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福建省落实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规定，现将泉州市整改任务进

展情况予以公开：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推进情况汇总表（泉州市） 截至：2019年第1季度

序号 整改任务具体要求 目前进展情况

（一）泉州个案问题

1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四
具体问题：2015 年 12 月，石狮市政府就

当地环境保护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事项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认为市环境保护局虽然处罚正
确、程序合法，但为避免企业与市政府产生合
同纠纷，仍责成市环境保护局撤销依法作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

整改要求：严肃处理，立即整改，加强法
治学习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大环保执法力度，
加强环保法治建设，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1.泉州市对该问题进行全面审查、厘清责任，责成相关部门进行严肃处理，立即整改，由市纪委作进
一步调查处理。
2.石狮市召开市长办公会议（〔2017〕第 10 次），纠正《会议纪要》（狮政专〔2015〕118 号）中关
于“责成市生态环境保护局撤销关于对石狮市鸿峰环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环保行政处罚”的错误决定。
3.石狮市强化法治建设，加强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法治学习教育工作，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
建设法治政府。市政府党组中心组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环保法律法规，将依法
行政纳入市政府党组中心组 2018 年学习计划。

2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十四
具体问题：一些海洋保护区违规养殖问题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共划
定 30 个海洋保护区，严格禁止影响海域生态
环境的用海活动。但督察发现，泉州市政府违
规批准在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开展海水养殖，养殖面积 88 公顷。

整改要求：立即注销核心区内海水养殖的

1.2017 年 12 月 15 日丰泽区印发《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牛尾石”海水养殖清退工作方案》，
2018 年 5 月 3日丰泽区出台《丰泽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方案》。
2.泉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依法对丰泽区浔埔社区海水养殖海域使用权证（国海
证 2016C35058202697）记载的海域使用权予以注销登记。
3.丰泽区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印发《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牛尾石”海水养殖清退补偿实施方
案》，6月 7 日与养殖户签订清退协议，共签订协议书 239 户、562 宗，清退养殖面积 1399.8 亩，完
成清退。
4.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整合修订了《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巡护管理制度》，
制定《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联合执法工作制度》和《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保护



相关许可证书，制定清退方案，按时全部清退。
完善保护区管理工作方案，建立长效管护机
制。举一反三，加强各级自然保护区监管，严
肃查处涉及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行为。

管理长效机制》;组织实施保护区视频监控体系建设项目，已完成监控中心和 28 个点位监控杆安装建
设，并投入运行；委托福州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和福州大学遥感信息工程研究所对泉州湾湿地资源情
况进行调查，进一步做好野生动植物资源及湿地监测工作。

3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十六
具体问题：泉州市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存在两个非法海蛎
养殖场，养殖面积约 20 公顷。

整改要求：制定养殖清退工作方案，按时
限全面实施清退。制定保护区管理工作方案，
增加管护专业人员配备。严防养殖回潮，建立
长效机制，加强保护区监管。

1.晋江市制定并印发《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深沪湾保护区核心区养殖）整改工作细

案》，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养殖项目已清理完毕。

2.晋江市制定印发《深沪湾保护区海洋生态管护联合执法行动工作方案》设立了工作协调小组，建立

了每半年一次的联席会议制度、每月一次的联合巡查机制，建立长效管护机制，严防海上养殖回潮。

利用区碑广场宣传栏、高音喇叭功放设备、工作人员劝导等方式，加强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并

设置相关的宣传警示牌。

4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十七
具体问题：根据《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

（2011-2020 年）》规定，海洋保护区内不得进
行排污，但 2013 年东海污水处理厂在泉州湾
海洋保护区设置尾水排放口，日排废水约 1.4
万吨。

整改要求：立即启动尾水排放管道和排污
口移出方案设计。2017 年 10 月底前，完成工
程招标并开工建设；2018 年 7 月底前，完成排
放管道和排污口新建工程。

1.泉州市新城办于 2017 年 9 月 1日印发实施《泉州市东海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口整改工作实施方案》

（泉新城办〔2017〕9 号），提出“提标改造+中水利用”方案开展整改工作。目前，提标改造方面：

EPC 总承包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开标，监理单位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开标,6 月 20 日系统进水联调,

