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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是“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实

施开局之年。巴中市生态环境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和生态环境厅决策部署，

紧扣市委“建设三市两地一枢纽”重大战略和省厅“练兵比武、提升能力，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工作安排，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突出精准、科学、依

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决守住巴中绿色生态本底，努力提升生态

文明建设水平，中央和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完成率达 99.25%，空气环境质

量连续 5 年位列全国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水环境质量达标率保持 100%，土

壤、固废危废、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可控，县区国省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命名实现全

覆盖。2021 年 12 月，在省委省政府 2020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污染防

治攻坚成效考核中巴中位列全省“第一方阵”。

省政府副省长陈炜赴巴中市调研指导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运维管理情况

生态环境厅厅长王波调研督导巴中乡镇污

水处理站运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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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鹏凌调研督导生态

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市委书记何平调研督导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问题整改工作



- 3 -

2021 年巴中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动员会召开

1.1 大气污染防治

持续开展“五大专项整治”和减污降碳协同控制，建立“三区联防、五污联

治、八部联动”工作机制，深化专项整治，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印发《关于在城区内禁止销售、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煤

炭的通告》《关于加强城区脏车综合治理的通告》《关于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实

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的通告》《巴中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0 年修订）修

改单》《关于巴中市城市建成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孔明灯的通告》《巴中市臭

氧污染防治攻坚方案》《巴中市环保汽修集中攻坚专项行动方案》等文件。

强力整治突出问题。聚焦“控煤、减排、管车、降尘、禁烧、治油烟”等

1 环境空气 1 环境空气
1 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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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王毅主持召开秸秆禁烧和

综合利用现场会

市委副书记喻在岗调研环境空气

质量自动监测国控站点情况

重点，强化重点区域、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重点部位的管控。充分雷达走航、

污染源监控等科技手段和数据平台，协同推进臭氧污染和 PM2.5 共治。共入户检

测用车大户 11 家，抽测柴油货车 1021 辆，不合格 39 辆，移交公安部门 39 辆；

黑烟车抓拍车辆 222298 辆，不合格 190 辆；抽测非道路移动机械 173 辆，不合

格 104 辆。拆除下两、沙河 2家手续不齐加油站，完成国药天江及普瑞制药厂 2

家企业泄露检测与修复工作，推进全市水泥行业常态化错峰生产工作。重新调整

划定《巴中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劝止秸秆露天焚烧 200 余起，3个禁烧管控

不力乡镇在市电视台公开承诺。

强化联防联控。从市综合执法、公安等部门抽调 20 余人，组建 3支市级大

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组，先后督查定点煤炭经营场所、建筑工地、市政工程、棚

户区改造、等 224 家（次），责令停工 20 余处，制止烤火煤和薪柴烧烤取暖 120

余处、劝阻露天违规熏制腊肉 24 处、督促指导正常使用无烟烧烤设施 400 余家、

劝洗脏车 200 余辆，对不执行重污染应急减排措施的 1家企业进行了查封扣押。

1.2 应对气候变化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进落后产能淘汰，2021 年经县区政府认定“散乱污”

企业共 24 家，按“一企一策”整治方案，2021 年应完成整改销号 17 家，现已

完成 18 家。排查燃煤小锅炉 12 家，整治燃煤锅炉 8家。推进交通领域低碳改造，

2021 年度我市居民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为 30.53%，同比增长 0.03%。控制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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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2021 年全市共建成秸秆“五化”利用市场主体 72 家、秸秆收储

点 466 个，秸秆综合利用率持续稳定在 92%以上。完成《巴中市 2018 年温室气

体排放清单总报告》编制，并以全省质量第 1名完成报告备案。

增加森林碳汇。完成营造林 26.54 万亩，新建义务植树基地（点）7处、86

万人次植树 195 万株，完成通道绿化 363 公里、水系绿化 231 公里，建设竹林风

景线 36 公里、彩林风景线 261 公里，森林面积增加 3.3 万亩，森林蓄积量增长

95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增

加 0.18 个百分点。巴州区被

命名为“首批省级生态县”，

通江县被命名为“四川省森林

草原湿地生态屏障重点县”。

1.3 水污染防治

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及

时划定、调整、撤销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2021 年撤销通江县乡镇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5个、恩阳区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1个,启动南江县金台水

