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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全面加强 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降低臭氧（O3）

污染影响，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态环境部研究起草了《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攻坚方

案》）。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背景和起草过程 

（一）编制背景 

近年来，蓝天保卫战取得积极进展，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19

年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浓度为 40 微克/立方

米，与 2015 年相比下降 23.1%。但 O3 污染问题日益凸显，2019 年，

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O3 浓度为 148 微克/立方米，与 2015 年

相比上升 21%；以 O3 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占总超标天数的

41.8%，仅次于 PM2.5（占 45%）。因此，在持续推进 PM2.5 污染治理

的同时，要加大 O3 污染治理力度，遏制 O3 浓度快速上升的势头。研

究表明，VOCs 是现阶段重点区域 O3 生成的主控因子，加强 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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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是控制 O3 污染的有效途径。 

2017 年 9 月，我部会同有关部委联合发布《“十三五”挥发性有机

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细化了“十三五”VOCs 污染防治的主要任务

和保障措施。2018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对“十三五”中后期 VOCs 污染防治工作做了全面部署。2019

年 6 月，我部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明确了

推进重点行业 VOCs 综合整治工作的主要目标、控制思路与要求、

治理任务和保障措施。同时，“行业+综合”的 VOCs 排放标准体系基本

形成，已出台涉 VOCs 排放标准 11 项，《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

控制标准》以及制药、涂料、油墨及胶粘剂等行业排放标准将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 

我国 VOCs 治理工作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 VOCs 管控能力依然

薄弱，VOCs 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2020 年是打赢蓝天保卫战收

官之年，对照目标任务梳理分析发现，VOCs 治理是当前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突出短板，有必要印发攻坚方案进行专门部

署。 

（二）编制过程 

2020 年 3 月，大气环境司组织环境规划院、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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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单位成立专班，正式启

动方案编制工作。在已有工作基础上，广泛调研，充分论证，借鉴

一些地方和行业工作开展情况，邀请相关科研机构、企业参与方案

编制，组织召开多次专题研讨会。2020 年 5 月，完成《攻坚方案》

（征求意见稿），征求相关部委、各省（区、市）人民政府、部内司

局和直属单位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 

二、主要内容 

《攻坚方案》提出 2020 年 VOCs 治理的 10 条措施。 

（一）大力推进源头替代，有效减少 VOCs 产生 

严格落实国家和地方产品 VOCs 含量限值标准，督促生产企业提

前做好相关标准实施准备工作。将全面使用符合国家要求的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的企业纳入正面清单和政府绿色采购清单。 

（二）全面落实标准要求，强化无组织排放控制 

督促、指导企业落实《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开

展含 VOCs 无组织排放排查整治，加强含 VOCs 物料全方位、全链

条、全环节无组织排放控制。 

（三）聚焦治污设施“三率”，提升综合治理效率 

组织企业开展现有 VOCs 治理设施全面评估废气收集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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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同步运行率和去除率。按照“应收尽收”原则提升废气收集率，按

照与生产设备“同启同停”原则提升治理设施运行率，按照“适宜高效”

原则提高治理设施去除率。 

（四）深化园区和集群整治，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完成涉 VOCs 工业园区、企业集群、重点管控企业排查，逐一

建立管理台账，对排查出的突出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做到措施精准、

时限明确、责任到人。推进工业园区和企业集群建设涉 VOCs“绿岛”

项目，实现集中高效处理。 

（五）强化油品储运销监管，实现减污降耗增效 

加大汽油、石脑油、煤油以及原油等油品储运销全过程 VOCs

排放控制，重点推进储油库、油罐车、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鼓励

各地采用更严格的汽油蒸气压控制要求。 

（六）坚持帮扶执法结合，有效提高监管效能 

开展指导帮扶和执法监督，引导企业自觉守法，做好“送政策、

送技术、送服务”等活动。按照“双随机、一公开”模式开展专项执法

行动，重点查处涉 VOCs 排放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适时组织开展

强化监督帮扶。 

（七）完善监测监控体系，提高精准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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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大气 VOCs 组分观测，完善光化学监测网建设，提高数据