目前已完成提标改造。管道建设方面：工程监理单位于 2018 年 2 月 9日开标，施工单位于 2 月 12 日

开标。目前，中水利用工程新建管道已完工并通水，尾水排放口已停用。

2.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加强尾水排放管附近海域的巡查力度，组织巡护员每天 2次对排

污口情况进行巡查，并做好相应巡护记录。

3.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已委托福建省林科院对保护区内的黑嘴鸥等鸟类进行监测，同时

做好全省水鸟同步调查工作，开展日常水鸟监测；制定完成《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关于东

海污水处理厂减缓污染物入海的保护措施》。



5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十九
具体问题：2015 年，泉州市深沪湾海底古

森林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违法建设
餐饮经营场所，建筑面积达 4000 平方米，问
题突出。

整改要求：责令立即停止经营活动，清理
拆除餐饮设施设备和附属设施。收归国有，用
作公益宣教基地。

1.晋江市于2017年 3月责令违法建设的餐饮经营场所停止经营活动并清空餐饮设施设备和附属设施。

2.晋江市已与施氏宗亲会签订办公楼移交协议书，将施氏宗亲会办公楼收归国有，并征收深沪镇首峰

村集体土地约 805.2 平方米（施氏宗亲会办公楼占地），收归作为海洋宣教基地。

3.目前，海洋科普馆正在开展深化设计方案编制、施工图绘制和项目预算等工作。

6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二十七（二）、（三）
具体问题：根据泉州市政府要求，石狮、

晋江两市应于 2013 年底前建成垃圾焚烧飞灰
填埋场并投入使用，但都没有按期完成。石狮
市 2016 年 8 月建成填埋场，但仅四个月就已
填满，督察时仍有 1.4 万吨飞灰等待处置；晋
江市飞灰填埋场尚未完成选址。

整改要求：2017 年底前，飞灰填埋场开工
建设，2018 年底前建成投用。建设过渡期间，
通过周边飞灰填埋处理设施解决厂区积压的
飞灰处置问题。

1.石狮市废弃石窟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于 2017 年 8 月 3 日开工建设，2018 年 7 月 10 日建成投用。
2.石狮市已无超期储存的飞灰，新产生的飞灰养护期满即转运回填石窟，已实现日产日清。
3.将环保督察整改及泉州市党政领导生态环保目标责任书工作纳入 2018 年全市绩效评估方案；同时
对石狮市下达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要求建成飞灰填埋场。

7

1.晋江市（金井镇）综合固废填埋场暨废弃石窟生态修复项目已建成并于 11 月 8 日通过初步工程竣
工验收，11 月 16 日开始回填固化飞灰。
2.晋江市已无超期储存的飞灰，新产生的飞灰养护期满即转运回填石窟，已实现日产日清。
3.将环保督察整改及泉州市党政领导生态环保目标责任书工作纳入 2018 年全市绩效评估方案；同时
对晋江市下达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要求建成飞灰填埋场。



8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二十八（二）
具体问题：泉州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

缓慢。根据省政府要求，泉州市应于 2017 年
底前建成危险废物综合处置项目，但该项目推
进缓慢。

整改要求：2017 年底，建成危险废物焚烧
综合处置设施；2018 年投运。

1.已完成投资 3.7 亿元，其中 2016 年完成投资 1.0 亿元、2017 年完成投资 2.7 亿元，完成省下达的
年度投资目标。该项目焚烧线已完成建设并于 2018 年 8 月 6 日取得省环保厅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编号：F05210065），9 月 12 日开始投料试运行，废气在线监测设备运行联网正常。目前，该
项目物化、填埋处理设施已建成，危废经营许可证已公示。
2.2018 年“清水蓝天”专项执法行动期间，泉州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15038 人次，检查 7519 家企业，
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839 起，依法取缔企业 6 家。其中，司法移送 21 件，行政拘留 129 件，查封
扣押案件 357 件，按日计罚案件 1 件，限产停产整治案件 14 件，其中涉及危险废物的查封扣押案件
共有 16 起，涉及危险废物的行政处罚案件 10 起，罚款 141.9269 万元。

9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二十九
具体问题：根据省政府要求，永春县、德化县
应于 2016 年底前建成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
物项目，但这两个项目均推进缓慢，至今未完
成前期手续。
整改要求：倒计时安排，确保德化飞灰水泥窑
协同处置项目 2018 年底前投入试运行。

