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柳州市环境状况公报

综述

2016 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

革的关键年，是全面部署“十三五”规划的开局年。柳州市扎实抓好环保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大气、水、土壤、重金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环境

监管能力建设等为重点，以“十三五”自治区环保工作要求为战略措施，开

启全面治污新征程。

在市委、市政府的科学领导下，全市上下一心，攻坚克难，以改善环境

质量为核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2016 年，柳州市空气

环境质量保持稳定，水环境质量趋于稳定，环境保护成效明显，全年无重特

大环境事故发生，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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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良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全年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有效监测天数 366 天，其中，优良天数 316 天，

轻度污染 41 天，中度污染 8 天，重度污染 1 天，严重污染 0 天，主要污染

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优良率 86.3%。

一、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大气环境质量

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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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县环境空气质量主要指标

2016 年柳州市各县选取 2-4 个监测点，所测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

二氧化氮环境空气质量日均浓度值均达到国家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的二级标准。

（一）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主要指标

2016 年柳州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项目中二氧化硫（SO2）年均浓度 21

微克 / 立方米，二氧化氮 (NO2) 年均浓度 24 微克 / 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

年均浓度 66 微克 / 立方米，达到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

标准要求；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 44 微克 / 立方米，未达到 GB3095-

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要求；臭氧日最大 8 小时滑动平均值的

第 90 百位数为 123 微克 / 立方米，一氧化碳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位数为 1.6

毫克 / 立方米，均达到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要求。

二、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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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共设国控和区控断面 10 个，其中柳江河监测断面 3 个，从上游

至下游分别为：露塘断面、沙煲滩断面、猫耳山断面，柳江河监控河段总长

86 公里。其余监测断面为都柳江的梅林断面，融江的木洞、大洲断面，贝江

的贝江口断面，洛清江的百鸟滩、渔村断面，浪溪江的浪溪江断面。

2016 年，柳州市地表水每月监测一次 26 项，各监测断面偶有粪大肠菌

群超标现象（粪大肠菌群项目不参与评价），所测 10 个断面中除洛清江渔

村断面 6 月、7 月总磷超Ⅲ类水质标准外，其他监测项目均满足 GB3838—

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要求。各断面重金属的监测结果

均满足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要求。

水环境质量

一、地表水水质状况

2016 年，柳州市 2 个降水监测点共监测到降水 125 场次，降水 pH 值范

围 3.61 ～ 7.82，全市降水 pH 年平均值为 4.89（pH ＜ 5.6 为酸雨），酸雨频

率为 57.6%。

酸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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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一）市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市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设置在柳东水厂、柳南水厂、柳西水厂、城

中水厂断面。

水质类别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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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水厂取水处

柳西水厂取水处

柳州市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每月监测一次 61 项，全年监测一次 109 项

全分析。全部监测指标均满足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II 类

水质标准要求。柳州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年达标供水量为

15897.3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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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

（二）县政府所在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2016 年各县政府所在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结果：5 个县级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 4 个季度全部监测项目均满足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Ⅲ类水质标准要求。各县政府所在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为 100%。

7 柳州市环境状况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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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柳州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质量等级为较好，区域环境噪声 160

个测点，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55.3 dB(A)。

2016 年，柳州市道路交通噪声质量等级为好，道路交通噪声 89 个测点，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67.4dB(A)。

2016 年，全市各功能区昼间等效声级均达标，除一季度柳州市供电局

招待所、广西工学院（现广西科技大学）监测点位的夜间噪声超标外，其余

各时段、各点位夜间等效声级均达到标准要求。

声环境质量

一、区域环境噪声

二、道路交通噪声

三、功能区噪声

噪声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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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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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印发《柳州市大气污染防治 2016 年度实施计划》、《柳州市

依法实施机动车船等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继续深入开展燃煤小锅炉整

治、城市扬尘管控、工业大气污染治理、移动源污染防治等一系列大气污染

防治综合整治工作。完成环保多功能抑尘车的采购，进一步提高重污染天气

应急应对能力。完成《柳州市大气污染物源排放清单》技术报告的编制，为

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提供科学指导和技术支撑。针对全市大气污染特点和

规律，柳州市先后开展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限放、扬尘治理“百日大会战”、

秋冬季重污染天气防控等专项行动，成效明显。

大气污染防治

环保多功能抑尘车

环保多功能抑尘车交接仪式

污染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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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柳州市印发《柳州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柳