质量，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加强污染源 VOCs 监测监控，推动 VOCs

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设施建设、联网和规范运行。 

（八）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升企业治理积极性 

中央和省级环保专项资金重点向 VOCs 治理倾斜。对监督执法

正面清单的企业做到无事不扰，对超标问题突出、存在弄虚作假等

行为的企业列入失信名单。鼓励开展自愿减排。中央企业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创建一批行业标杆企业。 

（九）加强宣传教育引导，营造全民共治良好氛围 

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培训，

倡导文明、节约、绿色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完善公众监督、举

报反馈机制。 

（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实施考核督察 

各地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落实相关任务要求。落实企业污

染治理主体责任。生态环境部定期进行通报、排名，综合运用“五步

法”监管机制，压实工作责任。 

三、需要重点说明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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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确定实施区域 

根据 O3 环境质量状况分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

汾渭平原、苏皖鲁豫交界地区等区域是我国 O3 污染较重的地区，涉

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

陕西等 11 个省（市）95 个城市，O3 超标天数占全国的 70%左右。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所有城市 O3 浓度均超标，苏皖鲁豫交界地区仅青

岛达标，汾渭平原 11 个城市中 9 个超标，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中

25 个超标。同时，以上区域大部分处于 O3生成的VOCs 控制区，VOCs

排放强度大，因此，纳入方案实施区域。 

（二）关于坚持问题导向 

当前，VOCs 污染防治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低 VOCs 含

量原辅材料替代等源头控制措施明显不足，VOCs 产生量大。二是无

组织排放严重，量大面广的企业未采取有效管控措施。三是综合处

理效率低，治污设施建设质量良莠不齐，应付治理、无效治理现象

突出。四是运行管理不规范，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操作规程未建

立、人员技术能力不足等问题普遍存在。五是监测监控不到位，企

业自行监测质量不高，基本未开展无组织排放监测工作。《攻坚方案》

坚持问题导向，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均提出具体解决措施，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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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治理工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关于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精准治污主要体现在时间精准、空间精准、措施精准。在时间

上聚焦 O3 污染高发的夏秋季，以 O3 超标天数占全年 70%左右的 6-9

月为重点管控时段；在空间上聚焦四区域，城市数占全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总数的 28%，O3 超标天数占全国总超标天数的 70%左右；在

措施上，突出源头减排和过程管理，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控制并重，

对源头、过程、末端全流程、全链条、全环节分别提出管控措施，

实现精准治理。 

科学治污主要体现在从 O3 形成的机理入手，充分运用走航监测、

手工采样监测、网格化监测以及 VOCs 溯源分析等手段，结合 VOCs

排放清单、成分谱以及 O3 生成潜势等，确定重点控制的 VOCs 物质

以及种类名录、行业名录、排放环节。在种类上聚焦到烯烃、芳香

烃、醛类等大气光化学反应活性强的物质；在行业上聚焦到 VOCs

活性物质排放量大的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以及

油品储运销。在排放环节上聚焦到 VOCs 物料储存、转移和输送、

生产工艺过程、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以及敞开液面逸散。 

依法治污主要体现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排放标准、产品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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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等，严格依法监管、依法治理、依法处罚。对已实现全面达标排

放、运行管理规范、环境绩效水平高的企业，纳入监督执法正面清

单，做到无事不扰。同时，坚持帮扶执法相结合，有效提高执法效

能。 

（四）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攻坚方案》统筹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和打赢蓝

天保卫战重点任务，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六保”“六稳”的最新部

署要求，不涉及关停、停产、错峰生产、应急管控等强制性措施，

最大限度减轻对企业正常生产的干扰。严格落实监督执法“双随机、

一公开”，不搞“全覆盖”“一刀切”。 

《攻坚方案》中各项措施充分体现对企业加强帮扶指导，有助

于企业复工复产和增加效益。通过指导、监督、帮扶，帮助企业查

找问题，指导企业实施达标改造，强化运行管理，实现守法有序经

营生产。VOCs 主要存在于企业原辅材料、产品中，实施 VOCs 治

理，能推动减少原辅材料消耗，增加产量，实现减污降耗增效。此

外，大部分 VOCs 物质易燃易爆，在实施 VOCs 排放治理的同时，

也能有效减少企业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