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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 

综     述 

 

2008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各级环保部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以污染减排和北京奥运会环境质量保障为重点，着力治理水、大气污染，扎实推进污染减排，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环保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全省深入开展了工业污染源、建筑扬尘和机动车尾气污染

治理，城市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全省设区城市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氮

平均值分别比 2007 年下降 12.9%、8%、5%，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平均达到 324 天，比

2007 年增加了 11 天。 

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迈出历史性步伐。以子牙河水系为突破口，大力实施重点流域和水

源地保护与治理计划，全面提速城镇污水处理厂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全省七大水系水质均

有所好转，特别是子牙河水系水质呈现明显改善势头，化学需氧量平均浓度比上年下降

42.8%，氨氮平均浓度比上年下降 13.6%。 

污染减排取得突破性进展。强力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全省完成化学需氧量减排项目

872 个，完成二氧化硫减排项目 1361 个，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分别比上年下降 9.38%和

9.88%。 

奥运保障任务圆满完成。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省政府专门制定了《河北省迎

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实施方案》，全省上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不折不扣地推进各项任务措

施的落实，认真兑现了奥运空气质量保障承诺，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环保系列创建活动深入开展。生态市（县）规划编制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新建和升级了

一批自然保护区，生态示范区、优美城镇、绿色创建等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环境执法力度不断加大。围绕加强环境执法年主题，省环保局制发了《关于落实“三严”

要求强化环境执法的意见》，连续第六年组织开展了环保专项行动。 

一批加快历史性转变的环境政策机制陆续出台。建立了重点流域生态补偿制度；进一步

健全了部门联合把关、联合治污机制；创新了排污费征收管理政策；创设了重点企业环境监

督员制度。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基本目标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刚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能耗减低 20%左右，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的刚性指标。我省“十一五”污

染减排的两项约束性指标为，到 2010 年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比 2005 年减少

15%，即化学需氧量由 2005 年的 66.1 万吨减少到 56.1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由 149.6 万吨

减少到 127.1 万吨。 

主要污染物削减情况 

2008 年全省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比 2007 年削减 9.38%和 9.88%，超额完

成了年初确定 6.5%和 5.5%的年度目标。 

2007 年我省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66.74 万吨。2008 年因经济增长带来化学需氧量为 6.53

万吨，全省实现化学需氧量减量 12.79 万吨。2008 年全省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60.48 万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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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净削减 6.26 万吨，削减率 9.38%。 

2007 年我省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149.25 万吨，其中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65.77 万吨。

2008 年二氧化硫增量 5.23 万吨，全省实现二氧化硫减量 19.97 万吨，其中电力行业减量 12.83

万吨，非电力行业减量 7.14 万吨。2008 年二氧化硫排放量 134.51 万吨，比 2007 年净削减

14.74 万吨，削减率 9.88%。 

主要措施 

“双三十”节能减排工程   2008 年初在全省选择了节能减排潜力大、有一定基础的 30

个重点县（市、区）和 30 家重点企业，在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向人大代表做出“十一

五”后三年节能减排承诺。3 年内必须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任务，未完成目标的县（市、区）

主要负责人责令引咎辞职、国有企业法人代表就地免职，民营企业依法责令停产整治。2008

年“双三十”单位完成减排项目 1333 项，总投资 179.42 亿元，削减化学需氧量 4.06 万吨、

二氧化硫 6.66 万吨，分别占全省减排量的 64.8%和 45.1%， 与上年相比分别削减 21.5%和

11.5％。 

加快重点治污项目建设   以确保北京奥运空气质量为契机，大力推进污染减排项目建

设。2008 年，全省投资 53.09 亿元建成投运火电燃煤机组 1715 万千瓦，是我省原有脱硫机

组的 1.67 倍，是计划任务的 3 倍。截至 2008 年底，全省火电企业脱硫机组装机容量 2744.25

万千瓦，占总电力装机容量的 91％；全省新建城镇污水处理厂 52 座，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129.3

万吨/日。目前，全省已建成 102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 541 万吨，城镇污水集中

处理率已由 63%提高到 70%。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2008 年，全省共关停小火电机组 44 台, 总装机 174.7 万千瓦，占

全国当年关停小火电机组的 15％，是年度计划任务的 1.8 倍；关停落后钢铁产能项目 113

个，关停炼焦、水泥、电镀、玻璃、造纸等其他落后产能二氧化硫减排项目 949 个，实施环

保优化调度电量交易二氧化硫结构减排项目 51 个，关停造纸、化工、淀粉、皮革、玻璃等

落后产能化学需氧量减排项目 422 个，通过结构调整，实现削减二氧化硫 9.04 万吨、 化学

需氧量 3.86 万吨。 

强化重点工业企业污染防治  在全省范围内筛选出占主要污染物 85％的 726 家企业作

为重点监管企业，建立排放污染物种类、浓度、排放量、自动监控设施安装运行和联网情况

档案，制订了《河北省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实施环境五级信用管理制

度，公开综合评定结果，接受社会监督。省本级共审批各类建设项目 956 个，总投资 3113.7

亿元，否决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符合环保准入条件的建设项目 113 个，总投资达 422

亿元。 

 

环境法制建设 

坚持把健全完善法规体系作为环保部门履行环境监管职能的重要保证，不断推进地方环

境立法工作。一是 2008 年 2 月,[2008]第 2 号省人民政府令公布了《河北省环境污染防治监

督管理办法》，该办法的出台，是我省环境保护法律建设的一件大事，它为解决环境保护“违

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突出问题，推进污染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二

是联合金融部门印发了《关于落实绿色信贷征信系统的通知》和《中国银监会河北监管局河

北省环保局信息交流与共享协议》,从程序上提高了环保部门与金融部门沟通联系和信息共

享的可操作性,从机制上为环保\金融联合打击违法排污行为提供了政策依据。三是联合省商

务厅出台了《关于强化出口企业环境监管的实施方案》,对有出口产品企业特别是“两高一

资”企业进行重点监管,提出具体措施和要求。四是联合省公安厅出台了《关于在全省 30 个

节能减排重点县设立环保治安警务室的通知》,为支持基层部门依法行政、有效改善基层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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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环境提供了有利保障,全省30个节能减排重点县都已设立了环保治安警务室并开展了相关

工作。 

 

全省环境质量概况 

状  况 

 总体环境质量与 2007 年相比有所改善。 

 全省优良天数平均为 324 天，比 2007 年增加了 11 天。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承

德五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类区环境质量标准。与 2007 年相比，新增了沧州和承德两

市。 

 全省七大水系Ⅰ-Ⅲ类水质比例为 33.3%，比 2007 年提高了 6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比

例为 45.9%，降低了 3.3 个百分点。 

 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良。 

 声环境质量基本持平，生活噪声和交通噪声是影响城市声环境的主要噪声源。 

 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评价为一般，但承德、秦皇岛两个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为良。 

空气环境质量 
 达到或好于Ⅱ级的优良天数 

2003 年至 2008 年,全省平均达到或好于Ⅱ级的优良天数逐步增加,从 2003 年的 250 天上

升到 2008 年的 324 天。比 2005(十五末)年提高了 29 天，比 2007 年提高了 11 天。 

2003年—2008年全省平均达到或好于Ⅱ级的优良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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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污染物浓度变化情况 

全省污染物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与 2005 年(十五末)相比降低 12.1%，与 2007 年相比降低 7.4%；张

