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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在发展，并向农村蔓

延，生态破坏的范围仍在扩大。

大气环境 大气污染仍以煤烟型污染为主，尘和酸雨危害最大，污染

程度在加重。

城市空气 1996年，全国城市空气环境污染北方城市重于南方城市，

少数南方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全国城市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普遍

超标，国控网络城市总悬浮颗粒物浓度年均值79一 618微克/立方 

米，全国城市总悬浮颗粒物平均浓度为309微克/立方米，比上年降

低8微克/立方米。北方城市平 均387微克/立方米，南方城市平均

230微克/立方米，分别比上年降低5、12微克/立方米，北方城 市污

染普遍较重，超标率大于30%的城市仍占85%以上。 全国城市降少量

平均值为 16.2吨/平方公里·月，比上年降低1.5吨/平方公里/月，

北方 市降尘量平均值为 23.2吨/平方公里/月，南方城市降尘量平

均值为 9.14吨/平方公里/月，分别 比上年降低1.53、1.02吨/平方

公里·月，降尘污染的平均水平有所下降。二氧化硫浓度水 平较高，

部分城市污染相当严重。国控网络城市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年均值2

一418微克/立方米， 北方城市平均值为83微克/立方米，比去年

上升2微克/立方米，南方城市平均值为76微克/立方米， 比去年

下降4微克/立方米。全国城市二氧化硫浓度平均为79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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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去年下降1微克/立方 米。全国大城市汽车尾气污染趋势加重，氮

氧化物己成为少数大城市空气中的首要污染物。国控 网络城市空气

中氮氧化物浓度年均值为5=152微克/立方米，北方城市平均值为 

53微克/立方米，南 方城市平均值为 41微克/立方米，全国平均值

为47微克/立方米，与上年度持平。氮氧化物污染主 要发生在100

万人D以上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广州、北京污染较重，其次是上海、

鞍山、武汉、郑 州、沈阳、兰州、大连、杭州等城市。

酸雨及其分布 我国酸雨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

四川盆地。以长沙为代表的华中 酸雨区，降水酸度值最低，酸雨出

现频率最高，并呈逐年加重趋势；西南酸雨区污染程度 仅次于华中

酸雨区；华南酸雨区、华东沿海酸雨区分布较广，污染较重。 1996

年，酸雨降水污染普遍加重，分布区域有所扩展。据84个国控网络

城市监测，降 水年均pH值低于5.6的城市有43个。长沙降水平均

pH值达到3.54，为监测城市中的最低值。 降水主均pH值小于4个，

其中，酸雨频率大于90%的城市有宜宾、衡阳、长沙、赣州；酸雨 频

率大于80%的城市还有梧州、厦门、怀化、南昌、图们；酸雨频率大于

70%的城市还有乐 山、广州。

水环境 1996年，我国江河湖库水域仍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除个别水系支流和部分内陆 河流外，总体上仍呈加重趋势，78%的

城市河段不适宜作饮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 污染，工业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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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城镇附近的水域污染突出。 根据全国2222个监测站的监测结果，

