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环保部印发了《2018 年全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

（环办监测函[2018]337 号），进一步明确了 2018 年的各项工

作。 

工作要点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2、深化环境监测体制机制改革 

3、谋划新时代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4、按时完成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及事权上收，实现“国家

考核、国家监测、数据共享” 

5、全面落实《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切实提

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 

6、大力推进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测数据全国联网 

7、巩固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测预报，有力支撑打赢蓝天保卫战 

8、深化水环境质量监测，有力支撑清水行动 

9、扎实推进土壤环境监测，有力支撑净土行动 

10、强化生态遥感监测，有力支撑生态保护 

11、认真做好声环境监测 

12、加强污染源监测，有力支撑环境执法督察 

13、加强监测能力建设与网络运行保障 

14、加强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加大环境监测信息公开力度 

15、大力推进监测标准规范制修订和环境统计工作 

16、深化环境监测系统行风建设 

17、加强环境监测人才队伍建设 

 

详细如下： 

2018 年全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 

 

2018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全

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 2018 年全国环保工作会议

精神，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强化环境质量监测预警；以地表水监测事权

上收为重点，创新环境监测体制机制；以健全空气、水、土壤、声、生态遥

感、污染源监测网为基础，不断完善“天地一体”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以



落实《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为抓手，全面

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以监测自动化、信息化、现代化为方向，大力推进

监测新技术发展；加快建立独立、权威、高效的新时代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充分发挥环境监测的“顶梁柱”作用，为落实好 2018 年环保重点工作任务

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国环境监测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开展“大动员”“大培训”“大调研”“大

讨论”“大宣传”，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新成就、新理念、新要求、新目标、新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2 深化环境监测体制机制改革 

加强环境监测法规制度建设，推进环境监测条例制定。各地要积极支

持环境监测改革，已完成垂改任务的要尽快理顺职责，形成并提升工作能力；

尚未完成垂改任务的要加快改革步伐，通过改革增强基层监测能力和活力，

确保监测数据“真、准、全”。各地要加大环境监测市场培育力度，不断规

范第三方监测市场，推动环境监测事业做大做强。  

3 谋划新时代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环境保护部将围绕中央决策部署和环保中心任务，深入分析当前生态

环境监测事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认真谋划新时代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建设。各地要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本地区环保工作实际，认真谋

划本地区新时代环境监测事业发展思路和举措，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

设美丽中国提供坚强支撑。 

 



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完成地表水监测事权上收、

监测数据质量提升、监测数据联网共享三项重点任务 

1 按时完成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及事权上收，实现“国家考

核、国家监测、数据共享” 

按照环境保护部关于地表水环境监测事权上收的安排部署，2018 年要

在切实保障地表水采测分离机制有效实施的同时，全面完成 2050 个国家地

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工作。  

加快推进新建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工作。落实好《关于做好国家地表

水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工作的通知》（环办监测〔2017〕70 号）和《关于

加快推进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工作的通知》（环

办监测函〔2017〕1762 号）要求，7 月底前基本完成新建水质自动监测站建

设。环境保护部将定期督导并通报进展。各省级环境保护部门组织本行政区

域内相关地市人民政府开展新建水质自动监测站前期建设工作，包括选址、

征（租）地、“四通一平”（通路、通水、通电、通讯和场地平整）、站房

和采水系统建设，以及人员驻守必需的安全防护、消防、避雷、防洪、视频

监控、采暖和制冷设施等，保障正常运行。国家负责监测仪器设备配置和运

维管理。水质自动监测站建成后统一委托第三方机构负责运维，实现地表水

环境质量连续自动监测，实时数据国家与地方共享并公开发布。 

切实保障地表水采测分离机制有效实施。落实《关于开展国家地表水

环境质量监测网采测分离工作的通知》（环办监测〔2017〕76 号），稳步推

进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采测分离工作，优化监测项目和频次。发布采测分离

相关技术导则和管理规定，完善覆盖采测分离全过程的技术体系和质量管

理体系，规范采测分离工作，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有效。  

2 全面落实《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切实提高

环境监测数据质量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

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厅字〔2017〕35 号，以下简称《意见》）。

各地要高度重视，认真抓好贯彻落实，通过明确责任、建立制度、加强监管、

严厉惩处等措施，不断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  

制定实施方案。各省级环保部门要组织制定本行政区贯彻落实《意见》

的实施方案，明确目标要求、工作内容、具体措施、保障机制等，提交本级

党委、政府印发实施，并于 4 月底前报送环境保护部。 

制定相关配套文件。环境保护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防范和惩治领

导干部干预环境监测活动管理办法、环境监测干预留痕和记录制度规定，并



于 2018 年底前出台，构建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环境监测机构负责

人及有关人员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责任体系。  

加强部际协调合作。环境保护部与质检总局建立部际协调机制，在监

测方法与标准制修订、完善环境监测量值溯源体系、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监管

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2018 年，联合国家认监委出台《关于加强环境监测

机构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开展环境监测质量三年行动计划。环境保护部于 8 月底前出台《2018-