家口、秦皇岛、廊坊、唐山、邢台、保定、承德、沧州和衡水 9 个城市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二氧化硫浓度，与 2005 年(十五末)相   降低 32.5%，与 2007 年相比降低 12.9%；沧州、

衡水、秦皇岛、石家庄、廊坊、邯郸和承德 7 个城市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二氧化氮浓度持平，11 个设区市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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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主要污染物平均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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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雨污染状况 

全省共获得 551 个雨水样本，pH 范围在 4.02-8.40 之间，最低值出现在秦皇岛市。 

全省酸雨发生频率为 2.4%。秦皇岛、承德和石家庄共出现 13 次酸性降水，其他城市未

出现酸雨。 

与 2007 年相比，出现酸雨的城市数量与去年持平，酸雨频率降低了 3.3 个百分点，但

酸雨的强度有所增加。 

 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2008 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134.51 万吨,其中工业排放量为 115.87 万吨,生活排放量为  

18.64 万吨；烟尘排放量为 56.82 万吨,其中工业排放量为 39.64 万吨,生活排放量为 17.18 万

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 50.74 万吨。 

全省近年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烟尘排放量(万吨)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工业粉尘

排 放 量

(万吨) 

2005 149.57 128.14 21.43 73.23 55.98 17.25 71.30 

2006 154.55 132.57 21.98 72.32 55.31 17.01 64.57 

2007 149.25 129.44 19.81 62.31 46.42 15.89 53.21 

2008 134.51 115.87 18.64 56.82 39.64 17.18 50.74 

 

水环境质量 
 河流水质状况 

七大水系总体为中度污染，45.9%断面水质为劣Ⅴ类，33.3%断面水质好于Ⅲ类。 

 

 

 

 

 

 

 

 

 

 

2008年全省河流水质类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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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05 年相比，七大水系Ⅰ~Ⅲ类水质比例升高 2.0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比例下降 1.9

个百分点，河流水质有所好转。 

 

 

 

 

 

 

 

 

 

 

 

 

 

七大水系中，滦河水系和永定河水系为轻度污染，大清河水系为中度污染，北三河水系、

漳卫南运河水系、子牙河水系和黑龙港运东水系为重度污染。其中，子牙河水系和黑龙港运

东水系多项污染物超标，主要污染物为氨氮、化学需氧量、总磷、挥发酚、生化需氧量。 

 

 

 

 

 

 

 

 

 

 

 

 

 

 

 

 各水系环境质量变化 

滦河水系 

水系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 

主要污染物 COD 和氨氮浓度呈下降趋势，其中 COD 与 2005 年（十五末）相比降低了

22.9%，与 2007 年相比降低了 12.8%；氨氮与 2005 年（十五末）相比降低了 64.5%，与 2007

年相比降低了 73.7%。 

永定河水系 

水系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 

主要污染物 COD 和氨氮浓度呈下降趋势，其中 COD 与 2005 年（十五末）相比降低了

73.6%，与 2007 年相比降低了 20.0%；氨氮与 2005 年（十五末）相比降低了 79.3%，与 2007

 
2003-2008年全省河流水质类别比例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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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比降低了 30.1%。 

大清河水系 

水系水质总体为中度污染； 

主要污染物 COD 和氨氮浓度呈增高趋势，其中 COD 与 2005 年（十五末）相比降低了

24.5%，与 2007 年相比增高了 4.4%；氨氮与 2005 年（十五末）相比增高了 9.2%，与 2007

年相比降低了 20.9%。 

北三河水系 

水系水质总体为重度污染； 

主要污染物 COD 和氨氮浓度呈下降趋势，其中 COD 与 2005 年（十五末）相比降低了

23.7%，与 2007 年相比降低了 13.7%；氨氮与 2005 年（十五末）相比降低了 34.5%，与 2007

年相比降低了 14.5%。 

漳卫南运河水系 

水系水质总体为重度污染； 

主要污染物 COD 和氨氮浓度呈下降趋势，其中 COD 与 2005 年（十五末）相比降低了

17.6%，与 2007 年相比降低了 44.8%；氨氮从 2005 年有所升高，与 2005 年（十五末）相比

增高了 29.9%，与 2007 年相比增高了 2.7%。 

子牙河水系 

主要污染物 COD 和氨氮浓度 2003 年至 2007 年基本持平，2008 年下降幅度较大，其中

COD 与 2005 年（十五末）相比降低了 36.7%，与 2007 年相比降低了 42.8%；氨氮与 2005

年（十五末）相比降低了 2.1%，与 2007 年相比降低了 13.7%。 

黑龙港运东水系 

水系水质总体为重度污染； 

主要污染物 COD 和氨氮浓度呈下降趋势，其中 COD 与 2005 年（十五末）相比降低了

42.3%，与 2007 年相比降低了 69.6%；氨氮与 2005 年（十五末）相比降低了 36.3%，与 2007

年相比增高了 8.7%。 

 子牙河水系水质 

子牙河水系的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的平均浓度为 120 毫克/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2.8%。其中，14 个列入生态补偿考核断面中枣营和献县闸断面的化学需氧量分别下降了

67.1%和 46.5%。 

水质类别 Ⅰ~Ⅲ Ⅳ Ⅴ 劣Ⅴ 

所占比例（%） 10.3 13.8 10.3 65.6 

变化率（%） 0.3 3.8 3.6 -7.7 

 

 省界断面水质 

河北省与北京、天津、山东、山西和河南相邻，共有 36 个省界断面，其中包括 19 个入

境断面和 17 个出境断面，出境断面水质好于入境断面水质。 

17 个出境断面中入北京、天津的水质较好，基本能够满足功能区要求。 

19 个入境断面中山西来水水质较好，河南、北京来水较差，山东来水最差，污染物浓

度高。 

 湖库淀水质 

2008 年我省对 14 座水库和白洋淀、衡水湖进行了监测。 

不计总氮、总磷两项富营养化指标，12 座水库水质达到了Ⅱ类水质标准，黄壁庄水库

水质为Ⅲ类；邢台的临城水库由于大坝修缮未进行监测。 

白洋淀水质为重度污染。12.5%的断面水质为劣Ⅴ类，37.5%的断面水质为Ⅴ类，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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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断面水质为Ⅳ类，主要污染物是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 

衡水湖水质为Ⅲ类，达到功能区划要求。 

所属城市 湖库名称 水质类别 水质状况 富营养化程度 

唐山 陡河水库 Ⅱ 优 中营养 

唐山 邱庄水库 Ⅱ 优 中营养 

秦皇岛 石河水库 Ⅰ 优 中营养 

秦皇岛 洋河水库 Ⅱ 优 中营养 

保定 王快水库 Ⅱ 优 中营养 

保定 西大洋水库 Ⅱ 优 中营养 

保定 安格庄水库 Ⅱ 优 中营养 

保定 龙门水库 Ⅱ 优 中营养 

石家庄 岗南水库 Ⅰ 优 轻度富营养 

石家庄 黄壁庄水库 Ⅲ 良好 轻度富营养 

邯郸 岳城水库 Ⅰ 优 轻度富营养 

邢台 朱庄水库 Ⅱ 优 轻度富营养 

邯郸 东武仕水库 Ⅱ 优 中度富营养 

衡水 衡水湖 Ⅲ 良好 中度富营养 

保定 白洋淀 劣Ⅴ 重度污染 中度富营养 

 近岸海域海水水质 

全省近岸海域总体水质为良。 

唐山市近岸海域水质为良； 

秦皇岛市近岸海域水质为优； 

沧州市近岸海域水质为轻度污染，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和化学需氧量。 

 地下水 

水质：邢台、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石家庄、衡水、张家口八个城市地下水水质

良好，邯郸、承德、沧州（浅水）水质较差，沧州（深水）因地质因素，氟化物超标。全省

主要超标的监测指标为总硬度、硫酸盐、氟化物、氨氮。 

水资源：根据全省地下水资源评价成果，我省地下水天然补给资源总量为

170.26×10
8
m
3
/a。按矿化度划分，小于 1g/L 的淡水天然补给资源量为 131.60×10

8
m
3
/a，

1~3g/L 的微咸水天然补给资源量为 31.98×10
8
m
3
/a，3~5g/L 的半咸水天然补给资源量为 

6.68×10
8
m
3
/a。全省地下水可开采资源量为 119.8642×10

8
m
3
/a，其中石家庄、保定较为丰

富。 

 废水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2008 年,全省废水排放总量为 23.47 亿吨，比上年增加 5.3%；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60.48