我国七大水系的污染程度次序为：辽河、海河、 淮河、黄河、松花江、

珠江、长江，其中辽河、海河、淮河污染最重。主要大淡水湖泊的 污染

程度次序为，巢湖(西半湖)、滇池、南四湖、太湖、洪泽湖、洞庭湖、镜

泊湖、兴凯 湖、博斯膝湖、松花湖、洱海，其中巢湖、滇池、南四湖、太

湖污染最重。 

水系 据我国七大水系重点评价河段统计，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

准)I、II类的占32.2%， 符合III类标准的占28.9%，属于 IV、V类

标准的占38.9%。与上年相比，七大水系的水质状 况没好转，水污

染程度在加剧，范围在扩大。 长江水系水质污染与上年相比呈加重

趋势。水质符合I、II类水质标准的河段为38.8% ，符合III类标准

的为33.7%，属于 IV、V类标准的为27.5%。主要污染参数为氨氮、高

锰酸 盐指数和挥发酚，个别河段铜超标。长江干流总体水质虽好，

但干流岸边污染严重，干流 城市江段的岸边污染带总长约 500公里。

 黄河水质污染日趋严重。全流域符合I、II类水质标准的占8.2%，符

合 111类标准的占 26.4%，属于 IV、V类标准的占65.4%。主要污染参

数为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 和挥发酚。黄河的水污染随着

水量的减少和沿岸排污量的增加有加重的趋势，托克托到龙 门区段

的1100余家企业直接排污入黄，污水量占干流日径流量的5%。在上

游来水量不断减 少、下游灌溉引水和城市供水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黄河下游的断流日趋严重。黄河1996年 断流时间达136天，断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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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近700公里，约占黄河郑州以下总河长的90%。 珠江水系水质总体

较好，部分支流河段受到污染。水质符合I、II类水质标准的占49. 

5%，符合III类标准的占31.2%，属于 IV、V类标准的占19.3%。主要

污染参数为氨氮、高锰 酸盐指数和砷化物。 淮河水系污染问题仍十

分突出，枯水期干流水质污染严重，重污染段向上游延伸，但 一些

重点治理的支流的超标程度在逐步降低，符合I、II类水质标准的占

17.6%，符合III 类标准的占31.2%，属于 IV、V类标准的占51.2%。

主要污染参数为氨氮、高锰酸盐指数。 颖河、河有时达到 IV、V类标准。

 松花江、辽河水系污染严重。松花江水系污染主要污染参数是总汞、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和挥发酚。其中，同江段总汞污染严重，水质较

历年都差。辽河水系枯水期污染严重 ，流经城市河段的水质均超过

地面水 V类标准。全水系符合I、II类水质标准的仅占2.9%， 符合

III类水质标准的占24.3%，属于 IV、V类标准的占72.8%。主要污染

参数为氨氮、高锰 酸盐指数和挥发酚，铜、氰化物、汞也有超标现象。 

海河水系水污染问题一直比较严重。一些重要的地面水源地己受污染

或有污染威胁。 包括水库在内，符合I、II类水质标准的占39.7%，

符合III类标准的占19.2%，属于 IV、V 标准的占41.1%。主要污染参

数为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和挥发酚。流域内的大 小河流

及水库除了拒马河、陡河及密云、怀柔、黄壁庄、潘家口、章泽和王快水

库水质尚 好外，其余河段基本为污染河段。 浙闽片的水系水质较好，

少数河段受到污染，符合I、II类水质标准的占40.7%符合II I类标

准的占31.8%，属于 IV、V类标准的占27.5%。主要污染参数为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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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内陆河流水质良好，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个别河段的总硬

度和氯化符合I、II 类水质标准的占63.5%，符合III类标准的占

25.4%，属于 IV、V类标准的占 l1.l%。

城市河段 在统计的138个城市河段中，有133个河段受到不同程度

的污染，占统计总数的96.4%。 属于超 V类水质的有53个河段，属

于 V类水质的有27个河段，属于 IV类水质的有26个河段属 于

II、III类水质的有32个河段，分别占统计总数的

38.4%、19.6%、18.8%和 23.2%。城市 河段主要污染参数是石油类和高

锰酸盐指数，悬浮物超标现象仍普遍存在。

城市地下水 城市地下水质总体较好。与上年相比，大部分城市水质

保持稳定或有所好转，沿海城 市的海水入侵状况无明显变化。 据统

计，我国80个大中城市的城区和近郊区地下水开采总量为79亿立

方米。城市地下水供 需矛盾有所缓和，北京、哈尔滨、石家庄、保定、

沈阳、常州、苏州等市地下水位有所回 升。特别是常州地下水位回升

2.68米，为多年少见。但山东淄博、河北沧州等市地下水超 采仍很

严重，在年降水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沧州市深层地下水位漏斗

面积比上年扩大 一倍，达2225平方公里。

湖泊水库 湖泊水库依然普遍受到污染，总磷、总氮污染严重，有机

物污染面广，个别湖泊水库 出现重金属污染。 淡水湖泊的主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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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总磷、总氮，首要环境问题是富营养化。耗氧有机物污染突 出，