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修订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完成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基础信息调查系统数据填报，更新完善全市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隔离防护网、植物隔离带、防撞墙、标识标牌等规范化建设，巴

城大佛寺、化成水库、通江县小通江河沉渡潭水源地预警站建成投运。开展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整治，排查整治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标识标牌隔离设施

损坏、部分生活污水直排等环境问题4个。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生态环境、住建、发改、财政四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

强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健全乡镇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长效机制，得到生态环境厅肯定并全省转发推广。目前建成

市政府副市长赵建仁暗访督导大气污染防治及重

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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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县城）污水处理厂 8座，6 个园区均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122 个建制

乡镇均已完成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100%。

深化河长制落地落实。制定河库管理保护问题、目标、任务、责任“四张清

单”，完成六条主要河流“一河一策”方案编制。落实 2678 名市县乡村四级河

长，巡河 10 万余次，发现并解决问题 700 余个。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

联防联治，完善落实跨界河流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市内各区县签订《跨界河流联

防联控协作框架协议》，市县两级与广元、达州、陕西汉中全面建立水生态环境资

源保护合作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规范入河排污口管理。落实“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及环评审批一件事”，整

合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及环评审批中所涉及的政务资源共享，实现企业在线上

“一次登录、一次申报”，线下“一次申请、一次跑动”，编制操作指南，有序

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审批工作，2021年设置入河排污口31个。制定《巴中市入河

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启动2021—2023年巴中市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坚持

“有口皆查、应查尽查”原则，全面排查、同步监测、溯源分析、分类整治。

强化流域环境治理。编制印发《巴中市“十四五”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巴

中市2020年度水环境承载力评

估报告》，按照分区施策原则，

提出差异化管控措施，落实流

域管理保护任务，提升精准治

污水平。争取流域横向补偿资

金 10577 万元、中央及省级资

金 25226 万元，用于饮用水源

保护、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重点流域环境整治项目，有序推进水污染综

合治理项目 12 个、河道生态修复项目 4个。市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委常委王毅深入平昌县开展巡河并督导生态环

境问题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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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5条已完成整治的市级黑臭水体开展联合检查，排查整治环境问题 11 个；全

市 2678 名四级河长联动发力，开展巡河 10 万余次，整治涉河重难点问题 312 个。

1.4 土壤污染防治

2021 年，充分运用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数据成果，编制完成全市及各

区县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成果报告，超额完成省下达我市农用地安

全利用面积 10145 亩，超省下达任务 8.7%。农药使用量及化肥使用量同比 2020

年分别减少 3.8%、3.4%，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 95%。农用地污染土壤安

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达到 100%。完成恩阳皮革厂 1 个疑似污染地

块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并列入了污染地块清单。完成通江县城南废弃垃圾填埋场

地块风险管控方案编制，完成了南江县咸丰铁矿有限公司地块、南江县翔鸽化工

有限公司原矿区地块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完成 4家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隐患

排查和地下水自行监测工作。完成平昌县星光工业园区、各区县污水处理厂、垃

圾处理设施周边土壤监督性监测工作。

1.5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2021 年，巴中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 346652.44 吨、贮存 59.3 吨，

处 置 45020.81 吨 ， 综 合 利 用

515692.33 吨（其中综合利用往年

214120 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率达 91.96%。全年共规范转移、

处置除医疗废物外的各类危险废物

共计 8094.45 吨。其中废矿物油与含

矿物油废物 2264.32 吨，焚烧处置残渣5177 吨，含铅废物 403.29吨，废酸 82.99

吨，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 92.83 吨，废料、涂料废物12.67吨，感光材料