万吨，比上年下降 9.38%；氨氮排放量为 5.58 万吨，比上年下降 6.6%。 

全省近年废水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废水排放量(亿吨)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万吨) 氨氮排放量 (万吨)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2005 20.85 12.45 8.40 66.06 38.93 27.14    

2006 22.23 13.03 9.19 68.78 35.82 32.96 6.78 3.18 3.60 

2007 22.29 12.35 9.94 66.74 32.83 33.91 6.05 2.36 3.69 

2008 23.47 12.12 11.35 60.48 24.87 35.61 5.58 1.74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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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质量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2008 年 11 个设区市区域声环境较好。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分布在 50.1- 

54.8dB(A)之间，面积加权平均值是 52.2 dB（A），与去年相比基本持平。 

区域环境噪声

47.0

48.0

49.0

50.0

51.0

52.0

53.0

54.0

55.0

56.0

邢台 唐山 邯郸 保定 衡水 沧州 秦皇岛 张家口 廊坊 承德 石家庄

单位：dB(A)

城市交通噪声 

全省 11 个设区市平均等效声级分布在 62.1-69.7dB(A)之间，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全省

道路交通噪声长度加权平均等效声级为 66.6dB（A），与去年相比基本持平。其中邢台、沧

州、衡水 3 个城市道路交通声质量为较好（68.1～70.0dB(A)），其余 8 个城市道路交通声质

量为好（≤68.1dB(A)）。 

城市交通噪声

58

60

62

64

66

68

70

72

衡水 沧州 邢台 秦皇岛 保定 邯郸 唐山 张家口 石家庄 廊坊 承德

单位：dB(A)

城市环境噪声源构成 

2008 年影响城市区域环境的噪声源主要分为生活噪声、交通噪声、工业噪声、施工噪

声和其它噪声五类，分别占 46.8%、33.0%、12.3%、4.5%和 3.4%。影响面广的噪声源是生

活噪声和交通噪声，两者之和占了 79.8%。污染强度大的噪声源是交通噪声。 

 

 

 

 

 

 

其他噪声

3.4%
交通噪声

33.0%

施工噪声

4.5%

工业噪声

12.3%

生活噪声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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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与行动 

组建河北省子牙河白洋淀环境保护督察中心    为加强子牙河流域、白洋淀区域的污染

督察监管，经省编办批准，于 2008 年 3 月成立了省子牙河白洋淀环境保护督察中心。该中

心成立以来，认真履行职责，紧紧围绕改善子牙河流域和白洋淀区域环境质量，解决领导关

注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一是抓流域，重点解决断面水质恶化问题，促使河流水质明显好转；

二是抓重点行业，解决区域污染问题；三是抓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推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了污染减排目标的落实；四是深入开展企业达标排放百日排查行动，关停长期排污不达

标企业 126 家，取缔不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政策企业 75 家。 

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   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河北省烟气排放设施综合治理攻坚

行动方案》，全省组织了烟气排放设施污染治理攻坚战役，深入实施“拔除烟囱，净化蓝天” 

活动。2008 年 6 月底前完成第一阶段攻坚任务，全省共拆除废弃烟囱 2177 根，超计划 87.7%，

治理不达标烟囱 3590 根，超计划 13.7%。通过深入开展了工业粉尘、锅炉烟尘、建筑施工

扬尘和机动车尾气治理等一系列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城市空气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奥运空气质量保障   2008 年，我省把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作为污染防治工作的重中之

重，围绕落实《河北省迎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实施方案》，健全机制，严明责任，增加投入，

突出重点污染物预防和治理，加快重点治污项目建设，共完成烟气脱硫和大气治理项目 41

个，淘汰焦炉、高炉、转炉、电炉、机立窑、回转窑等 219 座和小火电机组 21 台，关停限

产企业（群）42 个。省厅组织 7 个奥运专项督导组，采取常驻分包方式，对七个涉奥城市

实施专项督导，有力推动了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的改善，为圆满实现“绿色奥运”、“平安奥运”

的目标做出贡献。  

加强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   我省努力构建以加快改善跨界河流断面水质为抓手，以提

高子牙河等七大水系水环境质量为总体目标的水环境保护工作格局，有效推进水污染治理各

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取得积极成效。自 2008 年 4 月起，省政府批准在子牙河流域实施跨界

断面水质目标考核并试行扣缴生态补偿金政策，强化了政府与部门的责任，有效遏制了上游

向下游违法排污，子牙河水系化学需氧量平均浓度比上年下降 42.8%，氨氮平均浓度比上年

下降 13.7%，达到多年来最好水平。 

保障饮水安全   按照国家要求，结合我省实际，2008 年我省对 1999 年制定的全省饮

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分进行了重新核定与调整，并报请政府印发实施了《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环境保护规划（2008－2020 年）》，为有效防止企业违法建设、违法排污对饮用水水源地

造成的破坏，制定各类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以及全省水环境的科学管理提供了科

学依据。 

海洋环境保护科研   我省加大了海洋环境保护专项研究资金支持力度，先后组织开展

了《秦皇岛旅游海滩调查与保护研究》、《河北省海岸带地质环境调查评价》、《河北省风暴潮

灾害风险区划与应急预警管理信息系统研究》等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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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环境质量状况 

石家庄市环境质量状况 

 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Ⅱ级的天数为 301 天，三项主要污染物中可吸入颗粒物未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河流水质总体为中度污染，境内

子牙河水系 COD 浓度下降

51.3%。 

 区域声环境较好，交通声环境质

量为好。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为一般。 

 

 

 

 

张家口市环境质量状况 

 

 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Ⅱ级的天数为

331 天，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三项主要

污染物中二氧化硫超过国家二级标准。 

 河流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 

 区域声环境较好，交通声环境质量为好。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为一般。 

 

 

 

 

承德市环境质量状况 

 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

好于Ⅱ级的天数为 320

天，三项主要污染物均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河流水质总体为轻度

污染，入京津水质较

好。 

 区域声环境较好，交通声环

境质量为好。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为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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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环境质量状况 

 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Ⅱ级

的天数为 352 天，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三项主要污染物均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 。 

 河流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西

部山区河流水质较好，饮马河、

洋河等入海河口水质较差。 

 区域声环境较好，交通声环境

质量为好。 

 近岸海域海水水质为优。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为良。 

 

 

 

 

 

 

 

唐山市环境质量状况 

 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Ⅱ级的天数为 328 天，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三项主要污染

物中二氧化硫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河流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入天津

水质较好。 

 区域声环境较好，交通声环境质量

为好。 

 近岸海域海水水质为良。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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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环境质量状况 

