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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环境保护部 2016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2016 年，环境保护部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

按照《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8 号）、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6 年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6〕19 号）和《环境保护部 2016 年政

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环办厅〔2016〕59 号）要求，以改善环境质

量为核心，以公众关心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大力推进环境信息公开，

拓展公开平台，开通“环保部发布”微博、微信，加强信息发布、

政策解读，及时回应公众关切，进一步增强公开工作的时效性、权

威性和针对性，努力满足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

权需要。 

一、加大重点领域环境信息公开力度 

坚持以公开促落实，以公开促规范，以公开促服务，大力推进

重点领域环境信息公开工作。 

（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信息 

围绕督察进驻、督察反馈、督察整改 3 个方面，发布政务公开

信息 38 条。通过公开 34 个典型案例，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和公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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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制订中央环保督察边督边改信息公开规范，督促被督察地方将

群众举报环境问题的查处情况在地市主要媒体、政府网站和省环保

厅网站按照规定格式和内容公开。根据有关要求，协调落实河北省

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在河北省政府网站和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全

面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加强政策解读，让社会各界对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认识了解更为全面准确，推动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传导压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责任。先后公开约

谈长治、安庆、济宁、商丘、咸阳、阳泉、渭南、吕梁等大气或水

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的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及中国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有关领导，促进环境综合整治，起到了很好效果。 

（二）环境质量信息 

“六·五”世界环境日前，在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和中国环境

监测总站网站发布《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

《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2016 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报告》，出版《中国环境质量报告》，全面公开我国年度生态

环境状况。此外，针对空气、水、土壤等加强专题信息公开。 

1.环境空气质量。在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网站“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实时发布全国 338 个地级

以上城市共 1436 个监测点位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和臭氧等 6 项指标监测数据和空气质量指数

（AQI）等信息。每月在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发布《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空气质量报告》，公

布重点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 74 个城市的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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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状况，以及空气质量相对较差和较好的城市名单。在环境保护部

政府网站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网站发布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

域、全国 31 个省（区、市）、32 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预报信息，主

要包括：重点区域未来 5 天形势、省（区、市）未来 3 天形势、重

点城市未来 24 小时、48 小时空气质量预报，城市空气质量指数范围、

空气质量级别及首要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建议措施等。 

2.水环境质量。印发《全国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信

息公开方案》（环办监测〔2016〕3 号），要求地级以上城市自 2016

年 1 月起，按月公开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信息。在中国

环境监测总站网站实时发布全国主要水系重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

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 4 项指标监测数据。在环境保护

部政府网站发布《全国主要流域重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周报》《全国

地表水水质月报》《海水浴场水质周报》。 

3.土壤污染防治和自然生态保护。围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实施工作，开展政策解读，有关负责人通过答记者问的形式及

时回应社会关切。按程序及时公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晋升、调整和

面积、范围信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相关信息。公开《生态

环境十年变化调查评估报告》，在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中国环境报

公开《环境保护部通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情况》。 

（三）环境监管信息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开指南（试行）》，全面公开建设项目环评、竣工环保验收、环评

资质受理、审查、审批政府信息，全本公开环评文件，全文公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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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文件。2016 年累计建设项目环评受理公示 42 批，受理项目 80 个；

审查公示 19 批，涉及项目 79 个；审查公告 14 批，涉及项目 71 个。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受理公示 20 批，受理项目 56 个；拟审

查公示 13 批，涉及项目 76 个；审查公告 14 批，涉及项目 71 个。

建设项目环评资质受理公示 49 批，受理 834 个；审查公示 25 批，

审查公告 24 批。 

2.污染源监测。对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污染源

监测信息公开情况，组织网络抽查和信息公开结果核定，分析国控

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通报企业自行监测和监督性监

测信息公开情况。及时审核发布 2016 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其

中，国家重点监控排放废水企业 2660 家，废气企业 3281 家，污水

处理厂 3812 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21 家，重金属企业 2901

家，危险废物企业 1637 家，共计 14312 家。 

3.环境监管执法。按月调度和分析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执行情

况并向社会公开，通报典型案件 21 起。公开通报执法力度较弱的地

市 3次，涉及 36 个城市，被通报城市积极采取整改措施，严厉查处

违法行为。组织各地全面统计和分析日常环境监管执法“双随机一

公开”工作情况，全国 3200 多个环境监察机构实施“双随机”制度，

68 万多家污染源和 5万余名环境执法人员已纳入“双随机”数据库，

在日常环境监管执法中采用“双随机”执法 40.98 万家次，随机抽

查发现并查处环境违法问题 2.63 万余个，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信息

公开约 15.52 万家次。 

4.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完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信息发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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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信息公开方