重金属污染较轻。巢湖的总磷、总氮污染严重，湖泊重度富营养化。滇

池的主要污染 参数为总磷、总氮、高锰酸盐指数。东太湖水质尚好，

入湖河道的水质己达地面水质III 一 IV类标准，沿岸地区污染较重，

其中五里湖、梅梁湖富营养化和有机污染最重，主要污 染参数是总

氮、总磷。 大型水库污染参数均为总氮、总磷。石门水库污染较重，稍

轻是门楼水库，新安江水 库污染最轻，汾河水库重金属污染较重。 

海域 四大海域污染仍主要发生在近岸海域并有加重趋势。主要污染

参数仍为无机氮、无机 磷和石油类。各海区近岸海域无机氮超过一类

海水水质标准的超标率依次是，东海83%、渤 海 60%、黄海58%、南海

52%；无机磷超过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超标率依次是，东海77%、渤 

海 49%、黄海47%、南海20%；石油类超过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超标率

依次是，渤海64%、黄 海53%、南海33%、东海18%。珠江口海域依然是

中国近海污染较重的海域之一，水体中无 机氮、无机磷和石油类普

遍超标，pH值和溶解氧也有超标现象。胶州湾海域的无机氮、无 机

磷和油类也普遍超标。长江口、杭州湾、舟山渔场、浙江沿岸、辽东湾等

海域的无机氮 和无机磷普遍超标，大连湾、锦州湾海域的无机氮和

石油类超标也较严重。

声环境 据44个国控网络城市监测，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分布在

51.5—65.8dB(A)之间，平 均等效声级(面积加权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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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dB(A)，其中洛阳、大同、开封、海口和兰州 5市的区 域环境噪

声平均等效声级超过 60dB(A)。 据49个国控网络城市监测，道路交

通噪声等效声级范围为68.0—76.3dB(A)，平均等效 声(路段长度

加权)为 71.ldB(A)，其中以河南开封为最高，达76.3dB(A)。 在国

控网络城市中，各类功能区的噪声超标率分别为，特殊住宅区域

81.8%，居住、文 教区域63.0%，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域60.5%，

工业区域30.4%，交通干线道路两侧区域 82.2%。

森林、草地与荒漠 我国现有森林面积 1.337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13.92%，活立木蓄积量117.85亿立方 米。据1996年调查，1995年

全国(未含西藏和台湾)林木资源消耗量力 30186.1万立方米， 毛

竹消耗量49615万根，林木生长量继续大于消耗量。 1996年发生森

林火灾 5055次，受害森林面积 186666.2公顷。全国森林火灾受害率

已降 到 0.75%“以下，连续 9年保持历史最低水平；森林病虫害发

生总面积 662.0万公顷，较上 年所下降。病虫害防治面积 426.3万

公顷，占发生森林病虫害总面积的64%，比上年稍有下 降。 1996年，

我国北方11省草地鼠虫害发生面积 3931万公顷，其中鼠害面积占

78.7%，虫害 占21.3%，超过防治临界密度的成灾面积 2340万公顷，

比上年增加了 9.3%。草地鼠虫害防 治面积 454万公顷，其中灭鼠面

积 333.6万公顷，治虫面积 120.6万公顷，防治总面积较上年 增加

53万公顷，增加了 13.2%。通过治虫灭鼠，估计减.少牧草损失 10.7

亿公斤，折合 1.84 亿元，投入产出比为 1:5.5。全国发生草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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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起，其中重大火灾 17起，特大火灾 11起。 草原火灾受害面积