1.德化县水泥窑协同处置项目已建成投用。
2.泉州市永春县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项目由于单条生产线规模不符合要求、邻避效应、市场竞争
力不足等因素，尚未正式立项，业主已取消该项目。目前泉州市工业废物综合处置中心、石狮市飞灰
填埋场等项目正按序时进度推进建设，确保泉州市危险废物处置能力满足全市危险废物就地就近安全
处置要求。

10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三十二（一）
具体问题：梧垵溪是泉州市晋江、石狮的

跨界河流，长期严重污染。2013 年泉州市政府
组织晋江、石狮两市开展整治，但整治工作不
力，梧垵溪晋江段每天仍有约 5600 吨生活污
水直排河道。

整改要求：立即清理河道垃圾，全面清理
流域河道漂浮物和沿岸垃圾，2017 年底前，制
定梧垵溪整改工作计划，完成梧垵溪沿岸村庄
常态化机制建设，加快梧垵溪沿岸截污管网建
设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2019 年底前
基本实现流域沿岸乡镇和村庄生活污水处理
全覆盖，避免生活污水直排。

1.泉州市印发《梧桉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方案》，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协调石

狮、晋江市以及有关市直单位形成合力，统筹推进河道整治、管网建设、工业和农业污染治理、生态

补水蓄水、垃圾治理等专项工作。
2.石狮市方面：对梧垵溪实施清淤、截污、扩宽整治，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全长 2.93 公里。

主要建设内容为河道两岸新建堤防 5.37km，河道扩宽清淤 2.93km，新建排水涵管 14 座、新建水闸 1
座、拆除重建水闸 1 座。目前该项目一标段已完工；二标段工程主体主体于 2019 年 1 月 26 日完工，
正进行工程收尾。
3.晋江市方面：（1）截污设施，全流域埋设截污管道 22.7 公里，总投资 6983 万元，5月上旬已实现
沿线主干管贯通。（2）农村生活污水管道工程建设情况：梧垵溪流域周边启动农村生活污水管网建
设以来，樟井、张前、湖格等 16 个村（社区）已经完成农村生活污水管网施工图设计并移交相关镇
（街道）实施,共 19 个项目，已完成 17 个项目并纳管，剩余 2个项目正在扫尾（梧垵完成 97.1%，英
墩完成 96.2%）。（3）河道清淤，开展流域“五清”行动，投入资金 1.135 亿元，完成主干河道整治
10.91 公里。同时，全面推进流域绿化、环卫保洁、生态景观等各项治理工作。（4）水质在线监控项
目，在 4个主要监测断面安装四套流域水质在线监控设备，每天 4 次对流域 COD、氨氮、总磷等主要
污染因子进行实时监测。（5）创新实施“管长制”，给每条入河管网的主干及支管均安排挂钩责任
人员，建档造册，分级、分段落实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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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三十三（二）
具体问题：泉州市仍有 191 家石材企业未

办理环评审批手续，135 家未建污染治理设施，
污染问题突出。

整改要求：2017 年底前制定整改方案，
2018 年底前完成整改。

1.南安市印发《关于开展 191 家无环评石材企业整治的通知》和《南安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饰面石

材行业综合整治十条措施工作方案》，深入开展石材企业整治。

2.泉州市对 191 家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含 135 家未建污染治理设施）的石材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共

出动执法人员 723 人次，立案查处 9家，罚款 52.3 万元，责令整改 22 家。目前，已全面完成整改（其

中规范手续 60 家，断电停产 131 家）。

3.举一反三，针对 191 家问题石材企业以外的石材企业，持续深入排查、关闭取缔污染严重、群众反

映强烈的“散乱污”石材企业，有效巩固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成效。除 191 家问题石材企业以

外，2017 年以来，共立案处罚违法石材企业 145 家次；2018 年以来，共打击取缔三无石材企业 116

家。

12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三十五（一）
具体问题：泉港石化园区规划面积约 29

平方公里，厂居混杂问题突出。督察发现，园
区内联合石油化工公司、湄洲湾氯碱工业公司
等大型企业周边均有居民点。2016 年泉州市政
府批复要求在园区边界外设立 550 米安全控
制区，目前虽制定有关专项规划及搬迁方案，
正在推进实施，但园区及周边控制区仍居住约
4.6 万居民，搬迁任务艰巨，风险隐患较大。