 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Ⅱ级的天数

为 339 天，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三项主

要污染物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地表水总体为重度污染，重污染河段占

100%。 

 区域声环境较好，交通声环境质量为

好。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为一般。 

 

 

 

 

 

保定市环境质量状况 

 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Ⅱ级的天数为

312 天，三项主要污染物中二氧化硫未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地表水总体为中度污染，西部山

区水质较好，白洋淀除南刘庄淀

区 水 质 为 劣 Ⅴ 类                  

外，其他淀区水质平均为Ⅳ类。 

 区域声环境较好，交通声环境质量为好。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为一般。 

 

 

 

 

 

沧州市环境质量状况 

 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Ⅱ级

的天数为 322 天，三项主要污染

物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地表水总体为重度污染，重污染

河段占 100%，境内子牙河水系

COD 浓度下降 44.2%。 

 区域和交通声环境较好。 

 近岸海域海水水质为轻度污染。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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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环境质量状况 

 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Ⅱ级的天

数为 321 天，三项主要污染物均达到

国家二级标准。 

 地表水总体为重度污染，重污染河段

占 100%；境内子牙河水系 COD 浓度

下降 38.8%。 

 区域和交通声环境较好。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为一般。 

 

 

 

 

 

 

 

邢台市环境质量状况 

 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Ⅱ级

的天数为 331 天，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三项主要污染物中二氧化

硫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地表水总体为重度污染，重污染

河段占 100%；境内子牙河水系

COD 浓度下降 28.3%。 

 区域和交通声环境较好。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为一般。 

邯郸市环境质量状况 

 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Ⅱ级

的天数为 311 天，三项主要污染

物中可吸入颗粒物未达到国家

二级标准。 

 地表水总体为中度污染。 

 区域声环境较好，交通声环境质

量为好。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为一般。 

 

注：三项主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二

氧化硫和二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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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弃物 

状  况 

2008 年，全省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 19769.3 万吨；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 60.84

万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为 12756.9 万吨，综合利用率为 64.14%。 

行动与措施 

固体废物环境管理  按照国家有关固体废物管理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河北省固体废物

环境管理工作手册》，对各类固体废物处置、储存、运输、利用做到规范审批、有效管理。

截至 2008 年底，我省共发放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47 个，其中省厅发证 42 个，市环保局发

证 5 个。全省危险废物持证单位年处置能力为 16.4 万吨，涉及 30 多大类。2008 年度全省医

疗废物产生总量 9369.82 吨，医疗废物集中处置量为 9322.13 吨，集中处置率为 99.49%，以

集中焚烧方式处理为主。 

进口废物管理  2008 年初，我省第一个经环保部正式批准的进口废物产业园--文安东都

环保产业园试运行。截至目前，全省共有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加工利用单

位 42 家，进口其他限制类废物企业 50 家。2008 年环保部核准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

缆和废电机 47.5 万吨，核准进口其他限制类废物 114.54 万吨。 

近年来全省工业固废产生及处理情况 

  
 

辐射环境 

状  况 

全省辐射环境国控网监测表明：陆地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瞬时值在 56.6～78.9 纳戈瑞

/小时，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连续监测平均值为 87.6 纳戈瑞/小时，均为天然本底辐射水平；

土壤、水体放射性核素和空气气溶胶、沉降物总α、总β放射性水平监测表明，未发现人工

放射性核素污染。电磁辐射监测表明，广播、电视发射设施和高压输变电设施，附近局部环

境电磁辐射水平偏高。监测表明，我省放射源、射线装置和电磁辐射污染源周围环境辐射水

平符合相关标准限值要求，未发现辐射污染。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全省共有放射源 6077 枚；根据 2008 年电磁辐射设备（设施）

申报登记统计，全省广播电台 149 座，通信、雷达及导航设备类发射站 10 座，发射台 16

个，移动通信基站 15797 座，工、科、医类电磁设备 176 台（套），高压交流架空输电线路

共计 1468 条，全长 30500 余公里。变电站 632 座。 

行动与措施 

为确保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安全，省环保局组织对全省放射源和射线装置使用单位进行

了安全检查，共收贮废弃闲置放射源 980 枚，对擅自转让放射源等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2008

年省环保局根据需要从新制定了核事故和辐射应急响应计划，成立了应急领导办公室；省辐

射站承担了奥运期间核反恐监测任务，积极争取财政资金购置了车载移动式放射性监测系

统、便携式 LaBr γ谱仪测量系统、背包式放射源搜寻系统、便携式γ辐射测量系统等，及

时提高了我省核与辐射应急监测能力；圆满完成了奥运前夕秦皇岛某海关发现含放射性物质

的应急监测和处置工作；5 月 10 日省环报局和秦皇岛市环保局在北戴河共同举办了核与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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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反恐应急演练。 

 

土地与水资源 

土地 

状  况 

全省土地调查总面积 282650791.2 亩，与 2007 年度变更调查总面积完全一致。 

按一级地类统计：农用地 196237289.5 亩，占辖区总面积的 69.43%；建设用地 26913028.0

亩，占辖区总面积的 9.52%；未利用地 59500473.7 亩，占辖区总面积的 21.05%。 

    按二级地类统计：农用地中，耕地 94759460.3 亩、园地 10570449.9 亩、林地 66332148.5

亩、牧草地 11979318.4 亩、其他农用地 12595912.4 亩，分别占农用地的 48.29%、5.39%、

33.80%、6.01%、6.42%；建设用地中，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 23172601.0 亩、交通运输用

地 1806221.5 亩、水利设施用地 1934205.5 亩，分别占建设用地的 86.10%、6.71%、7.19%；

未利用土地 51449408.3 亩、其他土地 8051065.4 亩，分别占未利用地的 86.47%、13.53%。 

与上年度相比，农用地净增加 57418.3 亩，增加 0.03%；建设用地净增加 184743.1 亩（其中

建设占用耕地 112907.6 亩），增长 0.69%；未利用地净减少 242161.4 亩，减少 0.41%。 

行动与措施 

稳步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根据《河北省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施方案》和 2008

年工作计划要求，省环保局积极督导，11 个设区市克服一切困难，认真开展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工作，基本上完成了工作计划的要求，环保部对我省土壤调查工作给予肯定。 

2008 年完成 2618 个普查点、335 个背景对照点和 395 个剖面点、1491 个重点区域的全

部土壤样品、部分重点区域农产品样品和地表水样品的采集工作，完成了部分样品的分析测

试工作，共获得 24.7 万个分析数据，拍摄上万张土壤样品的照片，完成了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数据的微机录入，为掌握我省土壤质量的现状，查明土壤污染的成因，制定土壤污染防治

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继续实施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我省继续狠抓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21 世纪初期首都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水土保持项目、太行山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及省级重点水土保

持建设项目的管理工作。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水利项目 2007 年度工程通过了省级年度验收

和部级核查；21 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水土保持项目进展顺利；太行山国家

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一期项目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水利部、财政部批复了二期项目 5 年规

划；省级水土保持项目管理得到加强。 

 