案》，督促涉核企业及时公开环境信息。及时公布民用核安全设备及

核安全相关人员资质、核电厂和民用研究堆、核燃料循环设施等核

与辐射安全监管信息。公开核与辐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竣工

环保验收信息共计 68 批，涉及项目累计 92 个。其中，环评受理公

示 15 批，受理项目 21 个；环评拟批复公示 16 批，涉及项目 18 个；

环评批复公告 11 批，涉及项目 18 个；验收受理公示 14 批，涉及项

目 22 个；验收拟批复公示 6批，涉及项目 7个；验收项目公告 6批，

涉及项目 6个。公开核电厂和研究堆许可证条件变更申请批复文件、

监督检查报告等监管文件 201 份。全面公开辐射环境监测信息，发

布全国辐射环境监测自动站 12 小时均值数据。 

5.突发环境事件和投诉举报处理。加强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应

对及调查结果信息公开，主动回应公众关切。2016 年 4 月，通过环

境保护部政府网站和中国环境报，主动向社会公开 2015 年全国突发

环境事件基本情况和 3 起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案例。向社会公开《甘

肃陇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11·23”尾矿库泄漏次生突发环境事件

调查报告》等。督促指导地方政府及时公开重特大或敏感突发环境

事件信息，督导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向社

会公开有关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信息。公开群

众投诉举报重点环境问题处理情况。每月通过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

和中国环境报发布“12369”电话和网上举报受理事项及典型案例。

2016 年累计公开 13 次，包括 802 件群众举报事项处理情况和 37 起

典型案例。 



 

 —  7  —

二、加强政策解读回应社会关切 

大力推进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和政

策措施的宣传报道，加强政策发布、解读、回应环节的衔接，对涉

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的政策法规和重大措施，通过新闻发布会、

接受访谈、发表文章等方式宣讲解读，传递权威信息，环境保护部

领导多次解读重要政策并答记者问。印发《环境保护部例行新闻发

布实施办法》，全年组织采访报道环境保护部重要会议 123 场，发

布新闻通稿 144 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气会、解读会 18 场。及时

回应《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期评估报告、环保机构监测监察

执法垂直管理改革等舆论热点，为公众解疑释惑。拓展公众交流渠

道，利用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设立的部长信箱，广泛听取公众对环

境保护工作意见建议。 

三、强化信息公开平台建设 

围绕“信息公开、在线服务、互动交流”三大功能，2016 年 6

月 5 日，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改版上线，进一步体现内容丰富、信

息全面、查找快捷、界面友好的特点。加强政府网站大数据建设，

完善搜索查询功能，为公众获取信息提供便捷。开通“环保部发布”

微博、微信平台，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形成政府网站、微博微信、

客户端（以下简称两微一端）信息发布格局。积极推进“互联网+政

务”，整合资源并拓展网上办事大厅，实现信息互联共享，提升行

政审批服务效能。初步建成全国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

在各省级环保部门政府网站公开国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加

快推进京津冀高架源企业自动监控数据公开工作。省级、地市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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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部门在政府网站设立“环境违法曝光台”等信息公开专栏。 

四、拓展政府信息主动公开范围和渠道 

2016 年，环境保护部在部政府网站、两微一端、中国环境报和

环境保护部公报等媒介公开财政经费、政策法规、科技标准、总量

减排、环评审批、环境监测、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

环境监察、国际交流、突发环境事件等政府信息的同时，积极拓展

主动公开范围。一是及时公开建议提案办理情况。2016 年，环境保

护部承办议案 41 件、建议 445 件、提案 266 件，共 752 件，其中，

主办件（含独办件、分办件）292 件，会办件 373 件，参阅及转信

87 件。公开建议提案主办件办理复文 231 件，公开率达 79.1%。二

是公开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2016年，环境保护部对1983

年以来的环保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发布《关于

废止部分环保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废止 10 件规章和 121

件规范性文件。印发《现行有效的国家环保部门规章目录》《现行

有效的国家环保部门规范性文件目录》，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环境保护部现行有效规章 85 件，规范性文件 400 件，均在环境保护

