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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概况】 

2013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

在省环保厅的关心支持下，全市环保系统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以

服务经济发展、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环境安全为重点，加强环保服务，推进污染

减排，强化污染防治，严格环境监管，坚决守住环保底线，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

设水平。全市环境质量保持稳定良好，生态环境优势得到进一步巩固提升，为加

快梅州振兴发展提供有力的生态环境支撑。 

2013年，梅州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100%；清凉山水库、梅江等饮用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主要江段水质达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水质达标

率为 100%，韩江潮州赤凤跨市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标准；区域噪声、道路交

通噪声保持稳定，声环境质量较好；辐射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环

境质量保持稳定，环保工作取得了成效。 

【大气环境】 

环境空气质量  

2013 年，梅州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继续保持优良水平，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

为 100%，其中优为 297天，占全年 81.4%；良为 68天，占 18.6%。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的年平均值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其中二氧化

硫年平均浓度为 0.012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上升 0.002毫克/立方米；二氧化氮年

平均浓度为 0.023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上升 0.011毫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年

平均浓度为 0.036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上升 0.002毫克/立方米。 

梅州市区降尘年均值为 1.58 吨/平方千米•月，比上年下降 0.74 吨/平方千

米·月，低于广东省推荐标准（8吨/平方千米•月）。 

2013年梅州市区全年共采集降雨样品 112个，全年降水 pH范围在 5.34-6.27

之间，降水 pH年均值为 5.54，比上年下降了 0.03个 pH单位；酸雨频率为 33.9%，

比上年的 21.1%上升了 12.8个百分点。 

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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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市二氧化硫排放量 4.03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 4.79万吨。 

措施与行动 

认真落实省环保厅《广东省工业锅炉污染整治工作方案（2012-2015）》工

作要求，抓好重点减排项目督查督办，全面推进梅州金塔水泥有限公司等 6家列

入省 2013 年减排计划的旋窑水泥企业脱硝工程全面建成调试运行。加大落后产

能淘汰力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全年共淘汰立窑水泥产能 624万吨、粉磨产能

50万吨。 

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2013年 7月 1日起，对全市范围内新注册登记、

转入登记的机动车全面执行国四标准。严格执行旧机动车淘汰制度，按规定淘汰

达到使用年限的机动车，加强机动车尤其是营运黄标车的淘汰工作。 

【水环境】 

2013 年梅州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状况良好，河流水质总体保持稳定。集

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源水质要求；韩江潮州赤凤断面水质

保持优良，水质为 II 类。全市饮用水源保护、污水处理系统建设、重点流域整

治等工作继续得到加强。 

水环境质量 

 饮用水源 

梅州市区清凉山水库饮用水源、梅江饮用水备用水源地水质优良，达标率为

100%。与上年相比，水质继续保持稳定。 

 河流 

全市 9个主要河段的 17个监测断面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达标

率为 100%。9 个主要河段中鹤市河、琴江、梅江、汀江、韩江梅州段、柚树河

和石窟河水质为优；宁江、程江水质良好。与上年相比，全市主要江河水质基本

保持稳定。 

 跨市河流 

梅州市与潮州市交界韩江赤凤断面、河源市与梅州市交界五华鹤市河莱口电

站断面水质为优，属Ⅱ类水质，水质达标率 100%。与上年相比，水质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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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主要污染物排放 

2013年全市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6.95万吨，氨氮排放量 0.86万吨。 

措施与行动 

 水环境保护 

开展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环境保护、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跨界水

环境污染整治等工作；按照省环境监测中心《2013 年泛珠流域跨界断面同步监

测工作方案》要求，对韩江流域大埔青溪断面开展同步监测；实施南粤水更清行

动计划，大力整治沿河排污企业，深化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确保水环境安全。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 

加大现有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力度，大力推进各县（市）污水处理厂二

期工程建设。 

【声环境】 

2013 年城市声环境质量保持较好水平，社会生活噪声仍是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 

声环境质量 

梅州市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为 52.6dB(A)，符合国家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

准中居住区标准，比上年下降了 0.8dB(A)，主要声源仍是社会生活噪声。 

梅州市区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 68.0dB(A)，比上年上升了 0.7dB(A)，低于交