废物3.07吨，其他危险废58.28吨。共处置医疗废物2135.06吨，其中疫情医疗废物

开展疫情防控医疗废物处置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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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吨，全市医疗废物得到及时、高效、规范、无害化处置。巴中市创意短视频“快

板《固废法》”获全省宣传短视频二等奖。

1.6 农村环境整治

2021 年，全面完成 54 个行政村农村环境整治，同步完成 52 个村“千村示

范工程”建设，完成 2条国家级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通江县铁佛镇尖包岭村油坊

沟堰塘、南江县杨坝镇罐坝村保树沟）。全市 1668 个行政村和涉农社区中，1072

个行政村（含涉农社区）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其中，污水纳入城镇市政污水

管网的行政村 161 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实现有效治理的行政村 382 个，通过粪

污资源化利用实现有效治理的行政村 529 个，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的行政

村比例达到 64%。巴中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被评为“巴中市十

大为民解难事项”，“3445”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运维管理模式得到国省充分肯

定。

依法推进建设项目审批。深化环评“放管服”。授权县区审批报告表项目文

件，整合入河排污口许可与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两个事项，纳入“一件事”一个流

程同步办理，出台环评审批和行政执法“正面清单”，实行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

69 家企业纳入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对部分民生项目实行环保执法“豁

免”。主动帮扶“一对一”。提前聘请省生态环境专家对四川好彩头食品、建丰

林业、易科碳素等 16 家企业，开展现场踏勘、座谈咨询和环境影响技术评估，

出具债券项目环评预审意见 12 个，优质高效审批项目环评 120 个。严把环评“质

量关”。在局官方网站公布年度 35 个项目环评编制单位质量评分情况，对 2021

年度县（区）审批的 11 个项目环评文件开展技术复核，从严把控环评质量。

积极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创新优化政务服务举措，企业群众网上办事体验感

1 环境空气 1 环境空气
2 行政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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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增强。协助通江石牛咀、南江团结 2家电站完成环评备案，完善玉堂水库等

7 家小水电环评手续，承诺审批年出栏生猪 5000 头以上养殖项目 7 个，网上登

记备案生猪养殖项目 142 个，年新增生猪养殖 24 万头。把服务小微企业“三个

一”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内容，开通一个环评政策咨询电

话、每周二为排污许可服务接待日、每月末工作日为集中服务日，全年累计接听

小微企业咨询服务电话 1500 余个，接访群众 770 人次，解决小微企业具体问题

150 余个。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组织召开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动员

会、创建工作推进会和工作调度会，印发《巴中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2021 年度工作要点》、《巴中市创

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责任清

单》，举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创建工作培训班，赴吴忠市实地

考察学习。区县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创建工作成效显著，通江县成功创

建第五批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巴州区被命名为通过省级生态县。全市5个区县国省生态文明创建实

现全覆盖，创建成功比例达到 100%，位居全省首位。巴中成功入选全省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全域试点市，平昌县“生态+战略”作为绿色发展示范典型案例全

国推广。

加强自然保护地监管。组织开展自然保护地“绿盾 2021”专项行动，对省

生态环境厅移交的 30 个自然保护地疑似问题线索进行现场核查，着力解决突出

2021 年 10 月，通江县被评为第五批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

1 环境空气 1 环境空气
3 自然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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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贯彻落实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印发《巴中市自

然保护区专项问题整改协调会商机制》，对环保督察反馈自然保护区 40 个问题

整改情况实行月调度，组织开展自然保护区联合监督检查。加大投入、增添措施，

推进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按照国省要求，立足辖区实际，科学优化调整自然保

护区功能分区和范围。

加强辐射环境质量监测。圆满完成巴中市国省控γ辐射累积剂量和瞬时剂量

率的辐射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完成大佛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总α、总β的采样监

测；完成辐射环境监测自动站的安全保障、周维护、突发自然灾害及其他故障巡

检；完成对重点核技术利用单位监督性监测和通讯基站电磁辐射投诉监测。

强化辐射环境准入。全年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 51 件，其中，新办 15 件、变