138.4万公顷，烧死(伤)牲畜 10676头。与上年相比，草原火灾受害

面积 增加86.4万公顷。 截至 1996年底，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

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盐碱 化土壤面积为

4408.6万公顷，其中耕地578.4万公顷。

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 1996年，农作物生长关键季节的光热水匹配

较好，气候条件属一般偏好年景。全年平 均气温北方普遍偏高，南

方普遍偏低。东北、华北冬季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1一2C，其 中

黑龙江大部偏高3一4C，北方己连续第 l0年出现暖冬。全国大部地

区年降水量接近常年或 偏多，河北石家庄偏多达1倍。梅雨季节，

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雨、暴雨不断。据统计，大部 地区6一7月降水量

在350一 650毫米，湘西、湘北、鄂东、皖南、黔东、桂北、川东南等地 

达700一 1000毫米，局地超过 1000毫米。安徽安庆、贵州凯里、四川

重庆和涪陵等地的降水 量为近40年来同期最大值。长江流域的沅江、

资水、洞庭湖、长江中游干流部分河段以及 珠江流域的柳江等出现了

历史实测最高水位。 1996年，多种气象灾害频繁出现，尤其是暴雨

洪涝，其范围之广、灾情之重，为建国 以来所少有。7月中旬，新疆

20多个县市发生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8月上旬，北方出现了 入汛

以后最强的一次暴雨过程，华北中南部、东北南部等地旬降水量普遍

在 l00一 250毫米， 比常年同期偏多 1一 3倍，河北石家庄达471

毫米，偏多近5倍。黄河下游花园口出现历史最 高水位；海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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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牙河、漳卫河、大清河出现了近33年最大洪水，滹沱河上游发生百

年 一遇特大洪水。11月上旬，淮河及汉水流域大部、江南西部普降

大雨、暴雨，旬降水量达 100一 16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3一 5倍，

局地偏多 6一 8倍，致使淮河干流发生建国以来罕 见的秋汛，汉水

武汉段出现了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这一年共有7个台风在我国登陆。

据不完全统计，台风在受灾较重的广东、广西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

200多亿元。地质灾害属中等灾年，因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灾

害造 成 1029人死亡，7689人受伤。

工业污染 

县及县以上工业 1996年，工业废气中污染物排放量有所降低，烟

尘排放量758万吨，比上年降低9.5%； 粉尘排放量562万吨.比上

年降低12.1%；二氧化硫排放量1397万吨，与上年大体持平。 工业

废水排放量205.9亿吨，比上年降低7.2%。工业废水处理量238.7亿

吨，工业废水 排放达标量121.7亿吨。外排工业废水中含化学需氧

量704万吨，比上年降低8.4%；重金属 排放量1541吨，比上年降

低14.3%；砷排放量1132吨，比上年增长4.2%；氰化物排放量2457 

吨，比上年降低1.8%；挥发酚排放量5710吨，比上年降低10.0%；

石油类排放量60947吨， 比上年降低5.0%；悬浮物排放量780万吨；

硫化物排放量3.2万吨。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6.6亿吨，比上年增

加0.2亿吨，其中危险废物产生量0.1亿吨；工 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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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万吨，其中危险废物排放量22万吨；工业固体废物历年累计堆

存量 64.9亿吨，比上年减少1.5亿吨，占地51680公顷。

乡镇工业 九十年代以来，乡镇工业持续迅速发展，其产值占全国工

业总产值的比率由 1989年的 23.8%上升到1995年的42.5%。由此，

乡镇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也呈急剧增长趋势。据1996一 1997年国家环

保局、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的“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

调查” 的初步结果，1995年乡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力 549万吨，

占当年全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量的28.2%；乡镇工业烟尘排放量为

993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烟尘排放量的54.2%；乡镇 工业粉尘排

放量为1358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粉尘排放量的68.3%；乡镇工业

废水中化学 需氧量的排放量为670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废水中化

学需氧量排放量的46.5%；乡镇工业 固体废物产生量4.1亿吨，占

当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38.6%。初步调查结果表明， 乡镇

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已成为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 并呈迅速增长的趋

势。(最终调查结果以《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公报》为准) 

环境污染事故与经济损失

工业污染事故 1996年，全国发生工业污染事故 1446起，比去年减

少517起。其中废水污染事故 667起， 比去年减少355起；废气污

染事故 585起，比去年碱少147起；固体废物污染事故 38起，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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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减少32起；噪声污染事故 39起，比去年减少1起。在上述污染事