通干线噪声标准，城区道路交通噪声状况基本保持稳定。 

梅州城区全年城市功能区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符合各功能区标准，等效声级

平均值达标率为 100%，与上年相比，城市功能区噪声达标状况保持稳定。 

措施与行动  

开展城区噪声专项综合整治行动，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制定了具体的整治工

作方案，有效打击了建筑施工噪声、酒吧 KTV噪声扰民的违法行为，群众合法

的环境权益得到有效维护；按照市环保局《关于加强梅州城区中高考期间环境噪

声管理的通知》要求，开展高考期间噪声专项整治，加强检查监督、监测，对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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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环保法律法规的，严格依法查处。 

【固体废物管理】 

全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共产生污泥 5688.89 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11147.46吨，处置利用量 11147.46吨，处置利用率 100%，产生单位主要有线路

板企业、电声配套电镀企业等，危险废物均按要求送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医

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统一送到梅州金川医疗废物集中处理站焚烧处理，全年处

置医疗废物 1773.89吨。梅州城区生活垃圾日产生量 622吨，日处置量 622吨，

无害化处置率 100%。 

措施与行动  

加强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的监管，通过利用广东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平台推进

危险废物管理工作，对发现的存在问题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并在整改期限后再

次到现场落实整改情况；敦促企业按时完成每年度的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和

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工作，对列入省级以上的重点监管源进行逐家审查、逐家完善，

建立档案和台账。 

【辐射环境管理】 

 开展射线装置使用情况摸底调查。对全市射线装置（包括县、镇级卫生院）

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统计，进一步摸清我市射线装置的使用情况，推进射线

装置使用单位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办理工作。做好放射废源安全收贮工作，重

点针对水泥立窑企业淘汰关停后放射源的安全收贮工作， 2013年全市共收贮三

批次 90枚放射源，消除了安全隐患，确保了环境安全。 

【环境管理】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一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组建行政审批科整体进驻市行政服务中心，环

境影响登记表、排污许可证年审、污染治理设施闲置拆除等一般审批事项实行一

核一审，直接授权行政审批科审批，较大审批事项实行审管分离，集体研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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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优化内部审批审查流程，精简审批环节，审批服务效率进一步提高。 

二是严把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关，强化环评管理，对不符合环保法律法规、不

符合有关规划和产业政策、不符合清洁生产要求，达不到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目

标的建设项目，一律不予批准。没有引导制革、漂染、化工、造纸等重污染项目

及含有毒有害的一类污染物排放项目，从源头拒绝污染。2013 年，全市完成审

批建设项目 825个，否决项目 7个，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项目 206个。 

环境执法  

一是开展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贮存等企业的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检查

了企业环境安全和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贮存场所的防腐、防泄漏和应急处理

设施等方面情况。对全市 7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开展检查，并对发现的环境问

题提出相关整改措施和跟踪督查，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二是开展涉源单位的专项检查。重点对涉源单位环评审批、竣工验收、辐射

安全许可证发放，以及辐射管理规章制度、应急预案落实、放射源警示标志和辐

射安全与防护设施等情况进行检查，要求已淘汰、关停并拆除的立窑水泥企业及

时送贮放射源。 

三是开展尾矿库的专项检查。对部分尾矿库企业进行现场督查，对存在较大

环境安全隐患企业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限期进行整改。 

四是开展涉重金属和电镀企业的专项检查。全面检查线路板企业的危险废物

及严控废物产生、收集、利用和处置情况，严格规范执行转移联单制度，严肃查

处蚀刻废液、含重金属污泥等危险废物贮存、转移、处置中的违法行为。 

五是开展一系列专项城区噪声综合整治行动，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制定了具

体的整治工作方案，有效打击了建筑施工噪声、酒吧 KTV噪声扰民的违法行为，

群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六是对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进行全面排查，加强对沿河排污企业的排查整治，

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畜禽养殖业的污染治理，摸清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污

染防治情况，确保饮用水源安全。 

2013年度，全市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 16520人次，检查企业 5850家次，发

出责令改正通知书 27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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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减排  

一是把好环境准入关，严格控制污染物新增量。在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过程

中，从产业政策、规模效益、生产技术、环境评价等方面，提高准入门槛，致力

引进发展环保型、高科技型等高新技术企业，从源头上把好了建设项目准入关，

实现了“增产不增污”。 

二是抓好重点减排项目督查督办，推动工程减排。全面推进污水处理设施、

旋窑水泥企业脱硝工程等重点减排工程项目建设。市清源水质净化中心二期工程

和兴宁市、蕉岭县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已建成投运，梅县区、大埔县、丰顺县和

五华县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正在加快建设进度。梅州金塔水泥有限公司等 8家旋

窑水泥企业脱硝工程（或低氮燃烧设施）全面建成调试运行；华润电力（兴宁）

有限公司脱硫脱硝改造工程已开工建设。 

三是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全力推进监管减排。制定了《2013─2015年梅

州市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实施方案》，全年共淘汰立窑水泥产能 624万吨、粉磨产

