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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
上海这种超大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的精神，市委提出上海
要在深化上下功夫、向高标准看齐、以求实效为根本的具体要求，申城持续推进市容环境精细化管理工作，完善
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

让城市道路的尘埃在创新管理中消失

道路扬尘污染的重中之重是
扬尘污染源头的管控与治理。 道路
扬尘污染的防范与监管，薄弱环节
还是在日常管理上。 由此，上海市
场扬尘污染防治推进工作联席会
议提出必须强化对道路扬尘污染
源头的管控。
联席会议强调在应急响应启
动时，各类相关作业施工做相应调
整， 并且工地要落实建筑垃圾、材
料的覆盖、遮挡等措施，搅拌站要
对污染源周边道路加强保洁，码头
应检查堆场料垛是否平整、 压实，
并进行苫盖，没有条件进行苫盖的
应采用喷淋、洒水等抑尘措施。 施
工工地、拆房工地、混凝土搅拌站
建筑材料堆场等施工作业或运营
管理单位，必须选择符合法律法规
和相关规定的运输车辆和企业，并
与运输企业签订绿色运输协议，约
定运输路线、 落实防尘降尘措施，
交警、城管部门应建立联合执法工
作机制，加强对渣土车、搅拌车沿
途撒漏污染的执法力度。
为进一步推进本市扬尘防治
工作， 保持治理成效长效常态，
2016年初建立了本市扬尘污染防
治推进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
席会议）， 其组成部门为市绿化市
容局、市环保局、市住建委、市交通
委、市公安局和市城管执法局。 联
席会议下设办公室，由市绿化市容
局和市环保局牵头，具体负责日常
推进和协调事务，督促落实联席会
议议定事项。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市绿化市容局等六部门关于加强
本市道路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意见
的通知》
（沪府办[2016]4号）、《上海
市道路扬尘污染防治实施工作方
案》
（沪道尘治联办［2017］1号）以
及《2017年绿化市容条线道路扬尘

记者
污染防治工作专项考核细则》等文
件中，明确了联席会议的各部门责
任， 建立了道路扬尘应急响应机
制，进一步明确了道路扬尘污染防
治的工作目标、工作分工，根据扬
尘监测点位的数值所反映的实时
道路扬尘污染程度，将相关抑尘工
作措施分为三档，细化了各相关部
门和企业的实施处置措施种类。

市区两级政府
责任明确分工细化
一是市政府主管部门落实指
导、监督、考核责任。 明确联席会议
六部门的职责分工， 各部门在道路
扬尘污染防治处置工作中应各司其
职、形成合力，指导、督促区管理部
门开展工作， 确保各行业道路扬尘
污染防治举措落实到位， 根据环境
空气质量实时状况和扬尘在线监测
数据情况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确
保道路扬尘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二
是区政府落实属地化监管责任。 各
区政府要健全扬尘污染防治组织机
构，完善跨部门协作管理机制，切实
履行道路扬尘污染防治监管责任，
并进一步落实各街镇属地职责，督
促各有关部门按照责任分工， 做好
道路扬尘源头控制、 过程监管和除
尘工作。同时，加强对区相关管理部
门、 各街镇道路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的考核。 三是相关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 进一步强化源头管控，对码头、
建材堆场、混凝土搅拌站、施工工地
和车辆运输等易产生扬尘的企业应
落实主体责任， 确保扬尘在线监测
设施正常运行， 道路保洁企业应加
强相关道路的保洁和除尘作业。 并
建立了扬尘治理的工作机制， 如建
立工作会议机制、 建立信息互通机
制、建立督促机制等，推动了扬尘治
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根据《上海市道路扬尘污染防
治实施工作方案》的要求，监测道路
扬尘的每小时浓度均值以绿色、黄
色、红色三色作为
“
好、中、差”三档
的区分色， 各区在道路扬尘污染应
急响应启动后， 应在应急保障工作
中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根据环境空
气质量实时状况和扬尘在线监测数
据情况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确保
道路扬尘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联席
会议办公室每年对各区道路扬尘污
染防治工作开展日常抽查； 根据年
度扬尘治理工作重点组织专项检
查；对突发的、重大的道路扬尘应急
事件及时启动相关应急保障工作，
并及时报送保障信息。