故中，特大事故 42起，比 去年减少14起；重大事故 31起，比去

年减少53起。

渔业污染事件与经济损失 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共发生753起渔业

水域污染事件，有14.9万公顷的养殖水面受到 污染损失水产品 2.8

万吨，造成渔业经济损失 1.7亿元，其中淡水产品损失 0.9亿元，

海水产 品损失 0.8亿元。

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 环境因素是影响居民健康和死亡的四个重大因

素之一。1996年，全国人口总死亡率为 656/10万人，比上年略有下

降。城市人口死亡率为604/10万人，男性为655/10万人，女性 为

552/10.万人；农村人口死亡率为639/10万人，男性为691/l0万人，

女性为585/10万人； 城市恶性肿瘤死亡率为131/10万人，男性为

160/10万人，女性为10l/10万人；农村地区恶性 肿瘤死亡率为

105/10万人，男性为130/10万人，女性为78/10万人；城市地区呼

吸系统疾病 死亡率在死因排序中名列第四，达92/10万人，农村地

区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在死因排序中 名列第一，达161/l0万人 。

1996年，据29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共发生65起事故性环境 污染，

其中由化学性污染物引起的有28起，由生物性污染物引起的有26

起，暴露于污染中 的人数达511124人，导致 4305人发病，其中伤

寒 916人、痢疾 847人、病毒性肝炎 977人、其 它肠道传染病 11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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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造成10人死亡。这些事故性环境污染中，41.5%由生活污水污染引

起， 33.8%由工业污染引起。

环境建设与保护 1996年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 。

3月，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 了我国

跨纪的环保目标；6月，中国政府向国内外发表了《中国的环境保

护》白皮书；7月， 国务院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对实

现跨世纪的环保目标作了总动员和总体部署， 这是我国环境与发展

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8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环境保

护 若干问题的决定》；9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环境保护“九五”

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 其附件《“九五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计划》和《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第一 期)》是实现“九

五环保目标采取的两项重大举措。一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和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

会议精神，严格执法，积 极稳步地推行各项管理制度和措施，环境

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

自然保护与生态建设 我国政府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非常重视，

1996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 保护条例》、《全国陆生野

生动物资源调查技术规程》和《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 查技术

规程》并在全国开展了陆生野生动物资源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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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调查工作。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协调组积极开展工作，成员

单位由 13个部门扩展到20个部门。国 家组织编写了《中国生物多样

性国情研究报告》，开展了生物多样性数据管理等项目，均 取得较

好的进展。1996年 10月，我国加入了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 

1996年，国务院批准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总数达到106处。 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浙江天目出自然保

护区和贵州茂兰自然保护区加入《国际人与 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至

此，我国有12处自然保护区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自

然保护区职管理人员达1.5万人。全国已建立各类森林公园 780余处，

总经营面积 720万公 顷。 大熊猫保护工程建设成绩显著。1996年，

我国投资 700多万元用于大熊猫保护工程建设， 共建 25个保护区，

总面积 10690平方公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美国圣地亚哥动物

园协 会签署了《大熊猫合作研究繁殖协议》及相关议定书。 1996年，

 全国共完成造林面积 491.9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 431.5万公顷，

飞播造 林 64.4万公顷；封山育林 366.0万公顷，累计封山育林面

积达3018.8万公顷；全民参加义 务植树总人数达5.35亿人次，植

树 24亿株。“三北“防护林体系三期工程建设完成造林面 积 134.2

万公顷；长林工程完成造林面积 7.2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 6.4万

公顷，飞播造林 0.8万公顷，有58个县达到了一期工程建设标准；

沿海特殊保护林带的保护工作开始启动； 平原绿化工程完成造林面

积 3.6万公顷，又有26个县达到平原农田防护林建设标准，累计 

有 795个县实现平原绿化；太行山绿化工程完成造林面积 40.2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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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1996年启动的黄河 中游、辽河流域、珠江流域和淮河太湖防护