2020 年环境监测质量监督检查三年行动计划》和 2018 年监督检查方案，明

确检查范围、检查内容、检查方式、结果处理等内容，并于 12 月底前组织

实施 2018 年检查活动，严厉查处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3 大力推进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测数据全国联网 

认真落实《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国办发〔2015〕56 号）要

求，加快推进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以及污染源监测数据全国联网共享。  

实现地表水自动监测数据全国联网共享。环境保护部出台水质自动监

测站联网技术方案，各地应参照新建水质自动监测站仪器设备配置要求，全

面推进实现全国联网。已经建设完成的国控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要按时更

新补齐仪器设备，完善质控、数据传输等功能，于 7 月底前完成与中国环境

监测总站统一联网、数据共享。新建水质自动监测站 2018 年底前全部实现

全国联网。各地要加快推进非国控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与国家联网并共享

数据。 

加强空气自动监测数据全国联网共享。在 1436 个国控空气自动监测站

和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以下简称“2+26”城市）空气自

动监测站联网基础上，推进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

汾渭平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等重点区域非国控空气自动监测站与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实现数据直联，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推进污染源监测数据全国联网。按照排污许可证核发进度，确保企业

在排污许可证核发后 3个月内完成污染源监测数据联网。2018年完成火电、

造纸、水泥、钢铁、焦化、平板玻璃、有色、石化、原料药、农药、电镀、

制革、纺织、农副食品、氮肥等 15 个重点行业约 2.1 万家已核发排污许可

证企业的联网。有序推进各省市非重点污染源全面联网。  

 



三、深化空气、水、土壤、生态、污染源等监测重点工作，

全面支撑污染防治攻坚战 

1 巩固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测预报，有力支撑打赢蓝天保卫战 

全国环境监测系统要按照打赢蓝天保卫战要求，全面加强空气质量监

测与预测预报工作，重点做好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区域相关

工作，全力支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计划实施。  

强化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完善与气象部门会商机制，提高大气污染气

象条件预报的准确率，及时、准确发布重污染天气预报信息。开展京津冀及

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监测，加强走航监测、激

光雷达监测等技术运用，为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技术保障。提高大气

超级站与区域站管理和监测数据应用水平，为区域空气质量预报提供支撑。

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秸秆焚烧空气质量影响评估及预测预报。做好重

大活动期间的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工作，提前制定方案，建立数据共享和协作

机制，及时报送并发布信息。继续开展东亚酸沉降监测网国际合作，积极宣

传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取得的成效，推动网络成员国务实开展环保合作。  

加强“2+26”城市组分与光化学网监测。加快推进 “2+26”城市大气

组分网和光化学网监测能力建设，加强成果应用，为准确研判区域重污染天

气成因、及时开展应对提供决策支持。按月组织开展“2+26”城市行政区内

县（市、区）的降尘监测，每月向相关省（市）环保厅（局）、地市人民政

府通报降尘监测结果，推动区域降尘污染防治。长三角、汾渭平原等区域重

点城市，应参照“2+26”城市模式，加强组分网和光化学网建设，加强区县

降尘量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定期上报环境保护部。  

开展空气质量例行监测及排名。继续组织开展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监测，实时发布监测数据，每月发布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报告，公布

空气质量较好、较差的城市名单。各地环保部门要继续为国家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监测运维提供坚强保障，确保 1436 个国控监测站点正常稳定运行。持

续深入开展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地区灰霾、北方地区沙

尘等遥感监测与应用。继续做好酸雨、沙尘、温室气体、区域（农村）以及

背景空气质量监测。推进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点位优化调整。  

推进挥发性有机物（VOCs）、臭氧监测和 PM1试点监测。从 4 月起，在

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 7 个地区的 78 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环境