水资源 
状  况 

降水量及产水量丰枯   2008 年全省平均降水量 557.7mm，比上年增加 96.2mm，比多

年平均值多 26.0mm，属平水年份。全省各河天然年产水量多属枯水或偏枯水，仅潮白河、

大清河及子牙河三水系的部分河流为平水。 

平原区地下水动态   2008 年底河北省平原区浅层地下水平均埋深 15.57m，与上年同期

相比，地下水位平均上升 0.15m，地下水蓄存量增加 4.92 亿 m3。深层地下水平均埋深：衡

水 51.04m，沧州 55.72m，邢台中东部平原 53.67m。与上年同期相比，邢台中东部平原下降

0.25m，衡水上升 2.96m，沧州上升 1.65m。 

大中型水库蓄水情况   2009 年初省辖大、中型水库蓄水 30.62 亿 m3，比 2008 年初多

蓄 6.00 亿 m3。海委管辖的潘家口、大黑汀和岳城三座大型水库蓄水量为 17.36 亿 m3，比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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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蓄水量增加 1.30 亿 m3。2009 年初白洋淀蓄水量为 1.37 亿 m3。 

水资源数量 2008 年河北省地表水资源量约为 67.07 亿 m3，水资源总量约为 167.98 亿

m3。 

行动与措施 

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到 2008 年底，有建设任务的 7 个设区市中，沧

州、衡水、保定、石家庄、唐山、邯郸等 6 个设区市已完成系统安装任务，秦皇岛市也在积

极筹备过程中。 

节水灌溉与农村人口饮水安全   2008 年，全省共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222 万亩，解决 212

万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任务目标。 

向北京集中输水   从 9 月 29 日开始，分别由赤城县云州水库向北京白河堡水库输水

2520 万 m3，蔚县壶流河水库向官厅水库输水 501 万 m3。历时一个月，共向北京输水 3021

万 m3。从 9 月 18 日开始，计划分别由岗南、黄壁庄、王快水库各向北京供水 1 亿 m3，截

至 12 月 31 日，北京受水 1.1972 亿 m3。 

引黄补淀    自 2008 年 1 月 25 日至 2008 年 6 月 20 日，历时 148 天，进入河北省境内

水量（以冀鲁界刘口计）4.85 亿 m3，入淀水量 1.5765 亿 m3，圆满完成了引黄补淀的既定任

务。在引黄补淀的同时，还相继完成衡水湖、大浪淀水库及南宫群英湖补水。 

 

农村环境 

状  况 

耕地资源与质量   河北省 2008 年末实有耕地总资源 6331.8 千公顷，占河北省国土面

积的 33.7%，人均耕地低于全国人均平均水平。 

全省耕地资源中：常用耕地面积为 5901300 公顷，其中水田为 107300 公顷，占总耕地

的 1.69%，水浇地 4453200 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 70.33%；临时性耕地面积为 430500 公顷。 

草原建设   2008 年全省新增人工、半人工草地面积 24.15 万公顷，总数达到 126.28 万

公顷，人工、半人工草地的植被盖度由建设前的 30%提高到了目前 85%以上，单位面积生

产能力由每公顷不足 900 公斤，增加到 3000 公斤，载畜能力由每公顷草地饲养 1.5 个羊单

位，提高到 4.4-5 个羊单位。 

草原保护   我省草原防火工作取得“零火警”的好成绩。与去年同期相比，火警次数

减少 6 起，过火面积减少 21.3 公顷，经济损失减少 0.532 万元；完成草地虫鼠害防治 521.2

万亩，完成年初计划的 84.1%，十个无鼠害示范区建设项目县完成无鼠害示范区建设面积

412 万亩，占全省鼠害防治面积的 90.8%，示范区内草原实现了有鼠无害的目标，草原蝗虫

完成防治 67.2 万亩。 

农村沼气建设   新建沼气池 30 万户，累计建成 244 万户，普及率达到 16.8%。年户均

增收 2000 元以上，受益人口 970 多万人。改善了 240 多万亩耕地土壤肥力状况，保护了 240

多万亩山林植被免遭砍伐。 

措施与行动 

推广循环农业和农村清洁工程  以邯郸市为重点，大力推进循环农业试点示范工作，经

过近一年的探索与实践，率先在全国制定了首个省级循环农业发展规划，并通过专家论证，

计划在全省实施。新建农村清洁工程示范村 10 个，截止到目前，建设完成省部级农村清洁

工程示范村 39 个，受益农户 3 万多户。示范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理利用率和秸秆综合

利用率分别达到 81.2%、85.6%和 82.4%。 

面源污染监测和普查工作稳步进行   在全省 22 个县开展了农业面源污染调查工作，在

25 个县建立监测网点 250 个，今年监测取样 455 个，获得监测数据 2730 个，初步掌握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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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共调查农业污染源调查对象 313342 个。 

野生植物保护和外来入侵生物   对太行山、燕山区进行了重点摸底调查工作，较为全

面地掌握了重点区域野生植物,特别是河北梨、野玫瑰的物种资源状况。完成了安新野生莲、

青龙、涉县国家级野生大豆三个保护点的验收；积极参与“新外来入侵生物黄顶菊防控技术

研究”工作，组织外来入侵生物刺萼龙葵的调查和预警工作。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工作  新认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40 个，面积 24636.9

公顷（37 万亩），新认证无公害农产品 99 个，产量 180.5 万吨，对证书到期的 57 个无公害

农产品产地和 24 个无公害农产品进行了复查换证。创建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 41000 公顷，绿色食品产地环境监测面积 74786.67 公顷，有机食品基地面积 5733.33 公顷。 

农产品质量监督检测   省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对全省 11 个市的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产

地、非认定产地、市场、标准化村、供京蔬菜生产基地和供奥蔬菜全面开展了产品质量监测。

在奥运期间按照基地随时出货、随时抽样、随时检测的要求，对检测样品做到了及时处理与

检测，保证了供奥蔬菜质量的安全。 

秸秆综合利用  完成秸杆机械化还田 4912 万亩，秸秆压块 15 万吨，机械化打捆面积

60 万亩，堆沤还田 954 万亩，栽培食用菌 650 万亩，有效促进了农业废弃物资源转化利用

和农业结构调整。2008 年新建项目县 32 个，续建项目县 95 个，省级续建项目县 20 个。全

年示范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5560 万亩，施配方肥面积 2600 万亩，节本增效近 17 亿元，

惠及农民 553 万户。 

加大了草原建设和生态保护力度   以国家正在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

重点生态环境治理工程项目和新修订颁布的《草原法》的贯彻落实为契机，以重点地区沙化、

退化草地综合治理和发展牲畜舍饲为突破口，通过强化管理，认真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着力提升“草原三防”的应急处置能力。完善草地承包责任制，恢复草地植被，最大限度地

减轻沙尘暴等生态灾害，促进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防治畜禽养殖业污染   根据全省环境总体整治工作进度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

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提出分步实施计划，采取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综合利用，生态化处

理手段，并根据实际养殖方式，结合周围不同的资源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因地制宜开展治

理，确保治理效果。在规模化养殖场“无公害畜产品”审报认定工作中，严格按照“无公害

畜产品”产地认证条件，对环保处理设施和动物防疫条件进行认真的审核，有效促进了畜牧

业污染整治工作的开展。 

加强农村沼气建设   建立了以县级服务站为支撑、村级服务网点为基础、农民沼气服

务人员为骨干的沼气服务体系。组织了 80 个县 90 个养殖企业申报了 90 处规模化养殖场大

中型沼气工程，申请中央投资 9000 万元。 

 

城市建设 

状 况 

2008 年全省设区市城市公用基础设施水平达到：供水普及率 99.97%，污水处理率

77.59%；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57.15%；燃气普及率 97.11%；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14.49 平方米；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 9.49 平方米、32.22%、38.71%；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 9.79 标台。 

