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广东省“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指标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 级 指 标 2015 年值 2019 年值
2020 年
目标

1

环境质量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91.5

（标况）
89.7 92.5

（标况）

2 PM2.5年均浓度（μg/m3） 34 27 33

3 空气质量浓度未达标城市PM2.5年均浓度平均水平
（μg/m3）

39 31 35

4 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III类比例（%） 99.4 100 100

5 地表水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III类）比例（%） 77.5 85.9 84.5

6 地表水丧失使用功能（劣于Ⅴ类）水体断面比例（%） 8.45 7 0

7 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比例（%） / 12.2 ＜10

8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 / 87

9 受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 / 90

10 自然保护区陆域面积占比（%） 7.4 7.4（2018年值） 7.4

11

总量控制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 / 10.4 5.4

12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 / 5.2 3

13 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减少（%） / 13.5 10.4

14 氨氮排放总量减少（%） / 12.5 11.3

15 沿海城市总氮排放量减少（%） / / 控制在

国家下

达指标

内

16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减少（%） / /

17 重点行业的重点重金属排放量减少（%） / /

18

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

生活污水处理率（%）
城镇 / 94.8（2018值） 95

19 县城 / / 85

20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0 99.9（2018值） 98

21 重点监管单位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100 99.7 100



附件 2

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指标及要求
考核内容 序号 考 核 指 标 考 核 要 求

党政主体责任
落实情况

1

专题研究部署
和督促落实生
态环境保护工
作情况

（1）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
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相关工
作落实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省（区、市）党委和政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每年将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

（2）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情况

2020 年省（区、市）党委和政府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专题研究
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明确并督促落实有关市、县和部门承担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
任务。

生态环境保护
立法和监督情

况

2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立法遵守上位法规定情况
2020 年省（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按要求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立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
备案，且立法中不存在同上位法相抵触情况。

3 指导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等其他地方立
法主体开展相关立法情况

2020 年省（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按要求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本级人民政府规章、
下一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等规范性文件开展备案或审查。

4 通过执法检查等法定监督方式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实施情况

省（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2020 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完成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监督工
作，并安排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关于2019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
告。

生态环境质量
状况及年度工
作目标任务完

成情况

5
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相关指标
完成情况

（1）环境空气质量约束性指
标完成情况

包括细颗粒物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指标和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指标，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三五”目标要求。

（2）地表水环境质量约束性
指标完成情况

包括地表水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指标和地表水水质劣于Ⅴ类水体比例指标，完
成《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确定的目标。

（3）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
指标完成情况

参照《近岸海域水质目标考核方案（暂行）》执行。

6 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相关指

（1）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指
标完成情况

完成国家下达“十三五”目标。



考核内容 序号 考 核 指 标 考 核 要 求

标完成情况 （2）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指
标完成情况

完成国家下达“十三五”目标。

（3）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
指标完成情况

完成国家下达“十三五”目标。

（4）氨氮排放量减少指标完
成情况

完成国家下达“十三五”目标。

7

污染防治攻坚
战年度工作目
标任务完成情

况

（1）重污染天数比率变化情
况

2020 年省（区、市）重污染天数比率在1%以下或者相比2015 年下降。

（2）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
黑臭水体消除比例指标完成
情况

2020 年省（区、市）行政区域内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平均值达到
90%，且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90%以上。

（3）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
完成情况

依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下达“十三五”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任务的通知》确定。
2016—2020 年累计完成环境综合整治的建制村数量达到2016—2020 年累计目标要求。

（4）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
划分工作完成情况

2020 年年底前，完成省（区、市）行政区域内县（市、区）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
试点工作。

（5）县（市、区）疑似污染
地块名单建立情况

2020 年省（区、市）行政区域内各县（市、区）均按要求建立疑似污染地块名单的。县
（市、区）无疑似污染地块的，视同为疑似污染地块名单已建立。

（6）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
放降低指标完成情况

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三五”目标要求。

资金投入事情
情况

8 中央和地方生态环境保护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情况

预算执行率≥80%；资金使用合规性未发现存在问题；多项生态环境保护财政资金绩效评
价报告结果分值平均数≥80 分。

9 未完成环境质量约束性指标的省份相关财政
支出增长情况

环境空气质量约束性指标出现1项或2项未完成年度目标的，大气污染防治方面财政支
出相对增长情况上升。
水环境质量约束性指标出现1项或2项未完成年度目标的，水污染防治方面财政支出相
对增长情况上升。



考核内容 序号 考 核 指 标 考 核 要 求

公众满意程度 10 公众对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满意程度 2020 年公众对本省（区、市）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满意程度指标数据。

其他 11
因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被约谈情况

因存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被生态环境部约谈的地（市、县、区）数量占所在省总数比例
超过15%的或30%的，分别减分。

特别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或特别重大生态破坏
事件发生情况

发生一起及以上特别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或者特别重大生态破坏事件的，考核结果不得确
定为优秀。

2020 年新增指
标

12 省级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制定及落实情况
省（区、市）制修订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将污染防治攻坚战分解到省级有关部门或
者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任务落实。

13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指标完成情况 完成《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确定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目标。

14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指标完成情况 完成《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确定的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目标。

15 疫情防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
省（区、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出现医疗废物、医疗废水全部做到应收尽收、应
处尽处的，按要求开展疫情防控期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应急监测等工作。

16 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
省（区、市）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好于III 类水体比例未达到《水

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相应要求。

17 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控制目标完成情况 完成《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确定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控制目标。

18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工作情况
依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应当于2020 年度完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任务全部完成。

19 “三线一单”发布实施情况 省（区、市）在2020 年年底前完成审议发布“三线一单”。

20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落实情况

对已经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应该追究赔偿责任的两类情形（较
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在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
开发区发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省级政府或地市级政府按要求组织开展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备注：



1．生态环境部、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指标评分细则》暂未

规定2020年新增指标考核要求，暂按征求意见稿提出的要求；

2．待2020年考核评分细则出台后，根据需要对考核要求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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