空气 VOCs 和臭氧监测，掌握重点区域环境空气 VOCs 和臭氧污染状况，为

VOCs 及臭氧污染防治提供技术支撑。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兰

州等 6个城市组织开展环境空气 PM1试点监测，不断完善 PM1监测技术体系，

掌握重点城市环境空气 PM1浓度水平、时空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  



2 深化水环境质量监测，有力支撑清水行动 

开展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与排名。组织做好 2050 个地表水国家考核断

面监测工作。环境保护部将按照《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办法（试行）》

（环办监测〔2017〕51 号）要求，组织开展地级及以上城市水环境质量和

变化情况排名，公布地表水环境质量较好、较差以及水质改善程度相对较大、

较小的城市名单。开展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区域地表水监测断面科学布设研

究。推进长江下游和京津冀地区水环境质量预报预警系统能力建设试点，开

展水环境质量预报预警技术方法体系和业务体系研究建设。  

开展近岸海域环境监测工作。组织开展全国近岸海域 417 个国控断面

水质监测，开展近海海域浒苔、排污口、大陆岸线等遥感监测，及时编制近

岸海域环境状况公报，为近岸海域水质目标考核提供支撑。开展入海河流水

质评价、考核工作，组织开展直排海污染源监测，为近岸海域陆源污染防治

工作提供支持。加强渤海环境质量监测。开展海水浴场水质监测，及时公布

浴场水质监测信息。 

做好水环境质量专项监测。组织做好“新三湖”（丹江口、洱海、白

洋淀）水质监测。在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调水期间，开展调水水质监测，

及时、准确掌握调水水质状况。结合卫星遥感手段，组织开展“老三湖”（太

湖、滇池、巢湖）水华监测预警，做好应急监测。组织开展重要流域生物监

测，探索形成系统完整的水生态指标体系和监测技术体系。做好全国 36 个

重点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遥感监测与评估。深入开展全国面源污染遥感

监测，分析重点区域近 10 年面源污染变化。开展岸边带、京津冀地区河流

干涸断流、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等遥感监测与综合分析。  

积极开展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各地环保部门要对全国 338 个地级

以上城市、县级城镇所有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开展监测，全面掌

握我国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质状况。 

积极做好北戴河暑期环境质量监测。6-8 月组织开展北戴河暑期环境

质量监测，及时报送监测信息，准确把握北戴河暑期环境质量状况及其变化

趋势，满足北戴河海域环境综合整治和环境健康保障需要。  

组织做好国界河流监测。组织开展中俄、中哈界河水质联合监测，按

照双方商定的时间召开工作组及专家组会议，加强研讨交流，推进中俄、中

哈界河联合监测国际合作深入开展。 

3 扎实推进土壤环境监测，有力支撑净土行动 

完善并运行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按照《“十三五”土壤环境监测总

体方案》（环办监测函〔2017〕1943 号）要求，2018 年底前组织各地完成

2500 个背景点和部分历史基础点监测，编制相关土壤环境监测报告。推动

开展城市建成区土壤环境监测点位布设工作。各地要积极推动制定重点监

管企业和工业园区周边监测计划。 



积极配合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按照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

作要求，做好土壤污染地块监测技术和质量控制支持工作。开展土壤污染场

地调查遥感应用，加强未利用地土壤污染风险源遥感监测。  

推进土壤环境监测技术方法体系建设。2018 年底前，国家编制完成土

壤环境监测点位布设、采样、制备、质量控制等技术规范，发布 5 项土壤和

沉积物标准项目。出台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督促地方落实自行

监测要求。 

4 强化生态遥感监测，有力支撑生态保护 

做好生态、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工作。开展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与

评价，加强典型生态环境状况综合分析与评价，增设生态环境地面监测站点，

组织编制 2017 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报告。加强生态环境地面监测与评价方

法技术研究。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结合无人机

遥感手段，对全国 818 个县域开展生态环境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加大评

价考核结果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按要求开展 417个必测村庄和 2000

余个选测村庄的农村环境质量监测。积极开拓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业务工作，

推进技术指南编制，开展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红线本底监测，加强

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试点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重点生态功能

区等遥感监测业务应用。 

全面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平台项目建设与卫星遥感监测。推进国家生态

保护红线监管平台项目实施，全面启动业务系统研发，上半年完成工程奠基

并开工建设。做好高分五号卫星发射后的在轨测试和投入使用。有力推进 16

米光学卫星（2 颗）、大气环境监测卫星、高光谱观测卫星、5 米 SAR 卫星

（2 颗）的研制和高精度温室气体综合探测卫星立项。加强无人机环境遥感

监测能力。 

5 认真做好声环境监测 

做好声环境功能区划与监测点位调整工作。逐步将县级以上所有开展

声环境监测的城市纳入声环境监测网。加强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道路交通

噪声、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例行监测与评价，开展声环境功能区自动监测，

试点开展机场噪声监督性监测。组织开展声环境监测质量异地检查和抽测。 

6 加强污染源监测，有力支撑环境执法督察 

全面加强固定污染源废气 VOCs 监测工作。按照《关于加强固定污染源

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办监测函〔2018〕123 号）要求，

省级环保部门要组织开展行政区内固定污染源 VOCs 专项检查监测，京津冀

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5 月底前完成 VOCs 重点排污单位筛查和 VOCs

重点排污单位检查监测工作，其他地区 11 月底前完成。 



国家继续组织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开展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同步明确