整改要求：实施《泉港石化工业园区“厂
村混杂”问题总体工作方案》和《泉港化工园
区安全控制区建设专项规划》，2017 年底前完
成进度计划 40%，2018 年底完成 60%，2019 年
底完成 80%，2021 年底前基本完成搬迁整改工
作，安置区建设工程同步完成。

泉州市加快实施《泉港化工园区安全控制区建设专项规划》，2017 年 3 月以来累计完成投资 166.3

亿元，征迁房屋 9936 栋、330.7 万㎡，占征迁总量的 71.7%。其中，2019 年 1 月以来，完成投资 14.1

亿元，征迁房屋 616 栋 、19.2 万㎡，占年度计划的 41%。

（二）全省共性问题

1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一
具体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对当地环境质量

盲目乐观；对当地明显存在的生态破坏、环境

1.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战略思想，不断提高生态文明试验

区政治站位，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生态文明建



基础设施落后、城市脏乱差等问题缺乏基本认
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把长期存在的突出环
境问题归于客观原因，既没有从主观上找原
因、找差距，也没有积极采取措施去研究、去
解决；对群众反映的一些突出环境问题重视不
够，处理不够及时，措施不够有力。

整改要求：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绿色发
展理念进一步深入，重要决策部署进一步落
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进一步完善。

设作为重大刚性职责，写入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列入市人大重要议案、市政协重要提案，纳

入各级党委、政府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学习内容。成立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市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市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全市生态文明重大问题研究、

重大战略部署、重大政策制定，全力推动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落实。

2.严格落实中央、省有关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部署任务，突出生态保护红线对国土空间开

发和生态安全的底线作用，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主动融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全力抓

好各项改革任务。制定并落实党政环保目标责任书，结合各县（市、区）特点在全省首创“一地一责

任书”，创新性地将考核指标与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挂钩。建立由市委书记任总督察、市长任河长、副

市长任副河长和流域长、县乡分段设立河段长以及村级河道专管员的四级河长体制，明确水资源职责。

3.把生态环境保护列为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作为发展的硬指标、硬任务，与经济运行统一调度、

重点部署，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每季度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少于 1 次，及时研究部署、协

调解决生态环境保护重大问题。着力探索部门“一岗双责”考核及监督机制，将市直部门年度责任书

常态化，确保部门环境保护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4.加强政策制度衔接融合，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等，深入清理阻碍环境监管执法的“土政策”，制定下发并严格执行《泉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职责规定》、《泉州市环境保护督察办法》《泉州市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等，强化各级

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带队开展“四不两直”环保检查，

了解工作第一手情况，发现问题苗头、协调解决“梗阻”，督促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

5.积极采取措施研究解决问题。中央环保督查反馈会召开以来，市委常委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督

察整改工作，专题研究制定《泉州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逐一明确每项

任务责任单位、责任人、整改及举一反三措施、督办单位、督办市领导以及整改时限；听取我市生态

文明建设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作出工作部署，结合实际出台《泉州市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泉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有序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施意见》等一系列制度方

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深入细致的整改并进行“全覆盖”式督察，上报《泉州市党政主要领导生

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履行情况的报告》《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报告》等阶段性

整改情况报告。市委主要领导多次作出批示，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对中央、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带头以“四不两直”的形式，深入现场开展环保检查，协调推动环保难点重点工

作开展，督促抓好环保督察问题的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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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五（一）
具体问题：福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对

铸造企业落后生产设备淘汰工作推进落实不
到位，导致一些应予淘汰的落后设备仍在生
产，带来明显的环境污染。

整改要求：关停所有属于国家规定的淘汰
类炼铁设备。

市经信委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印发实施《泉州市全面淘汰铸造企业落后炼铁设备专项工作方案》（泉
经信产业﹝2017﹞746 号），淘汰惠安县紫山国旺铸件厂炼铁土炉 1 座。目前，我市属于国家规定的淘
汰类炼铁设备已全部淘汰。

3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七

具体问题：《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

“敏感区域（含近岸海域汇水区域）城镇污水

处理设施应于 2017 年底前全面达到一级 A 排

放标准”。

整改要求：已动工和正在进行施工招投标

以及规模小、改造工艺简单的，2017 年底前基

本完成改造；征地难度大、规模大、改造工艺

技术复杂、难度高的，2018 年 6 月底前完成。

泉州市对 11 座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造，其中宝洲、北峰、城东、东海、泉港、南安、惠安、安溪、

