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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华环境奖
入围候选单位（个人）事迹公示

Topic 专题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大力宣传推广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可

持续发展的先进典型，进一步推动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以“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中华环境奖评选

表彰工作于 2020年 12月 2日正式启动。

经中华环境奖组委会秘书处资格审

查、专家组初审和评委会第一次评审，入围

候选名单现已产生。根据《中华环境奖评选

与奖励办法》规定，现将入围候选单位（个

人）事迹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在公示期（30日）内，社会各界可以通

过信件、电子邮件等渠道向组委会秘书处

反馈有关意见和建议。此公示于 9月 27
日起刊登在生态环境部及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网站，特此告知。

联系人：刘宇盈 魏雪静

联系电话：010-67112884

电子邮箱：liuyuying@cepf.org.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环境大厦 719室
邮编：100062

中华环境奖组委会秘书处
2021 年 9 月 27 日

第十一届中华环境奖入围候选单位（个人）事迹
一 、城镇环境类 （按拼音字

母排序）
（一）淳安县人民政府
推荐单位：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淳安县坚决打赢千岛湖临

湖地带综合整治攻坚战。开展

“美丽杭州”实验区建设，深化生

态环境综合保护治理，推动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千岛湖整体水质

保持全国重点湖库前列。

淳安县坚持保护优先，夯实

生态底本。其县内的千岛湖出境

断面水质持续保持 I类标准，被
列入首批五个“中国好水”水源

地之一。全县 84条河流全部达
到Ⅱ类水以上，全县环境空气优
良天数比例高达 96.2%，两山转
化迈出新步。生态功能区管理体

制、财政体制等重大问题落地明

确，千岛湖保护立法工作顺利推

进。建成全国首个“两山银行”数

字驾驶舱，挂牌成立全市首家

“两山银行”实体化运营平台，推

出农林业综合经营权证质押融

资模式，城乡环境持续改善。获

省政府批复设立淳安特别生态

功能区，成功入选全国第四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两山银行”改革优先

试点等。

（二 ）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
人民政府

推荐单位：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人民

政府作为创建广州市实施乡村

振兴示范镇及花都区旅游产业

重点发展区域，充分发挥生态环

境优势和经济特色，结合生态大

农业和旅游业，在发展中强化生

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1.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实现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依托

天然的生态资源优势发展生态

旅游产业。

2.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形成
人人共同参与创建活动的良好

局面。对镇中居住区、经济农业

区、生态旅游区等进行统一规划

建设，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环

境效益的和谐发展。

3.加强环境综合治理。全镇 57
个自然村全部达到省级干净整洁

村的标准，8个行政村全部达到省
定美丽宜居村标准，4个行政村达
到省定特色精品村标准，实现农村

卫生户厕所改造全覆盖和乡村公

厕全覆盖，完成自然村雨污分流和

污水管网双覆盖，全面实现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

4.提高群众生态文明意识和
传统观念更新。随着环境改善，

群众逐步形成卫生、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

（三）江山市人民政府
推荐单位：衢州市人民政府
江山市紧紧围绕浙江省“大

花园”核心区建设目标，全力打

造“一地三区”（全国县域治理标

杆地、全国“两山”实践样板区、

乡村振兴先行区、全域旅游示范

区），先后摘得国际花园城市、全

球绿色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市、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森林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等一批国际、

国内的“金名片”。

1.生态底色愈发靓丽。江山
港地表水功能区、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 100%达标，成功创建省
“清三河”达标县，完成 256个劣
V类水体剿灭任务。

2.城市品质不断提升。强势
永久性关停江化，全域推进“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34个机关单
位“拆墙透绿”。建设“百里须江·

美丽长廊”，建成浙江省“一号绿

道”，创建 4条省级“美丽河湖”。
3.乡村振兴不断突破。城镇、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

增长 8.4%和 9.3%，收入差距逐年
减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 1.83:1，连续 20年优于国家、
浙江省、衢州市平均水平。

4.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实施
“腾笼换鸟”，探索“亩均论英雄”

改革，深化智能制造提质扩面行

动，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大力培

育以旅游产业为支撑的美丽经

济和以电商产业为龙头的数字

经济两大新兴产业，打开“两山”

转换空间。

（四）荣成市人民政府
推荐单位：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荣成市以绿色发展理念推

动新旧动能转换和乡村振兴，构

建从生态城市到美丽乡村、从沿

海岸线到山体河流、从工业减排

到面源污染治理的生态文明建

设新格局。

1.持续提升空气环境质量。持
续开展扬尘整治专项行动，强化机

动车污染、挥发性有机物监管，环

境空气质量在全省率先达到并连

续五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2.深入推进水环境整治。坚

持用“海绵城市”标准推进雨污分

流改造。先后实施湿地生态修复、

170条河段综合整治。完成 1611
个入海排污口的溯源工作及 347
个入海排污口的检测工作。

3.严控土壤污染风险。垃圾
分类及资源化利用，推进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规模化养殖场污

染治理设施配套率达到 100%，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3%。推动企
业转型升级、行业绿色发展，每