州市水污染防治 2016 年度工作计划》。先后开展取缔“十小”企业、配合

自治区开展“十大”重点行业调查、推进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

强化城镇生活污染治理、加强船舶码头污染控制、整治黑臭水体、持续加强

柳江流域及重要支流水质监测、开展饮用水安全保护等一系列重点水污染防

治工作，完成 1000 人以上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定，划定饮用水源保

护区 82 个。

水污染防治

白沙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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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结合柳州实际 , 制定

并印发《柳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部门职责和工作任务。完成

503 家土壤污染重点行业企业空间位置遥感核实工作。完成 14 个土壤风险点

监测工作。

2016 年，柳州市通过推动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提升

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通过加强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加大危险废物

现场检查力度，提升危险废物监管能力。

2016 年，对柳州市辖区范围内的 178 家涉危险废物企业进行专项调查。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为 100%；危险废物经营单位除了 1

家为基本达标外，其余全部达标，合格率为 94%。

土壤污染防治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危险废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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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全市“十二五”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终期考核；推进广西荣凯华源

鹿寨表面处理项目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项目建设。

2016 年，柳州市级核发辐射安全许可证 128 家。完成 15 家核技术利用

单位辐射安全监督抽查。完成 27 家放射源单位共 246 枚放射源清查工作及

废旧金属再生辐射专项检查。受理通信基站电磁辐射污染投诉 20 件，办结

20 件，满意率 100%。

重金属污染防治

辐射污染防治及环境应急工作

放射源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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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处置 2 起柳州钢铁集团在废旧金属中检测出含放射性物质事件。开

展重点企业的环境应急预案备案工作，加强应急体系建设，修订了《柳州市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辐射安全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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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朋镇怀洪村下伦屯万亩荷塘

 2016 年，共 22 个乡镇获自治区级生态乡镇命名，实现柳州市生态乡镇

命名零突破，占全市 80 个乡镇的 27.5%。

制定《2016 年“清洁水源”工作计划》，督促各县区开展“清洁水源”工作。

清理小溪（河）流、沟渠、池塘、湖库等 1670 处，清理水体垃圾 2112.5 吨，

清理水葫芦 3691 吨，清理水源地周边村庄内畜禽粪堆 1089 处，有效改善农

村环境。

推进农村环境整治。2016 年，完成 2015 年以前的 13 个广西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实施 20 个水环境综合整治示范项目和 6 个畜禽

养殖污染治理项目建设及验收工作。

农村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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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治污

2016 年，对柳州市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立体式、全方

位的把脉会诊，通过收集相关资料及现场调查，找准问题症结，提出防治措施，

为全面整治环境问题找准了方向、打好了基础，促进了问题的整改，并编制

完成《柳州市环境保护“专业查污”技术报告》，为下一步柳州市“专业治污”

提供科学研判。　

启动放射源清查、废旧金属再生辐射专项检查、国控重点监控企业自动

监控设施现场检查、重点行业环境保护专项执法检查、环境应急安全、工业

园区环保设施建设、黑臭水体整治、饮用水安全保障、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秋冬季重污染天气防控以及扬尘治理百日大会战等专项工作。

2016 年，出动环境执法人员 564 人次开展 2016 年重点行业环境保护专

项执法检查，对辖区内可能涉及钢铁、水泥熟料生产、城镇污水处理厂、平

板玻璃行业的企业各个排污节点逐一进行排查。

专业查污

专项控污

全面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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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柳州市围绕企业减污存在的问题和难点，通过实地调查、技

术交流，下达环保专项资金 1696 万元，用于重点污染源防治、工艺升级改

造等 27 个项目；下达减排资金 662 万元，支持 5 个减排项目，引导企业减污，

帮助企业解决环境问题。

钢铁企业烧结机、氧化球团生产线全部完成除尘改造，转炉烟气除尘系

统完成升级，完成供料系统扬尘点集中除尘等多个工业粉尘治理项目；火电

企业完成了发电机组除尘改造；水泥企业完成窑尾及煤磨完成除尘系统改造；

大部分工业锅炉均按要求完成了升级改造。

综合运用“问题督政、目标督政、综合督政、制度督政、公众督政、产

业督政”多种手段，实现压力传导，解决环保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充分利

用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进驻的机遇，全力开展迎检和整改工作，深入督查督

政，提高治污成效。

柳州市委、市人民政府与各县（区）委、县（区）人民政府签订环保目

标责任书，落实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责任。

2016 年，对地表水环境质量未达到要求的或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

存在问题的部分县区，要求按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明确部门分工，明

确列出整改举措，落实整改，消除环境安全隐患。

帮企减污

督政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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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9 热线团队