永春等 9 座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为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任务，清濛、台投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为我市自加压力、举一反三任务。截至目前，永春、台投污水处理厂已获得环保部门颁发的一级 A 排

污许可证，宝洲、北峰、城东、东海、泉港、南安、惠安、安溪、清濛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已完

成，已通水试运行。

4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八（一）

具体问题：福建省水利厅对水电开发造成

的减水断流问题推动解决不力。

整改要求：按照一站一策，对已完成和尚

未完成生态下泄流量核定工作的水电站，分别

在 2017 年底和 2018 年 6 月底前制定整改方

案；到 2020 年，因水电站导致的减水脱流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

截止目前，我市各县（市）水利局和市属水电站均已完成水电站下泄流量一站一策整改方案的制定工

作。目前正在按照整改方案的要求，开展水电站下泄流量设施的改造和在线监控装置的安装，已完成

下泄流量设施改造 420 座、在线监控装置安装 273 座。确保到 2020 年，我市因水电站导致的减水脱

流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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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十

具体问题：福建省海域总面积 13.6 万平

方公里，海岸线总长 3752 公里，居全国第二

位。但近年来福建省海洋保护力度不够，海洋

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整改要求：进一步落实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加快推进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

1.严格执行《围填海管控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国发〔2018〕
24 号），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
2.市、县两级组织实施《泉州市海漂垃圾治理方案》，全年月考评平均得分 92.7 分，海岸带环境卫生
保持良好状态；2018 年市级累计安排下达海漂垃圾治理相关经费 500 万元；
3.2018 年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计划有序实施，截止 12 月 24 日已投入 616.4 万元，放流鱼、虾苗种 4.79
亿尾；
4.泉港区完成惠屿大澳沙滩修复整治工程，惠安县完成惠安东岭镇湖边村沙难修复工程；
5.组织开展入海排污口普查和核实，基本查清入海排污口的分布状况；2018 年 10 月组织对部分养殖
入海排污口的污染增量情况进行监测；
6.市环委办印发组织实施泉州市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市海管办印发《泉州湾污染治理和生态
修复三年行动方案》；
7.根据省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中心的通报，2018 年度我市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状态，海水优良率
（一、二类海水面积比例）97.1%，比 2017 年提升 2.1%,比全省平均高 4.1%,居全省设区市第二位；8
月 6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17 年中国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公报》，《公报》指出福建省近岸海域水质
处于良好状态。

6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十一
具体问题：2010 年以来，福建省累计审批

填海项目 382 宗，使用近岸海域 9062 公顷，
侵占了部分沿海湿地。2016 年 11 月，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明确，经批
准征收、占用湿地并转为其他用途的，用地单
位需“先补后占、占补平衡”，确保湿地面积
不减少。但 2016 年 12 月以来，福建省海洋与
渔业厅陆续审批 16 宗用海项目，共计占用湿
地 284.45 公顷，只占未补，国家湿地保护要
求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整改要求：严格落实国家滨海湿地保护措
施。

1.2018 年 7 月 2日，省林业厅、国土厅、海洋与渔业厅、水利厅和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印发了《福

建省湿地占补平衡暂行管理办法》，市海洋渔业局将督促指导各地政府和占用滨海湿地单位严格落实

湿地占补平衡。

2.严格落实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项目用海选址与省级区划不一致的，一律不予受理。

3. 2019 年 1 月 10 日，市海洋渔业局分别发函给晋江市和惠安县人民政府，请两地政府督促金门供水

海底管道工程（晋江段）、2×660MW 超超临界热电联产工程（含配套码头项目）用海单位严格执行《福

建省湿地占补平衡暂行管理办法》，落实占用滨海湿地占补平衡管理要求。据了解，两地政府及其相

关部门已对此事进行讨论研究，并着手委托技术单位编制湿地占补平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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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十三（一）

具体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海水养殖应当科学确定养殖密度，

防止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但福建省局部海域存

在高密度养殖和非法养殖，且多位于海湾、河

口及水体交换较慢的海域，造成局部海域富营

养化。

整改要求：2017 年底前，制定全市水产养

殖清理整顿工作方案；2018 年底前，修编水产

养殖规划并颁布；2020 年底前，基本清退超规

划养殖设施。

1.惠安、石狮、晋江、南安、泉港、台商区等有 6 个应编制《规划》的县级市，目前已全面完成《海
水养殖规划 2018-2030》编制并经当地政府（管委会）批准实施；泉州市级海水养殖规划已获市政府
批复实施。
2.2018 年度全市应清理整治规划外养殖面积 335.55 公顷，实际完成清退整治 657.8 公顷。