更 14 件、延续 8件、重新申领

14 件，办证率 100%，审批辐射

类建设项目环评 2 件，办理野

外使用放射源异地作业备案 6

件。

保障核与辐射环境安全。统筹抓好辐射安全日常监管和隐患排查，印发《巴

中市2021年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监督检查暨2021年巴中市核与辐射安全隐

患排查工作实施方案》(巴环境办发〔2021〕2 号)，组织对 120 家核技术利用单

位开展线上线下全面检查。对存在辐射安全隐患的单位责令整改并督促落实，累

计出动 80 余人次。印发《巴中市核与辐射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成立了核与辐

射安全协调机制领导机构，明确了各成员单位核与辐射监管职能职责。

1 环境空气 1 环境空气
4 核与辐射安全管理

省辐射站对南江人民医院开展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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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率先实施《重大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配套出台《巴中

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创新出台《生态环境保护检视评议办

法》《秸秆露天禁烧管理暂行办法》，《巴中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正式施

行，编印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选编）3000 余册，发放至干部职工学习。中

国生态文明奖获得者、全国“十大最美基层环保人”刘永涛又添“四川省 2021

年度十大法治人物”新彩，环境执法人员张诚喜获“巴中市十大法治人物”。有

序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组织开展案件线索排查 5次，全年全市

共启动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13 件，鼓励赔偿义务人通过覆土复绿、增殖

放流、补种树木等方式开展生态

修复。聘请法治专家、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专家 1名，为全局法治

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提供

决策参考。组织 50 家企业参与

省级、29 家企业参与市级企业环

境信用评价，并抓好结果运用。

1 环境空气 1 环境空气
5 法治与政策

中国生态文明奖获得者、全国“十大最美基层环

保人”刘永涛荣获“四川省 2021 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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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严格按照省、市

监测方案和要点，全面完成监

测任务，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

设不断优化完善。完成了 41

个国家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监

督性监测和在线监测设备的比

对抽测，开展“双随机”、执

法协同监测 163 起。开展督察问题专项监测 21 起。开展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

站应急拉练指令，并与广元站联合开展了以“广巴交界处车祸造成硫酸铅污染河

水”为事件情景应急监测演练，完成了省厅下达的重金属应急监测任务和应急能

力建设考核。编制了《2016-2020 年巴中市环境质量报告书》，获省厅通报表扬

为“优良”等次。发布了《2020 年巴中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及各类环境质量

公告，环境质量分析报告。定期公开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数据,实时公开空气、地

表水自动监测数据，及时发布重点区域空气质量预报。监测样品分析和数据审核

等工作受到了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通报表扬，巴中“543 模式”高效推进采测分离

工作获省厅充分肯定。

2021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紧密围绕中央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

个重心”，切实抓牢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维护群众生态环境权益“两个重点”，

取得显著成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四川省环保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1 环境空气 1 环境空气
6 环境监测

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站长方自力现场指导我市应

急监测演练

1 环境空气 1 环境空气
7 环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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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查处违法行为。深入推进打击危险废物违法行为和在线监控数据弄虚作

假、重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和自主验收监督检查、自然保护地环境监

管、冬春季大气污染防治和垃圾渗滤液执法检查等“五大”专项执法行动，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 952 家（次），始终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从

严查处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下达处罚决定书 63 件，处罚款 491.89 万元，使

用配套办法 4件，组织听证 2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件。全媒体公开发布 2021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十大典型违法案件，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形成强力震慑。

持续优化执法方式。全面推行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制度。按照生态环境厅最新

标准对全市企业再次进行全面排查、筛选和公示，最终确定 21 家企业纳入生态

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并完成备案，结合在线监控、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开展