2016 年，共计受理环境污染纠纷 4 件，处理环境污染投诉 1301 件，处

理率 100%。全年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40 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

知书 25 件，限期整改通知书 37 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73 件，处罚金额共

计 1096.4 万元。其中，涉及按日计罚案件 4 件，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环境污染

犯罪案件 6 件。

依法惩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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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共出动环境监察人员 864 人次，检查排污单位 266 家，检查污

染防治设施 635 台（套），正常运转 625 台（套），正常运转率 98.42%。

柳州市环境监察部门与公安局治安支队联合执法 200 多人次，查处 3 起非法

收集处置废铅酸蓄电池案件，查封多处废铅蓄电池非法收集处置窝点，严厉

打击其环境违法行为。全年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等级突发环境事件，守住了环

境安全的底线。

联合公安部门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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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作用，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网站及各大

媒体等发布环境质量状况、环保工作动态，曝光环境违法案件，传递环保正

能量。举办新闻发布会 1 次，公布 2015 年环境质量状况，并解答记者代表有

关我市环境保护工作的提问。开展 2 期公众开放日活动，向市民代表、记者、

人大政协代表等展示我市环保工作情况，了解我市“全面治污”的工作成果，

激发公众点评治污的积极性，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凝聚共

同推进环保工作的强大合力。

公众评污

公众开放日现场

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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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第六督察组组长姜伟新来柳检查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在广西开展环保督查期间，柳州市在市政府网

站、各大媒体公布举报电话，及时准确地将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群众举报环境

污染问题查处情况公开公示。做到问题不查不放过，不查清不放过，不整改

不放过，不惩处不放过，不解决不放过，全力做好群众举报环境问题的查处

和整改工作。中央环保督察组共向柳州市转交 32 批 106 件环境问题，其中，

属实 34 件，部分属实 59 件，不属实 13 件；办结 93 件，正在整改 13 件，

办结率 87.8%；立案处罚 26 件，罚款 147.62 万元；问责 8 人，约谈 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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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宣传教育

充分发挥各级新闻媒体的引导作用和宣传优势，针对公众普遍关注的环

保重点工作，组织有影响力的宣传报道，向公众宣传环保动态、环保热点、

环保法规政策、环保科普知识，公布环境质量状况，曝光环境违法案件。召

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公布柳州市环境质量状况。

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拓宽环境教育的形式和渠道，深入宣传环保工作

的典型和成效。2016 年，柳州市环境保护局官方网站访问量高达 35886 人次，

官方微博粉丝 28955 人，“柳州环保”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人数突破三万人。

2016 年，共在“柳州环保”微信平台共发布信息 974 条，官方微博发布信息

36 条，官方网站发布信息 1315 条。柳州环保公众微信号“环保人的一天”、

“十年磨砺一朝蝶变”专栏内容被各大微信公众号积极转载。

“六·五”活动现场

羊角山小学开展禁限放烟花爆竹活动

环境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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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春节期间，

与学校、社区联动，通过举办征文比赛、环保节目表演、签名宣誓等活动，将“禁

限放烟花爆竹”的环保理念传递到千家万户。以“六 • 五环境日”为契机，

精心策划了寻找“环保达人”、童绘环保袋、广场宣传咨询、公众开放日等

一系列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深入开展绿色环保系列创建活动，

评选出 11 所绿色学校（幼儿园），1 家绿色环保教育基地，激发群众关注环

保，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柳州市环保局党组书记 局长龚继冬为环保达人颁奖

柳州市政府副市长崔惠柳为环保达人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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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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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是“十三五”环境保护工作的承上启下之年，也是推进全面治污

的重要一年。全市将以大气、水、土壤、重金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环境

监管能力建设为重点，加大环保监督执法力度，团结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充

分发挥全社会参与、支持、监督的积极性，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不断改善

环境质量，推进生态建设，加大环保宣传教育力度，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幸福宜居的生态柳州。

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