8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二十
具体问题：福建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欠账较多，存在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置
不到位等问题。

整改要求：补齐生活污水、垃圾治理短板，
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升我省生活污
水、垃圾处理水平。

污水处理设施方面：2018 年我市印发《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通知》，计划实施 486 个行
政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 80925 户三格化粪池新建改造。目前，我市城乡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共计
完成污水管道 212 公里，占年度计划的 124%，20 乡镇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已基本完工。已开工 486 个
行政村，完工 486 个；三格化粪池新建改造已开工 8 万户，已完工 8 万户，完工率 100%。
生活垃圾处置方面：泉州市本级拟建垃圾处理产业园，石狮、晋江、安溪拟改扩建焚烧厂，永春拟新
建焚烧厂。其中：中心市区垃圾处理产业园项目，目前已完成项目工可报告编制、PPP 顾问咨询服务
及招标代理等咨询技术服务的招标工作，待市政府明确选址方案后，将立即组织项目工可报告编制、
PPP 招标等工作；石狮市改扩建项目，根据《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石狮市垃圾综合处理厂技改项目的
批复》（狮政综〔2018〕114 号）文件精神，同意石狮市鸿峰环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自行投资新建两台
日处理垃圾各 600 吨的机械炉排炉替代现有 2 台日处理 550 吨的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炉，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进场施工，目前正在进行场地平整、料坑开挖及试桩桩基试验等工作；晋江市提标改建
项目,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开工建设,完成桩基、变电站施工，正进行边坡施工、垃圾池开挖，累计完
成投资 3.2 亿元；安溪县改扩建项目，改扩建项目，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动工，目前完成边坡防护桩
基、渗滤液池加固等，正在进行桩基施工、升压站立项；永春县生活垃圾焚烧厂 PPP 项目，生活垃圾
焚烧厂 PPP 项目，已成立项目的指挥部，目前完成项目的选址、全过程咨询委托服务、垃圾热值分析、
可行性研究报告、节能报告、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报告等工作，正在推进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生
活垃圾焚烧的宣传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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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二十一（一）
具体问题：福建省多数地市老城区和山区

县管网改造进展缓慢，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严重
滞后，生活污水直排问题突出。

整改要求：全面加强配套管网建设，到
2020 年市县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94%以上。

1.推进污水管网改造工作，印发《泉州市打通城镇建成区污水“断头管”建设项目规划（2018-2020
年）》，组织专家对中心市区及各县域污水设施资料进行全面对比和分析，征集统计全市城镇建成区目
前仍存在“断头管”等问题，安排新建改造、治理病害管道项目，力争通过 3年的时间解决现状“断
头管”，完善配套主干管“大动脉”、畅通“毛细血管”，增强管网连通性，提升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
及进水水量，力争实现辖区城镇建成区污水全收集、管网全覆盖，加快改善城乡水环境。
2.项目进展情况：至 2019 年共需完成项目 55 个，完成投资 8 亿元，新建（改造）管道 243.1 公里，
截至 2019 年 1 月底，共计完成投资 2.8 亿元，占计划的 35%，完成污水管道新建（改造）110 公里，
占计划的 45%。

10

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二十三
具体问题：《“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要求，2015 年福建
省生活垃圾总处理能力应达到 3.06 万吨/日，
但截至 2016 年底，全省生活垃圾处理能力
2.77 万吨/日。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虽然
作了部署和督促，但推进力度不够，导致部分
“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推进缓慢。

整改要求：2019 年底建成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设施；“十三五”末，各县建成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设施，并满足城乡生活垃圾处理需
求。

《福建省“十二五”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项目清单中，我市的南安市垃圾焚烧发
电厂（三期）、安溪县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德化县生活垃圾填埋场三个项目已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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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二十四
具体问题：国家要求在“十二五”期间加

快存量生活垃圾处理整治，福建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发文作了部署，但抓落实不够到位。截
至督察时全省县级及以上地区仍有 49 个非正
规垃圾堆场和不达标处理设施，存量垃圾高达
1651 万吨，环境污染和环境风险较大。