监测指标和采样频次等要求。省级环保部门负责行政区内污染源监督性监

测统筹安排。组织开展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厂等重点行业的监督性监测工作。 

大力推进企业自行监测。组织开展对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开展自

行监测专项检查，2018 年底前完成火电和造纸行业的专项检查。启动编制

酒和饮料制造、食品制造、喷涂行业、涂料油墨制造、化学纤维制造、无机

化学等 6 项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编制印发石油化学、制革、电镀、化肥制

造、农药制造、平板玻璃、农副食品加工、有色金属冶炼等 8 项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技术指南。各省级环保部门要组织好行政区内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

作，做好指南实施的相关准备和培训，推动自行监测工作顺利开展。  

 

四、加强能力建设、信息公开、标准规范等工作，夯实环境

监测工作基础 

1 加强监测能力建设与网络运行保障 

强化环境监测质量监管能力。加快推进 6 大区域质控能力建设，明确

建设标准规范，2018 年底前各区域质控中心要具备对区域内环境空气、地

表水监测进行质量控制与监督核查的能力，并加快土壤监测质控能力建设。

研究提出国家环境监测量值溯源与传递实验室、污染物计量与实物标准实

验室等的建设思路并推进实施。 

加强区域土壤样品制备、空气质量预报能力建设。明确区域土壤样品

制备能力建设标准和规范，2018 年底前承担华北、东北、华东、华南、西

南及西北 6 大区域土壤样品制备任务的省级环境监测机构应具备土壤样品

制备能力并投入运行。加强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华南、东北、西北、西

南等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能力建设。  

加强中央本级监测能力建设与国家网运行经费保障。推进雄安新区监

测研究与测试平台和国家环境监测量值溯源与传递、环境监测标准规范验

证、专用仪器设备适用性检测等三大实验室建设。启动国家土壤样品库建设。

加强国家地表水、空气、土壤、生态以及污染源监测网络运行经费保障。  

2 加强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加大环境监测信息公开力度 

加强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雄安新

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组织开展重点区域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加强生态环

境质量深度分析与专题研究。创新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方法，以县域为基本单

元提出包含多要素的环境质量评价模型。改进环境质量表征方式，更加形象

直观表达环境信息。 



强化环境监测信息公开。推进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建设。国家和

省级环保部门在六五环境日按时发布环境状况公报。定期公开例行监测信

息，实时公开空气、地表水自动监测数据，及时发布全国及重点区域空气质

量预报。充分运用新媒体平台，发布环境监测数据与信息产品，不断满足公

众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3 大力推进监测标准规范制修订和环境统计工作 

加强环境监测标准规范制修订。会同有关部门探索建立统一环境监测

标准制修订工作机制。加快标准报批、发布、清理工作进度，2018 年制定

出台 50 项左右环境监测类标准。加大标准样品研发力度。推动优先控制化

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监测方法的制定和完善。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

织（ISO）标准方法制修订。加大环境监测科研力度，完善环境空气质量和

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体系。加强环境监测新技术、新设备研发力度。强

化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术在环境监测领域的应用。研究反映城市环境友

好水平的评价方法，建立计算模型。 

认真做好环境统计工作。推进环境统计改革，保障环境统计数据质量。

环境保护部研究出台加强环境统计工作的意见，推进环境统计与第二次污

染源普查、排污许可任务衔接，研究修订新的环境统计报表制度。研究编制

环境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实施细则。出版年度《中国环境统计年报》

《环境统计数据手册》《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组织各地开展 2018 年重点

排污单位名录筛选和季度直报工作。 

 

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加强行风和队伍建设，为监测

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1 深化环境监测系统行风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环境保护部党组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部署

和要求，召开环境监测系统行风建设座谈会，加强正面引导，强化警示震慑，

在全系统推动形成依法监测、科学监测、诚信监测的良好风气。积极做好环

境监测设施开放工作。各级监测部门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深化

廉政警示教育，严厉查处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坚决防范违法违纪行

为发生。 

2 加强环境监测人才队伍建设 

启动第二届全国环境监测技术大比武。开展第二批环境监测“三五”

人才遴选。按计划举办 37 期环境监测培训班。建立全国环境监测质量管理

专家库。开展东西部地区环境监测人员交流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