措施与行动 

城市污水处理   省委、省政府确定了“到 2010 年全省所有县级以上城市、县城都要建

成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的工作目标。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

施建设的实施意见》、《河北省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省级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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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城市污水处理费收费管理办法》等一系列促进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政策措施；

多方筹集污水和垃圾处理专项资金 5.7 亿元(2008 至 2010 年三年)，用于城市污水和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成立了“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领导小组”，并与各设区市政府签订了

“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目标责任状”，进一步明确了目标、任务、对策和措施，有

力地推动了两厂(场)建设。完成 25 座污水处理厂建设，在建污水处理厂 102 座，新增污水

处理能力 94.3 万吨/日。 

城市园林绿化    新增城市绿地 6067 公顷，完成植树 1113 万株，新增公园绿地 1730

公顷，新增城市水面 13756.54 亩，建成省级园林式单位 127 个、省级园林式小区 74 个、省

级园林式街道 40 条，建成河北省四星级公园 6 个、三星级公园 17 个、优秀游园 20 个。张

家口市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园林城市。按照三年大变样工作要求，印发了《关于三年内完成

县城公园建设任务的通知》，要求各市按照《公园设计规范》的要求，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县

城至少建成一个较高标准的公园，全年新建公园 59 个。 

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步伐进一步加快，所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划编制完成并报国务院审批；进行了奥运旅游推介，完成了奥运旅游接待任务；加强风景名

胜区管理和资源保护，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综合整治检查验收，完善了风景名胜区监管信

息系统。 

城市供水节水    加强城市供水和饮用水安全工作，继续在全省开展供水水质督察工

作，全年进行了两次供水水质督查和检测，并在《河北日报》通报供水水质督查结果。全年

城市建设行业未发生安全事故，保障了奥运供水安全。 

城市公共交通    继续实施“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战略，开展“文明公交，服务奥

运”和第二届城市公共交通周和无车日活动，宣传和倡导绿色交通理念，全年更新公交车辆

1111 辆。 

城市市政建设    按照“路面平整、排水畅通、路灯明亮、街容整齐”的标准，部署并

开展城市支路背巷三年整治工作，2008 年是第一年，完成改造 998 条，新增城市道路面积

1413 万平方米，新增桥梁 60 座。积极推进城市绿色照明工作，出台了《河北省城市绿色照

明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筹备召开了“河北城市照明节能技术论坛”，省建设厅、省劳动和社

会保障厅、省总工会成功举办了“河北省大旗杯照明技能大赛”，评选出 6 名团体奖和 40

名单项技能奖，并发出了以“绿色照明、科技照明、和谐照明”为奋斗目标的《河北省绿色

照明石家庄宣言》。 

城市燃气供热   天然气新增供应能力 32 万立方米/日，石家庄市、唐山市完成了天然

气置换煤气工作。强化了燃气安全管理，加强了燃气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全年无燃气事故发

生。 

集中供热得到快速发展，全省新增集中供热面积达到 4800 万平方米。供热计量改革全

面推进，热计量收费面积达到约 400 万平方米，承德、唐山列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供热计量

改革示范城市。全省启动 1300 万平方米既有居住建筑热计量和节能改造任务。 

城市环境卫生   省人大通过并出台了《河北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设区城市完成

环卫设施投资 53639 万元，新增道路清扫保洁面积 621 万平方米，三类以上公厕比上年增加

222 座。全省新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8 座，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1266 吨/日。 

地方病防治与农村饮水安全 

我省 160 个有地方病的县（市、区）中，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病种的地方病发生。主要有

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大骨节病和克山病。碘缺乏病实现了阶段性消除目标，大骨节病、

克山病达到国家规定的稳定控制标准，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是全国重病省份之一。 

在 35 个国家饮用水监测县中，开展了农村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每份水样监测 20 项指

标，获得 1389 份水样水质监测数据信息，监测指标合格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 91 个县



 

第 19 页 

进行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监测，每份水样监测 20 项指标，共获得 7094 份水样监测数据

信息，监测指标合格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森  林 

状  况 

森林资源总量及分布    到 2008 年底，全省郁闭度达到 0.20 以上的有林地面积为

4341258 公顷，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面积 22141 公顷，一般灌木林面积 1091644 公顷；郁

闭度为 0.10～0.19 的疏林地面积 106362 公顷；未成林造林地面积 833191 公顷；苗圃地面积

45330 公顷。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23.25%。活立木总蓄积量为 10226 万立方米。我省人均

有林地面积 0.73 亩，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3。人均活立木蓄积 1.28 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 1/8。 

森林资源区域分布状况：按森林覆盖率高低排序：承德市为 46.09%，秦皇岛市为 40.4%，

唐山市 18.26%，石家庄市 18.01%，张家口市 17.29%，廊坊市 16.97%，沧州市 16.61%，保

定市 15.21%，邢台市 11.84%，衡水市 10.35%，邯郸市 7.82%。在全省五大地貌类型中，冀

北山地森林覆盖率最高，为 47.65%，其它类型区依次排序为：冀西北山地 21.45%，太行山

区 19.84%，坝上地区 12.70%，平原地区（含沿海）10.92%。 

我省森林资源呈现从北向南依次递减的趋势，全省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山区，城镇、村

屯等人口聚集区绿化水平相对较低。全省的森林资源结构以中幼龄林为主，比例占 84.22%，

可供采伐利用的成过熟林面积和蓄积量很少，可利用比例偏低，森林生态系统整体调节降水、

防风固沙和涵养水源的生态功能还比较弱。 

森林公园    森林旅游业得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截至 2008 年底，全省森林公园总数

已达 71 处，总经营面积 3.27 万公顷，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 26 处，经营面积 1.88 万公顷。

初步形成了以国家级森林公园为主体、省级森林公园为基础、布局合理的森林旅游体系框架。 

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区    我省有高等植物 204 科、940 属，2800 多种。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植物有黄檗、水曲柳、珊瑚菜等 6 种。 

全省有陆生脊椎动物 530 多种，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鸟类 400 余种，兽类 90

余种，两栖爬行类 30 多种。受到保护的野生动物 460 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7

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73 种，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26 种。截至 2008 年，全省共建立

森林、湿地、野生动植物等生态类型自然保护区 25 处，保护面积达到 51.6 万公顷。其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处，保护面积 17.6 万公顷。建立了南宫群英湖和永年洼 2 处省级湿地

公园，面积共 3400 公顷。衡水湖、白洋淀、塞罕坝等湿地实施了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湿

地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南大港、海兴、唐海等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已经得到国家

批复。 

森林病虫害    全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危害面积 40.17 万公顷，主要发生危害生物种类

有：美国白蛾、松毛虫、杨树病虫害、落叶松鞘蛾、天幕毛虫及森林鼠（兔）害等。累计完

成防治作业 73.33 万公顷次，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4.5‰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 89％，

监测准确率达 96.3％，种苗产地检疫率达 97.5％。美国白蛾重点防控区有虫株率 0.038％，

外围防控区有虫株率 0.062％。 

森林防火   全省共发生森林火灾 27 起：其中森林火警 26 起，一般森林火灾 1 起；火

场总面积 329.99 公顷，森林受害面积 2.86 公顷。没有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没有重大人员

伤亡事故发生。 

措施与行动 

 推进重点林业工程    全省完成京津风沙源工程完成林业建设任务 8.55 万公顷；“在造



 