整改要求：2018 年 3 月底前，完成风险评
估和整治方案制定；“十三五”末基本完成存
量垃圾治理。

全市共有泉州市新前、石狮市将军山、南安市美岭头填埋场、惠安市梅山填埋场、安溪县过溪垃圾填
埋场等 5座非正规垃圾堆场，均已完成风险评估和整治方案的制定。目前，丰泽区新前填埋场，整体
纳入城东北峰快速通道 PPP 项目统一实施整治，已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动工整治；石狮市将军山填
埋场，已完成渗滤液导排沟修建，规范设置渗滤液收集处理站，现制定了存量垃圾整治方案，并已开
挖 124371 吨旧垃圾至焚烧厂处理，计划 2020 年底完成清理；南安美岭头填埋场，0.9 万吨临时堆放
垃圾已全部转运并焚烧处理，现已完成原位封场，正在组织环保验收；惠安县梅山填埋场，已完工，
正在组织竣工、环保验收；安溪县过溪填埋场，完成垃圾渗滤液一体化处理设备安装并投入试运行,
封场工程项目正在走招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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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二十五
具体问题：乡镇在用简易垃圾填埋场和焖

烧炉等设施共有 483 个，无渗滤液处理设施，
焖烧炉无废气治理设施，局部污染问题突出。

整改要求：2017 年 8 月底前，全面停用简
易垃圾填埋场和焖烧炉等设施并进行整治；分
年度推进落实；2020 年底前完成整治，建立“户
分类、村收集、镇中转、县处理”城乡一体化
垃圾处理模式。

1.全市共有 33 座简易垃圾填埋场，已全部完成风险评估和整治方案的制定，并通过专家评审，其中：

南安市 4 座，有 3 座已完成整治；德化县 15 座，有 6 座完成存量垃圾清理；永春县 14 座正在根据整

治方案进行治理，计划 2020 年前完成整治。

2.全市 133 个乡镇已全部建成压缩式垃圾转运系统，实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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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二十六
具体问题：大量垃圾渗滤液得不到有效处

置。国家《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规
定，2011 年 7 月起生活垃圾填埋场应自行处理
渗滤液并满足达标排放要求。

整改要求：2017 年 10 月底前，制定整改
方案；2018 年 6 月底前，完成 24 座垃圾填埋
场提标改造。

市市政公用事业局于 2017年 5月 19日印发《关于开展生活垃圾填埋场及渗滤液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泉公用〔2017〕211 号），开展垃圾渗滤液专项治理工作。目前，洛江区室仔前、泉港区、永春县、

德化县高内坑和火烧寮填埋场等 5 座填埋场渗滤液提标改造项目均已全部建成投用，并完成竣工、环

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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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二十七（一）
具体问题：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等危险废物

处置能力缺口问题
整改要求：2017 年底前制定整改方案；

2018 年底前，所有生活垃圾焚烧厂全部配套飞
灰填埋场，并满足处置需求。

1.我市共有 5 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分别位于石狮市、晋江市、南安市、惠安县、安溪县。
2.石狮市、南安市、惠安县、安溪县生活垃圾焚烧厂均已配套飞灰填埋场并投入使用，库容分别为 15
万吨、5.4 万吨、35 万吨、18 万吨。
3.石狮市飞灰填埋场已填满，为进一步解决垃圾焚烧厂飞灰处置问题，启动石狮市废旧矿区生态修复
示范项目（一期）建设，目前已建成投用。
4.晋江市未配套飞灰填埋场，为解决垃圾焚烧厂飞灰处置问题，启动晋江市（金井镇）综合固废填埋
场暨废弃石窟生态修复项目，目前已建成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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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二十八（一）
具体问题：危险废物处置能力缺口问题。
整改要求：2018 年底前，按期建成危险废

物综合处置设施。

泉州市危险废物综合处置项目（对外称市工业废物综合处置中心）已完成投资 3.7 亿元，其中 2016

年完成投资 1.0 亿元、2017 年完成投资 2.7 亿元，完成省下达的年度投资目标。该项目焚烧线已完成

建设并于 2018 年 8 月 6 日取得省环保厅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F05210065），9 月 12

日开始投料试运行，废气在线监测设备运行联网正常。目前，该项目物化、填埋处理设施已建成，危

废经营许可证已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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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三十
具体问题：部分小流域整治不力。
整改要求：2018 年，汇入晋江主干流及直