年回收利用炉渣、废石料等固体

废弃物 100万立方米以上。
4.实施生态修复工程。上百

家矿山开采企业压缩到 20 家，
完成修复废弃矿山 16处。实施
了村庄绿化美化等 5 项重点绿
化工程。开展岸线修复，实施桑

沟湾、东楮岛等 20个岸线修复
项目，修复岸线 100多公里，全
市自然岸线保有率达到 60%。

二 、环境管理类 （按拼音字
母排序）

（一）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
推荐单位：中国民用航空局
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将

推进绿色机场建设作为实现“引

领世界机场建设，打造全球空港

标杆”的重要途径。

1.首创全过程、全覆盖的绿
色建设管理模式。指挥部成立了

专门的绿色建设组织机构，形成

一套全过程、全覆盖的绿色建设

实施程序，确保绿色理念在机场

各功能区及全部建设项目的全

方位贯彻。

2.通过科技创新提升绿色建
设水平。指挥部承担国家“十二

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民航、北

京市绿色相关科研课题 10 余
项。实现了大兴机场建设管理经

验在行业范围的推广应用。

3.全面深入开展绿色机场建
设实践。以“世界水准绿色新国

门，国家绿色建设示范区”为目

标，将大兴机场建设成为“低碳

机场先行者、绿色建筑实践者、

高效运营的引领者、环境友好示

范、人性化服务标杆”。

4.全力打造行业环境保护标
杆。大兴机场建成国内首个“海绵

机场”，建成国内机场首套除冰废

液处理及再生系统，建成国内机

场首套环境管理系统，通过综合

治理成为全球噪声环境治理水平

最高的大型枢纽机场之一。

（二 ）海关总署企业管理和
稽查司稽查处

推荐单位：海关总署企业管
理和稽查司

海关总署企业管理和稽查

司稽查处严厉打击洋垃圾走私

入境。自 2017年起连续四年对
进口固体废物行业开展专项稽

查行动。

2017至 2020年间，先后组
织开展 6 轮全覆盖式专项稽查
行动，累计稽查企业 3261家,查
发并按规定处置问题企业 477
家，涉及货物总量 137.18万吨，
涉及货值 38.66亿元。

专项稽查行动中，稽查处围

绕严密监管和有效监管的目标，

做到“全覆盖、重规范、强震慑”，

不断强化工作方法和查发能力，

提升后续监管治理水平，通过内

外联动扩大专项稽查行动的倍

增效应；加强组织实施，针对行

业特点和违法手法综合施策，确

保全企业、全风险、全流程覆盖;
推进综合治理，围绕阻断洋垃圾

走私产业链，不断扩大稽查查发

成效;借助科技手段，探索建立固
体废物后续监管工作模式，提升

后续监管效能;强化新闻宣传，进
一步发挥专项稽查行动的社会

效应, 注重宣传报道海关固体废
物专项稽查行动取得的积极成

果，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和新闻媒

体对洋垃圾治理的监督功能和

宣传作用。

（三）郝吉明（清华大学环境
学院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

推荐单位：中国工程院
郝吉明教授长期引领中国

大气污染防治理论、战略和技术

的研究及实施，参与打赢酸雨与

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北京奥运空

气质量保障、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和蓝天保卫战等历次大仗

硬仗。

针对我国严重的酸雨污

染，郝吉明教授提出的“两控区

划分方案”与配套技术政策被

国家采纳与实施，推动了我国

大气污染防治的一系列国家行

动计划，实现我国酸雨面积由

最严重时的占国土面积的 30%
下降到低于 5%。针对机动车污
染控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
揭示了特大城市“煤烟-机动
车”复合型大气污染特征，促成

北京率先实施新车排放标准，

持续推动中国机动车污染控制

的进程与国际接轨。

通过构建“科学认知-准确
溯源-高效治理”的技术创新链，
更加精准有效地控制大气复合

污染。从上世纪 90年代起就开
始长期观测北京 PM2.5 浓度及
化学组成，阐明我国城市 PM2.5
爆发增长的主因。在空气质量调

控方面，将大气污染源排放动态

表征的精度提升至国际领先水

平。在治理技术开发方面，揭示

了多污染物协同净化新机制。成

果应用于全国及重点地区，效果

显著；为北京实现 PM2.5浓度大
幅度下降提供重要保障。

（四 ）湖北省生态环境科学
研究院

推荐单位：湖北省环境科学
学会

湖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

院开展创新性、基础性重大环境

保护科学研究，为湖北省加快构

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

略支点和环境保护事业发挥重

要作用。

1. 聚焦生态环境司法鉴定，
为推动环保立法提供“湖北经

验”。“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

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是长

江流域第一家从事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的专业机构。近三年编制

的《湖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规定》等法律法规相继印

发。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体系建设和生态价值工程

试点工作。

2.围绕战疫强攻关，筑牢生
态环境安全防线凸显“环保担

当”。成立全国第一支涉疫环境

防控冲锋队，为中国工程院重大

攻关专项“新冠病毒传播与环境

关系及风险防控”等科研项目提

供第一手数据；组建武汉市医废

处置工作专班，确保武汉市医废

处置“零库存、零感染”。

3.聚焦碧水蓝天净土，投身
污染防治攻坚战主阵地蓝天保

卫战的“排头兵”。完成《湖北省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等多项方案；为省重点区域应对

重污染天气提供科学指导。

4.注重特色行业突出问题及
污染防治技术推广。承担国家、

省级科研项目 80余项。成果用
于污染治理等行业。

（下转 1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