第 20 页 

三个塞罕坝林场”项目完成人工造林 1.2 万公顷、封山育林 0.67 万公顷；黄河故道沙化土地

综合治理项目完成人工造林 0.32 万公顷；全国治沙示范区完成造林 0.12 万公顷。退耕还林

工程完成 4.27 万公顷，匹配造林 2.67 万公顷、封山育林 1.67 万公顷。完成义务植树 1.5 亿

株，完成道路绿化里程 4142 公里，村庄绿化 80 公顷。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   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强化防范措施，狠抓重点时期、重点地域的

防范，组织开展严厉打击野外违法用火专项治理行动，解决森林防火中的薄弱环节。林火卫

星监测、飞机空中巡察、人员地面监测巡视同步展开，人工增雨和大气观测等措施全力配合，

形成全方位、立体式森林防火监测网络，对及时发现火情、及时组织扑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全面加强森林采伐限额管理、林地管理和木材运输管理，取得明显成效。 

科教兴林    开展大中型城市空气负氧离子分布及变化规律研究，城市绿化抗污染树

种、盐碱地抗盐树种的引种筛选与示范，乡土树种驯化与栽培研究等一批科研项目的研究，

取得初步成果。 

 

 

气候与自然灾害 

状  况 

气候状况   2008 年的基本天气气候特征是：共发生 52 次重大天气过程；气温比常年

偏高，降水接近常年略偏多；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和损失程度低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平

均水平，也低于 2007 年的损失程度，属于“偏轻”年份；气候年景属于“偏好”年份。 

全省年平均气温为 12.2℃，较常年偏高 0.8℃，冬、春、秋季气温偏高，暖春现象明显；

全省年降水量为 567.0 毫米，较常年偏多 45.9 毫米（9%），是近 5 年来降水最多年份，降水

量时空分布不均，春、夏季降水量是近 10 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冬季降水偏少，秋季正常，

降水量较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河北省中部、东部地区；全省平均年日照时数为 2403.5 小时，

较常年偏少 194.4 小时，冬、春、秋季接近常年，夏季偏少。 

气象灾害及异常天气气候事件   2008 年河北省出现了多种自然灾害，灾害损失程度低

于 2007 年，总体属“偏轻”年份。年内，河北省部分地区先后遭受了干旱、沙尘天气、暴

雨洪涝、局地强对流天气、高温、寒潮降温与低温冻害、大雾、酸雨、泥石流、病虫害等自

然灾害。据统计，全省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3.9 亿元，其中因气象灾害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达 45.3 亿元，部分地区阶段性干旱严重，风雹灾害发生频繁，局部出现暴雨

洪涝。全年因气象灾害共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 115.2 万公顷，绝收 14.8 万公顷，受灾人口

996.5 万人，并造成 30 人死亡、1 人失踪，59 人受伤。 

▲ 干旱   2008 年，我省出现严重的冬季至初春连旱和近 50 年来少见的秋旱。据统计，

全省因旱受灾人口 379.67 万人，受灾面积 62.9 万公顷，绝收面积 5.3 万公顷，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 6.2 亿元，农业经济损失 5.9 亿元。 

▲ 沙尘天气   2008 年，我省有 6 次影响范围较大的沙尘天气过程，其中有 8 天影响

范围超过 20 个站点。本年出现的沙尘天气主要是扬沙和浮尘，分别涉及 102 个和 91 个站点，

出现沙尘暴的站点只有 6 个，较常年明显偏少，但多于 2007 年。 

▲ 暴雨洪涝   2008 年河北省造成灾害的暴雨共有 16 天，以局地灾害为主，受灾程度

比历年偏轻。此灾害涉及 11 个市的 28 个县次，受灾人口 78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5.5 万公

顷，绝收 1.1 万公顷；倒塌毁坏房屋 2420 间；导致 9 人死亡，7 人受伤，9 人被困。直接经

济损失 4.9 亿元。 

▲ 局地强对流天气    2008 年河北省造成灾害的冰雹、雷雨、大风天气涉及全省 11

个市的 52 个县次；受灾人口 520 万人，受灾面积 44.9 万公顷，绝收 7.8 万公顷，倒塌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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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 12487 间，导致 2 人死亡，1 人失踪，20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31.8 亿元。 

▲ 高温天气    2008 年全省出现高温天气 26 天，较常年偏少近 4 成。其特点是发生

范围小，出现日期分散，持续时间短。相对大范围高温天气主要发生在 6 月 21～22 日和 7

月 3～4 日。 

▲ 寒潮降温与低温冻害    2008 年，我省共出现了 9 次较大范围的寒潮降温过程，寒

潮降温次数少于常年，多于去年。其中 12 月 3～5 日降温过程为历史同期最为严重的强寒潮

天气过程，而 4 月 22～24 日的寒潮降温造成损失却较大。 

▲ 大雾    2008 年，我省大雾天气过程较常年偏少，影响范围小，持续时间短，大部

分地区无持续多日的大雾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年大雾日数在 20 天以下，比常年偏少，中

南部部分地区偏少 10～30 天。全年单日大雾影响范围达到 50 个站点的日数仅有 4 天，为

1971 年以来最少。 

▲ 酸雨    据全省 5 个酸雨观测点共 257 次采样监测显示，2008 年出现酸雨 80 次，

比去年偏多 24 次，其中强酸雨 37 次，弱酸雨 43 次。秦皇岛、南宫和承德酸雨发生频率分

别为 68.2%、66.7%和 28.3%，比去年有所增加；石家庄发生频率为 5.5%，张北全年未出现

酸雨，石家庄、张北酸雨发生频率较去年降低。 

措施与行动 

气象灾害预警预报    2008 年，《河北省应对气候变化实施方案》以省政府名义下发实

施，《河北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下发实施。对我省气象灾害预警

预报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充分利用气象卫星、气象雷达等现代化设备和技术，密切监视和

准确预报天气气候变化和灾害性天气，建立城乡气象灾害防御网络。提高预警信息发布时效

性和覆盖面，气象服务覆盖农业、国土资源、交通、卫生、民政、体育等领域。  

奥运气象服务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全省气象部门积极准备，精心备战奥运气象服

务，省气象局就秦皇岛奥运足球赛事气象保障、奥运气象服务保障和人工消减雨作业等各项

准备情况，向省委省政府呈报了《关于奥运气象服务准备情况的报告》。 

人工增雨   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大大增加了有效降水，对缓解旱

情、增加蓄水和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年飞机人工增雨工作历时 121 天，累计飞

行超过 105 小时，估算增水 10.3 亿立方米，火箭高炮增雨防雹作业 723 点次，在农业减灾、

增产增收中发挥了作用。 

 

 

环 保 专 栏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省级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审批程序的通知》和《关于严格“两高”

项目审批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在严把审批关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对省重点项目的服务

力度，特别是对列入“双三十”，节能减排、奥运保障以及扩大内需的基础设施项目环评。

2008 年全省共审批项目 9261 个，总投资 5286.146 亿，其中省本级共审批项目 956 个，总投

资 3113.7 亿，否决项目 113 个，投资 422 亿。 

建设了建设项目动态管理系统，推进了环评及“三同时”全过程监管，编制了《建设项

目动态管理系统》，突出了建设项目环评网上查询，阶段落实情况地方监管确认，建设情况

及时报批等功能，对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情况和进行了全面录入，使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审批后

的设计、施工、试生产等阶段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开展了建设项目环评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大检查，查处了一批违规建设项目，对

35 个未批先建项目下达了限期补办环评手续通知，对 21 个不符合“三同时”制度的项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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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限期整改通知，立案查处了 33 起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对南和县、赵县等实施了