林工程也取得明显进展；防沙治沙工程完成综 合治理开发面积

86.7万公顷。 到1996年底，全国开展生态农业建设的地市20个，

生态农业试点县 160个，乡村级试 点 2000多个，覆盖面积近2亿

亩。69个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工作全面启动，这项工作 得到试

点 v地区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 1996年，农村能源建设效果显著。农

村户用沼气池保有量超过 600万户，省柴节煤炉 灶累计 r推广1.77

亿户。到1996年底，结合有机废物处理，全国己建成大中型沼气工

程约 550座，城镇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 5万多座；北方地区结合新

宅建设，建造大阳能房屋 450 多万平方米，减少了取暖耗煤量和二

氧化碳排放量。138个县通过“八五”农村能源综合 建设项目的国

家验收，“九五”百县农村能源综合建设项目正式启动。

工业污染防治 1996年，国家下达了第三批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

121个。全国共完成限期治理项目 5717个，限期治理投资达42.4亿

元。 全国县以上工业企业燃料燃烧废气消烟除尘率90.0%，比上年

提高0.3个百分点；生 产工艺废气净化处理率75.0%，比上年提高

4.2入百分点；工业锅炉烟尘排放达标率80.0%， 比上年提高2个

百分点；工业炉窑烟尘排放达标率62.1%，比上年提高7.8个百分点。

工业 废水处理率81.6%，比上年提高4.8个百分点；外排工业废水

达标率59.]%，比上年提高3.7 个百分点。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1.15

亿吨，比上年减少0.27亿吨；综合利用量2.84亿吨， 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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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1996年，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经贸

委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共举办 17期培 训班，培训 523

人次，并在102家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流域和海洋的环境保护 1996年， 海河、辽河、淮河、巢湖、滇池、太

湖(即“三河三湖“)的水污染防治工 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个别河段

的污染程度有所减轻。 截至 1996年 6月 30日，沿淮4省共关闭了年

产 5000吨以下的小造纸厂 1111家，对 413家 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

关停或采取限产限排措施，有97家重污染企业实现了达标排放，共 

削减化学需氧量47.4万吨/年，完成了当年削减污染负荷 15%的目标。

国家安排 2.5亿元贷 款支持28个重点项目的污染治理。在国家支持

和流域内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污染严 重地区的居民饮水问题正

逐步得到解决。截至 1996年底，己解决 167.2万人的饮水问题。 海

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得到加强。 1996年 8月，国务院环委会召

开了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辽河流域3省、自 治区编制了

各自辖区的辽河水污染防治规划。1996年 4月，国务院环委会在江苏

省无锡 市召开了太湖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研究部署太湖流域

水污染防治工作。国家环保 局会同国家计委、B水利部编制了《大湖

水污染防治“九五”计划及2010年规划》(送 审稿)。江苏省人大

1996年 6月修订颁布了《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 海洋环保工

作得到加强。完成了《中国海洋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1996一 2010)》、 

《中国海岸带湿地保护行动计划》、《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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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海洋 倾倒区选划与监测指南》的编制。到1996年底，我国海

洋自然保护区总数巳达61个， 其中国家级 15个，地方级 46个,保

护区面积为114.2万公顷。各海区管理部门选划批准 了临时倾倒区

16个，颁发许可证 441份，批准疏浚泥倾倒量3578.07万立方米；

组织南 海和北海分局对海上作业者使用的消油剂进行了全面核查，

共审查批准了 14份溢油应 急计划。

臭氢层保护 截至 1996年 9月，我国共获得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

金执委会批准项目 185个，赠 款 1.25亿美元，项目完成后可淘汰

消耗臭氧层物质 3.6万吨；18个投资项目己基本完成， 可实现年消

耗臭氧层物质削减量4648吨(以消耗臭氧层潜能值计)。为加快消耗

臭氧层 物质的削减进程，我国与世界银行开展了哈龙行业整体申报

机制研究以取代单个项目 审批的传统模式“.中国消防行业哈龙整

体淘汰计划”已提交执委会并获原则性认可。

环境保护产业 1996年，环保产业管理工作有较大进展。完成了全国

环保产业基本情况调查，颁 发了《关于环境保护产品实行认证的决

定》。全年有282个产品通过认定，其中，除尘 设备及相关配件 170

个，水污染处理设备及净水剂 51个，垃圾焚烧设备 7个，噪声控制 

产品 31个，环境监测仪器 20个，汽车排放控制产品 3个。批准获得

环境标志产品的企业 22人，产品型号 76个。截至年底，共有32个

企业的107个型号的产品获得环境标志；27 个企业开展了环境管理

16



体系(lS014000)认证试点工作，有4个企业通过了IS014001认证。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1996年，城市公共绿地面积由上年的9.4万公顷