能 50 万吨。强化监管减排，对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和重点减排企业实施一月一巡

查和季度比对监测，对存在问题的督促落实整改。 

四是加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抓好农业源减排。各县（市、区）均

依法全面完成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三区”划定工作，优化了畜禽养殖业总体

布局。大力推行标准生态规模养殖模式，推广干清粪方式，完善雨污分流，加大

养殖废弃物的肥料化和沼气化处理，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场，推动畜禽养殖污

染集中治理。 

环境监测 

定期开展环境空气、降水、地表水、饮用水源、环境噪声等环境质量监测；

每季度开展国控、省控、市控污染源监测，重点污染源在线比对监测、园区纳污

河段监测等。增加了跨地级以上市河流交接断面水质监测、产业转移园环境影响

监测、农村环境监测、土壤环境监测、工业锅炉污染整治监测等。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3095-2012）标准要求对梅州市城区 3 个国家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子站进行升级改造，新增了 PM2.5、臭氧、一氧化碳监测项目，

并于 2013年 12月 23日起向公众发布实时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AQI指数和 6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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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项目的监测数据。 

对长沙水质自动监测站进行了升级改造，在原来的水温、溶解氧、电导率、

pH值、浊度、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总磷 8 个项目基础上增加了铜、锌、铅、

镉、石油类、挥发酚、氰化物、叶绿素、蓝绿藻、流量等 10 个项目，提高了自

动监测能力和监控水平。 

全市环境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兴宁市环境监测站、五华县环境监测站于 2013

年 12月通过了环境监测站标准化达标建设验收。 

环境事故应急能力  

制订《梅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梅州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修

改完善了《梅州市环保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3 年，先后及时参与妥

善处置了梅江河丙村电站段油污事件、206国道梅南桥油罐车侧翻汽油泄漏事故、

高速路城北出口减水剂运输车侧翻泄漏事故、省道 333线大埔银江段油罐车侧翻

汽油泄漏事故、丙村县道油罐车侧翻汽油泄漏事故，确保了梅江、韩江水质安全。 

【公众参与】 

人大议案与政协提案  

2013年，按时完成全部承办提案，办复满意率 100%。 

环境信访 

一是进一步加强环境信访工作的日常管理。逐步完善信访督查、回访、排查

和档案管理等规章制度，规范信访投诉的受理、交办、调处、反馈等流程，确保

群众来访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 

二是加大对环境污染纠纷的查处力度。结合“环保专项行动”，积极开展“基

层大接访”、“行风热线”等活动，认真受理梅州民声和“12369”环保举报热线的环

境污染投诉。 

三是认真落实领导包案制度。印发了《梅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落实 2013 年

重点环境信访案件领导包案分工的通知》和《梅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落实 2013

年第四季度重点环境信访案件领导包案分工的通知》，对 13 个重点信访案件实

行领导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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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及时妥善调处重大、疑难环境信访问题。对群众反映的环境热点难点问

题进行认真分析梳理，对有可能引发越级上访或群体性事件的倾向性、苗头性隐

患进行全面排查，重点调处。 

2013年度，我市各级环保部门共受理环境信访案件2981宗，同比增加16.8%，

调处率 99.9%、结案率 99.1%。 

环境宣传教育 

认真落实《梅州市全民环境宣传教育行动计划（2011—2015 年）》，弘扬生

态文明，推动环境宣教工作深入开展，为环境保护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组织

开展了市老年书画家协会联合举办创建绿色环保家园笔会、“美丽客都•绿色启

航”文艺晚会、环境保护咨询活动活动、环保开放日活动等活动，随着各项活动

的陆续开展，对生态文明理念、污染防治知识、环境保护法制观念等宣传深入心，

社会反响良好。 

环境信息 

全面推进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升级、信息化三期规划编制、环境信息地理、

环保公众网站建设等信息化建设、污染源在线监控管理等工作。整合全市环境信

息资源和业务系统，按国家标准建设数据库，实现“一个窗口登陆和办公”、进一

步提升环境监管、管控水平。为环境管理提供信息服务和支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