“区域限批”政策，从源头上严把了环保准入关。 

环境科技 
2008 年，我省白洋淀《北方草型湖泊水质改善与沼泽化控制技术及工程示范研究》、《廊

坊市环城水系项目》通过国家组织的专家立项论证，列入“国家水体污染控制重大专项课题”。

我省环科院主持承担了国家水专项《白洋淀流域污染负荷削减技术与工程示范》、参加了《白

洋淀草型富营养化和沼泽化逐级治理技术与工程示范》课题。环科院与清华大学联合申报的

国家水专项 “水污染控制与治理技术评估体系研究”项目，《化学合成类、发酵类及制剂类

等制药行业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研究与示范课题》研究，通过了水专项管理办公室组织的专

家论证。 

根据我省与南荷兰省合作三年计划安排，南荷兰省水利环保厅派出的水利环保工作组于

2008 年 9 月对我省进行了工作访问，期间，我局积极协调省水利厅、省外办、省发改委和

局内各有关处室单位，圆满完成了合作任务，推动了我局和荷兰南荷兰省环保项目的合作。 

自然生态 
生态省建设： 

生态省建设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认真贯彻落实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加快。全省 2008 年度万元 GDP 能耗降低了 6%左右。 

区域环境质量和人居生态环境得到改善，造林绿化、水土保持、矿山生态恢复等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正在加快实施。2008 年，全省完成造林绿化面积 518.7 万亩，退耕还林工程完成

造林绿化 178.4 万亩，三北防护林、太行山绿化、沿海防护林、平原绿化等重点防护林工程

完成造林绿化 151.1 万亩。通过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561 平方公里，

年减少土壤流失 280 万吨，年增加水源涵养能力 3870 万吨，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建立了省、

市、县、乡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中心，开展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工作，发布地质灾害预警

信息 7 次，临时预警信息 5 次，奥运期间成功避让各类地质灾害 14 起。 

各类生态创建活动继续深入开展，全省 11 个设区市以及包括扩权县在内的所有县（市）

均完成了生态县（市）的规划编制工作，这为推动生态省建设工作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村环境保护： 

2008 年 7 月 24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会后，我省随即召开

贯彻落实部署会议。会上，孙瑞彬副省长和姬振海分别就贯彻落实全国会议精神，做好我省

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根据环保部要求，我省开展了《河北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编制工作。结合下一

步全省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任务，本着既着眼于解决当前实际问题，又着眼于长远发展

的工作思路，针对严重危害农村居民健康、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污染问题，将确定几个重点

治理区域和一批重点环境问题，集中整合后，统一规划纳入全省下一步综合整治的重点，大

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促使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提高。 

环保创建活动 
“十一五”以来，我省积极开展环保模范城市创建活动。修订了《“十一五”河北省环

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实施细则》，印发了《河北省创建环保模范城市管理规定》。经过努

力，廊坊市建成了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实现了我省国家环保模范城市零的突破；保定钞票纸

厂、保定英利新能源公司被命名为国家环境友好企业，石家庄印钞厂等 7 家企业被命名为首

批“河北省环境友好企业”。廊坊、秦皇岛、迁安市被省政府命名为河北省环境保护模范城

市。秦皇岛市通过了国家创模技术评估；迁安市通过了环保部组织的创模规划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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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 
按照《“十一五”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实施细则》和《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

治定量考核管理工作规定》，积极组织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工作，我省 5 个国家

重点城市城考指标排名均较 2006 年度有所前移。同时，全省 22 个县级城市的城考工作也全

面正式开展。 

环境监察 
环保专项行动  2008 年，环保专项行动重点进行了后督察、城镇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

埋场专项检查、重点流域污染企业专项整治。全省共出动执法人员 12 万人次，检查企业 5.6

万家，对 2005 年以来各级挂牌督办的 1096 件典型环境违法案件落实情况和 861 家造纸企业

实施了后督察，取缔关闭企业 763 家，停产治理 387 家，限期治理 342 家，罚款 3615 万元，

处理各类信访举报 1.8 万余件。有力推进了我省以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保障群众身体健康为

主旨的环保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国务院八部门环保专项行动督导组对我省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我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环保专项行动，决心大、手腕硬、措施实、有亮点、效果

好。 

应急管理   在制定和完善应急预案的基础上，加强了制度建设和环境应急队伍建设。

目前，省市应急救援队伍人数达到 120 余人。健全应急职守制度和突发事件信息接报应急处

置程序，各级环保部门坚持 24 小时值班，环境举报热线 24 小时保持畅通。 

排污收费   一是排污申报工作全面加强。全省共有 3.8 万家企业进行了排污申报，比

2007 年增长 31.0%。排污申报数据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污染物减排、工业污染普查、专项

执法、日常监管和应急处置。二是排污费征收创历史最高，全省共征收入库 11.62 亿元，比

上年增加 1.07 亿元，增幅 10.1%。三是深入开展排污费稽查，仅省级对 7 个设区市的 11 个

县（市、区）和 15 家企业的排污费征收和缴纳情况进行的专项稽查，就追缴排污费 392 万

元，从中发现和研究了排污费征收工作中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四是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

去年 7 月份，我省已将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污收费标准分别提高 60%，达到 0.96 元和

1.1 元，今年 7 月将再度提高到 1.2 元和 1.4 元。 

污染源普查 
2008 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进入全面普查阶段，  

在省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各级污染源普查机构组织普查工作人员按照国

家统一要求，分阶段扎实开展了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等各类普查

对象的入户填报、数据审核、集中录入、数据汇总审核分析等各项工作。全省全面普查阶段

入户普查和数据上报工作顺利完成，全省共完成普查工业源 79942 家，农业源 316925 万家，

生活源 52601 家，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183 家。 

为加强全省污染源普查质量管理工作，各级普查机构建立健全了普查质量控制岗位责任

制，严格落实普查各阶段、各环节的质量控制要求，认真执行五级数据审核制度，积极落实

普查数据集中会审、专家会审和交叉会审等各项审核措施。省普查办积极组织开展全省污染

源普查质量核查和数据汇总审核分析工作，全面确保全省普查数据质量。各级普查机构建立

完善了污染源普查档案管理制度，按要求完成了全面普查阶段普查档案归档整理工作。 

 

环境宣传教育 
 

广泛开展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全省各地充分利用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环保主题节日，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有创意、有影响、有效应的集中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环境保

护。省环保局联合有关部门组织举办了河北省首届环保十大杰出人物评选活动，2008 年度

河北环保人物评选活动，“绿色奥运心 燕赵环保情”少年儿童作文、书画、摄影、手工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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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大赛，“迎奥运，绿色生活从限塑开始”大型环保公益宣传活动，河北省环境摄影大赛，

第二届环保与金融论坛，环境权益保护论坛。同时，在省内主要新闻媒体开辟专版专栏大力

宣传环保政策法规、污染减排与生态文明。 

加强新闻舆论引导和监督。2008 年，省环保局先后组织召开 6 次新闻发布会，及时通

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了我省环境保护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就。同时，组织开展了

子牙河生态补偿机制和“双三十”污染减排等专题采访报道活动。联合中央驻冀和省内主要

新闻媒体开展了 2008 年河北省十大环境新闻评选活动。 

开展绿色单位创建。省环保局、省文明办等五单位联合命名表彰了第二批 51 个省级“绿

色机关、绿色社区、绿色医院、绿色饭店”。省环保局、省教育厅联合命名表彰了第五批 53

所省级“绿色学校”和首批 7 家省级“环境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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