扩大到 l0万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 面积达49.4j万公顷，比上年增

长7.1%，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上年的23.9%上升到24.4%。 集中供热

面积达73433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3.6%；煤气供气总量为134.8

亿立方米， 比上年增加8.1亿立方米；天然气供气总量为63.8亿

立方米，比上年增加3.5亿立方米； 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达576.2

万吨，比上年增加87.6万吨。全国已有13835.5万居民用 上了燃气，

用气普及率由上年的70.0%上升到73.3%。城市供水总量达466亿立

方米，比 上年减少16亿立方米，生活用水量达167亿立方米，比

上年增加9亿立方米。城市供水 普及率为94.99%,比上年提高2个百

分点，人均日平均用水量达208升，比上年增加12.6 升。新增自来

水日供水能力 579.2万立方米、供水管道 3684公里、排水管道 2346

公里。 新增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98.5万立方米。清运垃圾粪便 13756

万吨，大中城市基本做到 日产日清。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量达6749

万吨，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为49.1%，比上 年提高5.4个百分点，

城市环境卫生有所改善。

环境监督与管理 1996年，环境立法取得新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 j法》和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4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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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开始实施。国家环保局与外经贸部等联合发布 了

《废物进口环境保护暂行管理规定》。电力部制定了《电力工业环境保

护管理办法》。 煤炭部修订发布了《关于加强煤炭工业环境保护工作

的若干规定》。国家环保局会同农 业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联合下

达了《关于加强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规定》。 解放军三总部联合

下发了《关于加强军队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山东、山西、新疆等 省、

自治区制定了本辖区的环境保护条例。江苏、浙江、内蒙等省、自治区

制定了防治 水污染的专门法规。黑龙江省制定了防治工业污染的专

门法规。这一年，全国各地共制 定地方性环境法规 24件，地方环保

规章 118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上海、北京、天津 3个 直辖市进行了

环境执法检查；全国人大环资委和国务院环委会联合对陕西、青海、

宁夏 3省、自治区进行了环境执法检查。 1996年，全国各地认真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取缔、 关停了 15类

污染严重的小企业6万多家。1996年，“洋垃圾“进京事件披露后，

在全国 引起震动。为制止“洋垃圾”污染转嫁，在海关、商检、外经

贸等部门的配合下，国家 环保局认真查处了北京平谷、上海、新疆、

天津等地发生的非法进口“洋垃圾”事件， 严厉打击了非法进口废

物的违法行为。经初步统计，这一年共有200多艘转移“洋垃圾” 

的船只被拒于国门之外。 1996年，全国已建成烟尘控制区2319个，

面积 12961平方公里；已建成环境噪声达 标区1734+个，面积 6222

平方公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及定量考核进入一个新阶段。国 家考核

城市和省级考核城市开始执行“九五”期间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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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体系。 国家考核城市扩大到46个。国家重点城市地面水环

境功能区划工作基本完成，并首次进 行考核。1992一 1994z年国家

级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总分前十名的城市天津、海 口、苏州、

大连、北京、深 j圳、广州、杭州、南京、石家庄获“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十 佳城市”称号。 1996年， 国家发布42项环境标准，其中国家标

