散乱污”企业；2019 年起，每年开展“回

头看”，发现一起整治一起。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使用。 

公安厅牵头，严格车辆注册登记和转入登记环保达标查验，强化重型柴油

车尾气排放道路抽检，加大对排放超标车辆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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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加强黄标车、老旧车淘汰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提高城市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开展工地扬尘专项整

治，督促城市建筑工地严格落实施工现场围挡、工地物料堆场覆盖、施工现场

路面硬化、驶出工地车辆冲洗、拆迁工地湿法作业、渣土运输车辆密闭等扬尘

防治要求，充分利用各市（州）施工视频监控平台，实现施工扬尘在线实时监

管。指导各市（州）加强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能力建设，提高道路机械化清扫

水平。督促指导建筑施工业主单位规范使用非道路工程机械。 

农业农村厅（原农业厅）配合省发展改革委，充分发挥相关农业政策的鼓

励引导作用，大力推动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基料化“五化”

综合利用;联合生态环境厅（原环境保护厅）指导全省开展秸秆禁烧，督促指导

各地政府推动划定秸秆禁烧区域，督促完善市、县、乡、村四级秸秆禁烧责任

制。 

省市场监管局（原省工商局、质监局）持续开展油品生产环节的抽检。加

强流通领域成品油质量抽检。按照省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领导小组“关于调整《四川省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任务清单》省

直部门整改责任单位的通知”（川环整改发„2019‟1 号）的规定，省市场监管

局由原省工商局和省质监局的整改措施合并为：2019 年开展对车用油品质量的

省级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 900 批次，其中车用汽油 700 批次、柴油 200 批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持续加强对车用油品质量的监督

抽查，加大对不合格车用油品生产销售企业的曝光力度，严厉打击油品质量违

法行为。 

3.各市（州）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抓，对行政区域内

环境空气质量负责，加强领导、加大统筹，进一步压实压紧各级党委、政府及

其职能部门责任，不断强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4.2018 年 9 月底前，完成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

乐山、广安、南充、达州、宜宾、眉山、雅安、资阳 15 个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

达标规划编制，明确目标、压实责任、加大投入、督查督办，按期达标;完成攀

枝花、广元、巴中、甘孜、阿坝、凉山 6 个市（州）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或

巩固保持规划编制，明确措施、压实责任、强化督查，防止环境大气质量下降。 

5.严格考核，对未完成任务的市（州），视情况采取通报、约谈、区域限批

等措施，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对问题突出的，严格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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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2020 年，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 3 个区域的成都、眉山、乐山、绵阳、

遂宁、雅安、资阳、自贡、泸州、内江、广安、南充、广元、达州、巴中 15 个

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完成环境空气质量目标任务，德阳、宜宾市未完成

优良天数率目标任务，2021 年 7 月，针对此，生态环境厅对两市人民政府分管

副市长进行了约谈，对德阳、宜宾市重点区域实施了环评限批，要求两市制定

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进度，全面落实整改措施，确保优良天数率完成常态化管

控目标。2021 年，德阳、宜宾市完成目标任务。 

整改措施 1：一是划定全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区域执行国家排放标准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二是定期召

开区域联席会议，分片区定期召开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地区大气污染防治

联席会议，研究区域重点工作，统一部署、统一推进。三是统一区域应急，制

定全省重污染天气应对减排措施指南，统一全省应急减排标准。四是强化川渝

联防联控，签订《深化川渝两地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协议》，定期召开川渝联防

联控会议，组织开展川渝毗邻地区交叉帮扶检查。 

出台《四川省 2020 年度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方案》《四川省运输结构调

整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四川省新能源汽车产业 2018 年推进方案》《2019

年度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推进方案》《四川省支持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等一系列措施，加快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推动环

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整改措施 2：生态环境厅牵头制定《四川省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