非现场监管、指导帮扶 379 家（次）。强化网格化环境监管。承办全省网格化环

境监管师资培训，市县共组织开展网格化环境监管培训 85 次，培训人员 1500 余

人次，进一步提升基层网格环境监管能力。

巴中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荣获“四

川省环保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多部门首次环保联合双随机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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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高效完成第二轮央督，信访举报量较首轮央督下降 45%，反馈通报问题

全省最少，未出现国省重大负面典型问题被通报和曝光。全市中央、省生态环保

督察、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及常态化排查整改问题共 1072 项，已完成整改

1065 项，整改完成率 99.35%，其余问题均达到时序进度要求。其中，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293

项问题，已完成整改 293 项；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450 项问

题，已完成整改 450 项；省专

项督察 232项问题，已完成228

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

共 35 项，已完成 32 项；常态

化排查整改问题 62 项，已完成

62 项。

2021 年，全市共受理各类信访投诉 203 件。全国“12369”环保举报联网平

台 75 件，电话投诉 95 件，群众来信、来访 11 件，网络信访（含局长信箱、市

长书记信箱）22 件。处理率 100%，办结率 100%。2021 年与 2020 年环境信访举

报数同比下降 30%。全市环境信访主要分类为：噪音污染 66 件、水污染 71 件、

大气污染 16 件、固废污染 13 件，这 4类环境污染占据全市环境信访总量 81%以

上。

1 环境空气 1 环境空气
8 环保督察

2021 年巴中市迎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动员部署会召开

1 环境空气 1 环境空气
9 环境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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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依托市电视台、巴中日报等传统媒体及新浪四川、微博微信等新兴

媒体，结合“4.22”地球日、“6.5”世界环境日、“送法入企”等纪念日，广

泛宣讲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传普及污染防治法、长江保护法、固废法、

核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累计接受咨询 1万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3万余份、环保

购物袋 3000 余个。试点开设中小学生生态环保教育课程，加快编制中小学校生

态环保教育读本，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育进学校、进课堂，上好人生第一

堂生态文明课。2021 年“助力老区后发赶超跨越发展—巴中市全域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入选全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四川实践》案例，市委书记何平在全国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上作《全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美丽中国老区样

板》经验交流发言；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王晓峰在“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学

习贯彻巴中市第五次党代会精神系列访谈上解读市第五次党代会有关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及时公开发布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信息，线上、线

下向公众开放环保设施 24 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6次，在市电视台录播《“一把

手”谈法治》，及时妥善处置“巴河水体变化”等网络舆情，积极引导网名朋友

关心支持巴中绿色发展。

1 环境空气 1 环境空气
10 宣传教育

2021“六五”世界环境日活动现场



- 16 -

2021 年，省、市、县三级统筹项目基本建成，23 台环境执法车辆配备到位。

坚持新时代好干部五条标准，完成 9 名执法队伍领导力量选拔任用、19 名科级

干部选拔任用、5 名县区局班子配备、4 名四级调研员晋升、2 名驻市监测中心

站科级干部推荐考察等事项。同时，完成机关、参公单位和事业单位职级设置，

晋升职级 23 人，通过高、中、初级职称 17 人，公开招引专业人才 15 人，无一

违纪，无一失误；印发《巴中市生态环境系统公务员平时考核实施方案》，对

125 名公务员（参公人员）开展了平时考核，进一步推动干部考核科学化、制度

化和常态化；开展大练兵和业务培训 20 余次，4 名同志在全省业务大比武中被

评为岗位能手，58 名执法人员取得监测采样上岗证，进一步推动了干部人才队

伍能力素质提升。

1 环境空气 1 环境空气
11 能力建设

2021年业务标兵能手竞赛比武动员大会召开 2021 年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车

辆配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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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巴州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2021 年巴州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49 天，轻度污染 15 天，中度污染 1天，优良

率为 95.6%，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03。与上

年相比，优良率天数比例下降了 1.4 个百分点，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上升了 0.01。