接入海的小流域消除劣Ⅴ类水体，省级考核的
重点小流域消除劣Ⅴ类水体，消灭“牛奶溪”。

2018 年，按照《福建省环保厅等六部门关于 2017 年度小流域水环境治理工作进展情况的通报》（闽环

保水〔2018〕10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印发实施了《2018 年泉州市“清新小流域提升工程”工

作计划》，年度计划投资 3.2 亿元实施 15 条小流域综合整治工程，截至 12 月底，完成投资 3.6 亿元，

完成比例的 112.5%。菱溪、桃溪、兰溪、梅溪等 4条劣Ⅴ类小流域已完成销号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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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三十一
具体问题：畜禽养殖是小流域污染主要来

源，2017 年 3 月，福建省八大养殖重点区域的
17 个小流域水质监测断面中，12 个断面水质
不达标，其中劣Ⅴ类断面 8个、Ⅴ类断面 2 个。

整改要求：2017 年底前，生猪养殖污染整
治工作基本完成。

1.市农业局、环保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开展生猪养殖场（户）情况调查的通知》（泉农〔2017〕
80 号），对全市生猪养殖情况再次全面摸排；对全市生猪养殖污染防治工作存在问题进行通报，同时
组织人员分三组对相关县（市、区）生猪标准化改造情况开展专项督查。
2.市农业局下发《关于泉州市生猪养殖场全面实行建档立卡管理的通知》（泉农明传〔2017〕91 号）,
要求各县（市、区）做好保留养殖场建档立卡，做到“一场一档”，装订成册。同时要求各县（市、
区）开展动态巡查，加强监管。市农业局、环境保护局、河长办联合印发《泉州市畜禽养殖综合整治
长效管理机制》（泉农〔2018〕30 号）。
3.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养殖面源防治工作的通知》（泉政文〔2015〕17 号）、《泉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泉州市农业局等部门关于泉州市生猪养殖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实行“以奖代
补”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泉政办明传〔2015〕88 号）、《泉州市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规定》（泉财农〔2016〕902 号）、《泉州市农业局关于印发<关于支持生猪养殖场户转产转业工作指
导意见>的通知》（泉农综〔2017〕215 号）等文件，要求各县（市、区）继续完善促进生猪养殖场户
转产的扶持政策、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4.2017 年以来，全市关闭可养区、禁建区及禁养区生猪养殖场（户）537 家（64 家石狮市禁养区），
削减存栏生猪 15.17 万头。
5.目前，全市拟保留生猪养殖场 303 家已全部完成改造（其中，改造 222 家、关闭 8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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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方案整改措施清单序号：三十七
具体问题：全省有铁锰、铅锌、金铜等尾

矿库 225 座，多数临江、临河、临湖或位于水
源地上游，环境风险突出。

整改要求：实现尾矿库全过程管理，合理
规划布局和选址，提升企业安全生产和环境保

泉州市共有尾矿库 26 座，其中安溪县 3 座、永春县 7 座、德化县 16 座，其中：（1）安溪县 3 座尾
矿库均停产，其中，恒珀利锰铁矿选矿厂尾矿库被列为“头顶库”，目前该库区底下小水电的值班人
员已移出。3 座尾矿库均已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了汛期应急救援预案，配齐了必要的应
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定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建立了汛期值班制度。（2）永春县尾矿库 7
座，其中永春县宏业矿产有限公司第一尾矿库已闭库，运行 6座。各尾矿库均在尾矿坝头、尾矿库出
水口和排水口三处重要位置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正常。目前，6座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尾矿



护水平，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双重预防性机制，“头顶库”“三边库”
安全隐患得到治理，尾矿库地质环境修复工作
得到加强。2017 年底前，基本完成下游受影响
居民人数较多的“头顶库”综合治理任务；其
它“头顶库”完成 70%综合治理任务。

库均已按计划排查梳理完成尾矿库安全风险点名册，编制完成尾矿库安全风险评估报告。（3）德化
县尾矿库 16 座，其中闭库 5 座，1 座正在闭库设计，停用 4 座，运行 5 座，已完成建设还未验收 1
座。已完成对运行的尾矿库的风险分级，其中 B 级 3 座，C 级 2 座。16 座尾矿库均已编制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制定了汛期应急救援预案，配齐了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定期开展应急
救援演练，建立了汛期值班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