明确目标任务和责任分工。加快推进工业污染减排，针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

工业企业的突出环境问题，统筹源头防控、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等环节，通过

开展专项整治、执法检查，实施淘汰落后产能等任务，持续减少污染物排放。

每年动态更新污染源清单、强化污染源解析。加强监测预警预报，西南环境空

气质量预警预报中心落户四川。按照国家要求两次修订全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参照京津冀模式，每年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省发展改革委严格落实钢铁等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建设，配合省化解过

剩产能和淘汰落后领导小组办公室参与地条钢“死灰复燃”专项督查、涉嫌钢铁

项目核查整改，组织淘汰落后产能年度任务核查。组织绵阳、宜宾等 8 市 1 区

老工业城市编制推动制造业竞争优势重构、打造“产业名城”工作方案。印发 2018

年电能替代项目实施计划，推进燃煤锅炉窑炉实施电能替代。推进秸秆全域综

合利用试点示范。在全省范围内确定一批秸秆全域综合利用试点县（市、区），

加大对秸秆收储运体系和产业化项目建设的支持。强化对秸秆全域综合利用试

点工作推进情况、已获资金支持的秸秆收储运体系省预算内投资项目建设情况

的督促检查。总结宣传推广秸秆全域综合利用试点示范先进典型的有效做法和

成功经验。 

经济和信息化厅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行动。印发《四川省打好

“散乱污”企业整治攻坚战实施方案》《关于切实做好“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的

通知》《关于做好 2020 年“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的通知》，明确年度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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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和工作任务。全省累计排查整治“散乱污”企业 33148 户。不定期开展

暗访抽查发现的“散乱污”问题，加强动态监管力度。印发《四川省新能源汽车

产业 2018 年推进方案》《2019 年度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推进方案》《新能源

与智能汽车产业 2020 年度工作要点》《四川省支持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发展

若干政策措施》，全方位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宣传推广和消费应用。截至 2020 年，

全省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超 15 万辆。 

公安厅严格车辆注册登记和转入登记环保达标查验，对照《道路机动车辆

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严把机动车注

册登记查验关。在机动车年检环节，严格审核尾气检验合格报告。科学设置高

污染排放车辆特别是柴油货车禁限行区域和时段，严查严管超标排放车辆上路

行驶违法行为。认真执行《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优化便民服务措施，

采取提前告知、简化流程、开辟绿色通道等措施，方便车主办理老旧车报废注

销手续。配合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部门加快老旧车，柴油车等重污染车辆的

淘汰。 

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扬尘防治工作方案》

《四川省房屋和市政工程施工工地扬尘系统治理 2018-2020 年攻坚行动方案》《四

川省建筑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技术导则（试行）》，开展工地扬尘专项整治。印

发《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进建筑工程扬尘（噪声）在线监测管理的

通知》，建设省级和 21 个市（州）工地扬尘在线监测系统。持续开展建筑施工

扬尘暗查督导。指导各市（州）加强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能力建设，不断提高

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出台《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建筑工程机

械排气污染控制工作的通知》，加强工程机械排气污染控制。开展建筑业企业“双

随机”检查，将“施工现场建筑工程机械、油品是否进行登记”纳入检查内容。 

交通运输厅全面淘汰营运“黄标车”。编制 2018 年营运“黄标车”淘汰计

划，将营运“黄标车”淘汰工作按管理权限逐级落实任务，层层压实责任，建

立明细台账。严格实施营运车辆燃料消耗量达标车型准入管理。严格实施节能

车型目录管理，对营运车辆实施燃料消耗量准入核查制度。建立和实施 I/M 制

度。印发《关于建立实施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IM）制度的通知》，明确建

立（IM）制度的内容和时间节点。指导各地逐步建立和实施 I/M 制度，举办汽

车维修行业绿色维修现场培训会。督促各地汽车维修企业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

构检测不合格的车辆实施强制维修，严禁尾气排放不达标的车辆上路。 

农业农村厅大力推动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基料化“五化”