准 32项，行业标准 10项，原33项环 境标准被替代。截至年底，环

境保护国家标准有347项，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28项，总数 为375

项。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发布了 6项标志产品技术要求，环

境标志产品 技术要求己达15项。 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制度

和“三同时”制度继续得到执行。1996年共有 80220个建设项目立

项，履行环境影响报告制度的有65438个，执行率为81.6%。其中编 

制报告书 2656份，填写报告表45988份，办理备案 16736份。1996

年国家审理的大型、特 大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大纲 171项。本年

建成投产项目总数达29717个，其中应执行 “三同时”制度的项目

数为19937个。实际执行“三同时”的项目为17938个，其中环保 

设施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为15904项。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普遍实行

排放水污染物许可 证制度，对 42412人企业发放了 41720个排污许

可证。对 8500种化学品进出口进行了审查 登记。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

的增强，信访工作量加大。各级人大、政协有关环境的提案 6177 项，

当年已办理 5990项；全年累计收到来信 67268件，接待来访 96379

人次，其中反映的 问题有89.4%在当年得到解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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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技 1996年，环境科技工作取得新进展。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环

保系统科技工作会议，表 彰了 10年来环境科技战线先进集体、先进

个人和环保科技先进企业。这一年，全国有301 项环保科技成果进

行了成果登记，118项环抱科研项目通过验收或鉴定。有15项环保科

研 成果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及发明奖，其中，二等奖 5项，三等

奖 9项，四等奖 1项。有89 项环保科研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其中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7项，三等奖 66项，四等 奖 4项。 国家

环保局评出最佳实用技术 80项，其中 A类 8项，B类 72项。在这些

最佳实用技术中， 大气污染防治技术 33项，水污染防治技术 21项，

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技术 12项，噪声防 治技术 5项，监测仪器 5

项，其他 4项。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共有5.9万个单位推广实施 

了 140项最佳实用技术，总投资 37.9亿元，创经济效益 48.4亿元；

废水达标排放 3亿吨， 节水2亿吨，削减化学需氧量33万吨、生化

需氧量3.6万吨、悬浮物89万吨；削减烟尘89 万吨、二氧化硫7万

吨，回收工业粉尘645万吨；削减有机溶剂 14万吨；垃圾无害化处

理 215万吨；增加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67.4万吨，减少工业固

体废物占地面积 2000多公 顷。

环境宣传教育 环境宣传教育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

教委和国家环保局联合发布 了《全国7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召

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会议；配合有 关部门继续开 7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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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结合

“6.5” 世界环境日，1围绕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和国务院《关

于环境保护工作若干问题的决 定》及重点流域、区域的污染治理等环

保中心工作，全国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环境宣传教育 活动。 1996年，

张家港市被授予“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称号，徐州矿务局中学生小

记者团获 联合 j国环境署“全球 500佳”称号，山西大钢渣场等4

单位被命名为“全国环境教育基地”。

环境保护对外交流与合作 1996年，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多德斯

韦尔女士专程来华出席我国第四次全国环境保 护会议 j开幕式并致

辞；接待了丹麦、荷兰、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和波兰6国的环境部 

长访华。z中国与丹麦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与丹

麦王国环境与能源部环 境合作协定》、与塔吉克斯坦签订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环境 保护合作协定》、与俄罗

斯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兴凯湖自 然

保护区协定》、与巴基斯坦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与

巴基斯坦伊斯兰 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环境保护合作协定》、与

波兰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 境保护局与波兰环境保护、自然

资源与森林部环境保护合作协定》、与伊朗签订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

林业部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设部关于林业、荒漠化防治和流域整治

合作备忘 录》。 这一年，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二次缔约方会议、《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三次缔约国会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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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第四次缔约国会议和《关于 消耗臭氧层物质的

蒙特利尔议定书》第八次缔约国会议、《湿地公约》第六次缔约国会议、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等国际会议。 1996年 9月，中

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了第五次会议。与联合国环

境 署、B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日本、芬兰、荷兰和澳大利亚等国

联合在华举办了 22次 国际会议、研讨会和培训班，还参加了《西北

太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行动计划》和 《湄公河环境保护方案》等区

域活动。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注：1.公报中涉及的全国性统计

数据，除注明外，均未包括台湾省和香港、澳门地区。 2.本公报的数

据由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建设部、地质矿产部、卫生部、中国气 象

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环境保护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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