版测试（安卓版、苹果版均已完成）。
一是对APP颜色显示界面进行调
整，由于道路评价的标准较其他项
目更为严格，故道路监测状况所用
红、黄、绿三色与其他三块有所区
别（工地、码头、搅拌站）；二是对道
路扬尘监测数值的计算公式进行
了调整，更加客观反映道路扬尘的
颗粒物浓度，有效降低了空气本底
值对道路扬尘监测数值的影响；三
是新增点对点消息推送功能，当启
动相应道路扬尘应急响应时，实时
推送消息至相关人员手机，确保点
位监测数值超标后应启动的应急
措施能及时通知到相关人员，大幅
提升了应急保障效率。 目前联席会
议各部门和各区道路扬尘污染防
治工作机构负责人均已安装该款
APP，并实现实时接受推送消息。
上海市市容环境质量监测中
心依托监测数据，加强对区环卫管
理部门工作的指导监督，逐步完善
考核评价办法，形成良好的问题发
现、反馈、整改机制，以此督促区落
实各项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扬
尘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实效。

链接：
杨浦区道路扬尘
治理主要措施
1.加强源头管控：通过约谈渣

截至2017年7月底， 本市联网
的扬尘在线监测点位总数为1458
个，并且全部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工
作，投入使用，其中包括工地735个、
搅拌站149个、码头164个、道路410
个； 这些道路监测点位覆盖全市16
个区，并还在不断优化和调整点位，
机械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2017年初市质监中心会同市
环保局完成了扬尘在线数值监测
APP（业务版）的开发工作，后经三
次改版升级，已于5月9日完成最终

土运输企业， 拆房工程施工单位，
工程建设、施工企业以及砂石料运
输企业、 水泥搅拌生产和运输企
业，明确扬尘防治管理要求。 加快
建设工程、交通工程、搅拌站、建材
堆场、建材码头等污染源的扬尘在
线监测设备安装工作。
2.落实属地责任：进一步细化
各街道镇属地化管理责任，推行市
控、区控道路扬尘监测点位责任包
干制。 对工地、物料堆场等污染源
点位、重点路段及装修垃圾偷乱倒
现象开展检查。
3.进一步加强部门协同：借助
微信平台， 实时交流工作动态，通
报存在问题，研究防控措施，协调
联动整治，形成工作合力。
4.对重点道路加强事前巡查、
事中应急保障以及事后长效管理
工作。

扬尘颗粒物在线监测设备。 各执法
管理部门使用上海扬尘APP软件，
根据实时监控数据和参考标准。
3.深化环卫降尘作业方式：采
购了4辆大功率吸尘车， 专门用于
对龙吴路全路段吸尘作业，有效吸
除道路尘土，提高作业效能。
4.推进渣土车辆改造：区内8家
渣土运输企业对现有从事营运的
渣土车辆盖板由
“
硬加盖”大都改
装成
“
软加盖”，同步对车辆密闭性
能、安全防护设施、车容车貌等实
施整修。 对盖板未完成
“
软加盖”或
密闭性能、车容车貌、安全性能不
达标的车辆，暂缓核发渣土处置证
副本。
5.开展绿色协议签订工作：在
《绿色协议》中，明确了出土工地、运
输企业、码头卸点在道路扬尘治理
中的主要责任，切实加强作业场所
防尘设施设备安装到位，冲洗保洁
制度落实到位。 运输途中，防滴漏
散落、不超载、全密闭等规范运输
行为达标。
6.加大联合专项整治力度：区
城管执法局会同区交警年初制定
了年度渣土运输专项整治计划，依
托街面视频监控等信息科技手段，
重点查处工地违规处置，运输车辆
无证处置、密闭装置破损、车容不
洁等行为。

徐汇区道路扬尘治理主要措施
1.加快污染源调整：区扬尘办
协调相关相关委办局、街镇和单位
共同努力，关停了宏达、瑞德搅拌
站和长桥物流、华展东路、喜泰路、
银都路码头，混凝土搅拌站、砂石
料和渣土码头均有所减少。
2.加强科技手段运用：区建交、
房管、环保和市容部门全面推进建
筑工地、拆房工地、码头堆场安装

秋风落叶成佳景 申城可见金红地
2017年上海市城市落叶景观道路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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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信息化
助推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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