环境空气六项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保持为全部达标，各项污染物浓度变化平

稳，幅度不超过 10%，其中臭氧浓度有所下降，一氧化碳持平，其余四项污染物

浓度均略有升高。

1 环境空气 1 环境空气
12 环境空气

巴州城区 2021年环境空

气质量类别统计图

巴州城区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年度变化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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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区县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全市各区县优良天数比例均达到了 90%以上，区县环境空气六项主要污染物

年均浓度全部达标。

2021 年各区县环境空气质量级别图

12.3 污染分析

2021 年全市范围内超标天数中，以细颗粒物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占比最高。

超标天数中首要污染物比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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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年降水 pH 值范围为 4.91-8.97，降水 pH 值年均值 6.03，为非

酸雨区。与上年相比，降水 pH 年均值下降了 0.81，酸度上升，酸雨频率由 0上

升为 14.5%。

降水 pH 值和酸雨频率年度变化

1 环境空气 1 环境空气
13 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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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巴河总体水质为优，国省控断面Ⅰ-Ⅲ类水质占比 100%。与上年相

比，巴河总体水质不变，保持为优，Ⅰ-Ⅲ类水质占比 100%，鳌溪断面水质有所

变差，水质类别由Ⅱ类变为Ⅲ类，其余各断面水质均无明显变化。

2021 年巴河水质类别比例

14 水环境

14.1 地表水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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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

2021 年，全市 6 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水质类

别均达到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与上年相比，各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保持为 100%，平昌县双桥水库同比水质有所变好，其余各水源地

同比水质均无明显变化。

全市共监测 187 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断面，其中地表水断面 182 个，

地下水断面 5个，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2021 年巴河水质类别比例 2021年巴中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水质达标率



- 22 -

15.1 区域声环境

2021 年，巴州城区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状况总体水平等级为三级“一般”，

平均等效声级 56.2 分贝。与上年相比，巴州城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上升 1.2 分

贝，区域环境噪声由二级“较好”变为三级“一般”。

南江县、通江县和平昌县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均为“较好”水平，同比无明

显变化。

15.2 道路交通声环境

2021 年，巴州城区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69.9 分贝，声环境质

量处于“较好”水平。与上年相比，巴州城区道路交通噪声由一级“好”变为二

级 “较好”水平。

南江县、通江县和平昌的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均为一级“好”，同比无明

显变化。

15 声环境

巴州城区不同声级下

的人口分布占比

巴州城区不同声级

下的路段分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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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功能区声环境

2021 年，全市各类功能区共监测 152 点次，其中昼、夜各 76 点次。各类功

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98.7%，同比下降 1.3 个百分点；夜间达标率为 96.1%，同比

下降 3.9 个百分点。

2021 年全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状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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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巴中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 73.9，生态环境质量为“良”。与上

年相比，巴中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EI 值上升了 0.4，生态环境状况无明显变化，

保持为“良”。各区县生态环境质量比均无明显变化。

2021 年生态环境状况结果

16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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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巴中市辐射环境质量保持良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属于正常环境

本底水平，监测数据与历年相比无明显变化，数据波动在当地本底涨落范围内；

环境电磁辐射水平总体情况较好，电磁辐射设施周围综合电场强度满足《电磁环

境控制限制》（GB8702-2014）中其工作频段对应限制要求。

1 环境空气 1 环境空气
17 辐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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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国 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

杨元斌 环境应急与信访处置中心主任

《2021 年巴中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编制组名单

巴中市生态环境局：叶利、杨朗（辐射与监测科）

靳 燕（审批科） 唐陈（水科）

杨 雪（生态科） 雷年军、黄竟（大气科）

蒋杨梅（农村科） 廖乐嫏、胡帅（综合科）

曾兴刚（法规科） 李征彦（办公室）

殷瑞雪（执法支队）张展宏（人事科）

李芳（土壤固废科）邱俊（应急与信访中心）

四川省巴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唐樱殷 张 帆 张绍斌

审 核：成 平 副局长

主编部门：巴中市生态环境局 四川省巴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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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巴中市辐射环境质量保持良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属于正常环境本底水平，监测数据与历年相比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