部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 

（一）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2016 年主动公开各类政府环境信

息 16432 篇（见图 1）。总访问页面浏览量达 7.1 亿次，总访问人

次达 9.1 千万次，月均页面浏览量近 5924 万次，月均访问人次近 760

万次。英文版同步公开重要会议活动、环境要闻、新闻发布等信息，

全年累计翻译发布信息 945 篇（见图 2）。围绕热点环境问题，开设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专题、朝鲜第五次核试验环境保护部辐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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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监测专题、5·22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专题以及“六·五”世界环境

日专题等（见图 3），增强信息公开的针对性和系统性。 

 

 
 

图 1  部政府网站信息公开目录

 
图 2  部政府网站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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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部政府网站专题栏目 

  

（二）中国环境报。通过设置公示、公告专版，公开环保政策

法规、重要文稿、政府文件、公示公告、环境标准、行政许可和行

政审批事项等内容，周一至周五出版，面向全国发行。同步制作报

纸电子版，方便公众网上浏览。 

（三）微博、微信。环境保护部微博、微信 2016 年 11 月开通

以来，及时传递权威信息，提前发布预警提示、通报督查工作进展

和各地应急响应情况。发布内容以原创为主，目前主要包括新闻发

布通稿、小知识、小参考、小书架、环境史话、聚焦环保一线、微

博转发、环境新闻速览等栏目和板块。微博发送 101 条信息，被转

发 12715 次，被评论 15769 次，阅读总量达 100 万次。其中，12 月

31 日推送文章《环境保护部通报应急督查情况》阅读量最大，单篇

达 39 万次。微信推送 98 篇图文,总阅读量 340933 次,总关注人数达

1.8 万。其中，12 月 28 日推送的“环境保护部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

提示”阅读量最大，单篇达 3.4 万次。 

（四）客户端。随新版网站一并上线运行 APP 客户端，以环境

保护部政府网站为依托，汇聚环境要闻、政务公开、工作动态、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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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专题、信息公开等资源，设有“空气质量”“我与环境”与公众互

动栏目，让公众实时发布身边环境所见所闻，第一时间获悉最新环

保重大政策、法律法规和政务资讯。 

（五）环境保护部公报。刊登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环境保护部

令、公告、通知、环境保护行业标准、规范性文件及其他重要文件，

免费向社会公开。2016 年度累计发放近 11 万册。 

此外，环境保护部不断拓宽信息公开形式，通过政务服务大厅、

新闻发布会、广播、电视、宣传栏等多渠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增

强政府工作透明度。 

五、规范办理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行政复议和诉讼 

2016 年，环境保护部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499 件，全部按

规定予以答复。申请内容主要涉及环境监测、项目环评、科技标准、

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政策法规、环境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

环保督察等方面。其中，信函形式申请 199 件，占 39.9%；电子邮件

形式申请 143 件，占 28.7%；网站在线申请 142 件，占 28.4%；其他

形式申请 15 件，占 3%。 

2016 年，环境保护部办理针对我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申请

共 6件，比 2015 年有下降；办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案件 2 起。 

环境保护部未向申请人收取政府信息公开费用。 

六、改进措施 

2016 年，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与社会

公众日益增长的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需要相比还

存在较大差距，在督导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等方面还需加大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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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环境保护部将深入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务公开工作的有关要求，进一步深化环境信息

公开。重点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继续加大环境空气质量、水环

境质量、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管执法、污染减排、核与

辐射安全、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污染举报和处理等重点领域信息公

开工作力度,深化全国重点区域及主要城市空气质量预报信息公开，

推进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信息公开，开展城市水环境质

量排名工作，公布水质最好和最差的 10 个城市名单。依法向社会公

开重特大或敏感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结论、环境影响等信息。 

（二）建立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统一平台，及时发布重点排污单

位环境信息。督促指导各地区加大主动信息公开力度，依法依规做

好依申请信息公开，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三）健全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回应关切等工作机制，落实

环境例行新闻发布制度，及时公开环境政策措施、环境治理工作进

展等信息，加强重污染天气预测预报预警和应对信息公开，主动回

应热点问题，释疑解惑。及时解读环境保护重大政策措施、重要法

规规章，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凝聚社会共识，积极引导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形成全社会关心、宣传、参与、推动

环保事业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七、说明 

本报告电子版可登录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www.mep.gov.cn）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