综合利用。一是建立健全工作责任机制。建立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省

级统筹推进，市、县狠抓落实。二是建立健全政策制度。制定出台秸秆综合利

用省级实施方案、项目申报、验收和绩效管理、项目建设工作通知等文件，提

升资金绩效。三是稳步推进重点县建设。2017—2020 年，利用中央财政专项资

金，持续建设 39 个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四是做好秸秆资源台账建设。印发台

账建设工作通知，组织指导全省市县开展秸秆资源台账工作。五是加强技术支

撑。制发《四川省秸秆综合利用主推技术》，总结形成了秸秆粉碎还田利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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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技术、饲料化利用“秸-饲-肥”种养循环模式等新技术、新模式。印发《关于大

力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促进田间火源管控的通知》，举办四川省秸秆综合

利用攀西片区培训班。 

省市场监管局开展车用油品质量监督和专项检查行动，对涉及环保的产品

加强产品抽查力度。一是按照环保整改任务要求，对 17 个市进行全面排查，摸

清底数。二是部门联动，督导检查。印发《关于开展车用油品专项督查的实施

方案》，对全省 17 个重污染地区开展了车用油品专项督查。三是日常监督抽查

做到了全要素、全覆盖。加大车用汽油、车用柴油、车用尿素监督抽查力度。

四是突出重点，强化风险防范。加强风险监测的针对性和科学性，着力构建车

用油品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防控长效机制。2019 年重点开展了对车用汽油、柴油、

车用尿素等 3 种产品省级监督抽查。2020 年强化车用油品的监督检查。2018—

2020 年已完成对全省 95%以上加油站监督抽查。 

整改措施 3：各市（州）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坚持“一把手”亲自抓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一是专题会议研究部署。2018 年以来，成都市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组织各区（市）县政府、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领导小组会 10 次、大气污染防控“科技治气”等工作现场会 4 次、大气工作专

题会议 3 次、市长“面对面”座谈会 2 次。乐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高位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组织成立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为

“双组长”的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等市级协调议事机

构，将打赢蓝天保卫战列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头号工程”。市委、市政府分

管领导定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统筹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各项工作。泸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高度重视，深入推进《泸州市蓝天

保卫行动方案（2017-2020）》。各区县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坚持“一把手”

亲自抓，多次组织部门、乡镇（街道）、企业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

专题工作部署会。二是加强目标考核。自贡市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任双主任

的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印发《自贡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问责暂行办法》等方案，

将大气污染防治纳入区县及部门目标绩效考核。德阳市制定党政同责工作目标

绩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将空气质量控制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作为

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目标考核的重点内容，纳入各地、各部门的年度考

核目标，不断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大气污染防治责任。内江

市级、县级党委政府均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由党委、政府一把手任环境保

护委员会主任，亲自抓环境保护工作。印发《关于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

和“一岗双责”责任制的通知》《内江市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分工方案》，明确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分工，将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情况纳入对各县(市、区）的年度

目标考核。广安市印发《关于建立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责任

制的通知》等文件，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三是强化督导检查。宜宾市委、

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联系 6 个重点区县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不定

期带队督查督办。资阳市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等九个实施方案》《资阳市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定点包片〃联合执法”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进一步落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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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污染防治工作责任和任务，开展“定点包片〃联合执法”专项整治工作。四

是强化科技支撑。各地加大资金投入，配备走航车等监测设备，加强大气污染

防治能力建设。截至 2020 年，眉山市已建成 324 个微观监测点位，实现网格化

监管全覆盖。国控、省控重点企业全部安装自动监控，并与环保部门联网，对

企业排污行为进行实时监控。主城区建成 4 套固定遥感监测设备，对过境货车

排放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建设机动车环保监管平台，实现省市联网，对环保定

期检验机构进行实时监控。 

整改措施 4：2018 年 9 月底前，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

内江、乐山、广安、南充、达州、宜宾、眉山、雅安、资阳 15 个市完成大气环

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编制，攀枝花、广元、巴中、甘孜、阿坝、凉山 6 个市（州）

完成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或巩固保持规划编制。 

整改措施 5：强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考核，将大气污染防治考核作为党政

同责考核的主要内容，对排名靠后的市政府实施约谈、印发提醒函、警示函，

并通报排名情况，对未完成目标任务的德阳、宜宾市重点区域实施环评限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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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