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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2007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2288.60亿元，同比上年增长 16.0%，所有县（市）均

保持全省经济实力十强或经济发展十佳。我市环境整治和保护力度加大，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稳步推进。全市环保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

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服务发展大局、改善环

境质量、保障环境安全、维护群众健康这一中心，认真执行市十三届人大七次会议议案

决议，加大近海水域和晋江、洛阳江流域水环境“江海连片”整治力度，积极组织推进

主要污染物减排工作，加强工业污染源监督管理，加快饮用水源保护区整治步伐，市级

海洋功能区划获省政府批准，近海水域和晋江、洛阳江流域水环境整治年度任务基本完

成，主要污染物 SO2、COD排放总量实现“双减排”，环境保护年度目标基本实现。 

与 2006 年相比，全市各项主要环境质量指标保持稳定。大部分地表水达到功能区

标准，晋江流域省控断面Ⅲ类水质达标率 100%，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在 90.0%

以上；城市水域功能区水质稳定达标；海域环境功能区达标率有所提高。辖区环境空气

质量良好，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97.0%，在全国 113 个重点城市排名第 10 位。全市城

区区域环境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处于较好水平。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随着经济的

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环

境形势、环境压力依然严峻，面源

污染、生活垃圾污染比较突出，生

态破坏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部分

小流域、小沟渠污染仍然比较严重，

环境安全隐患仍然存在，生态环境

仍不完善，环境保护基础能力较弱，

环境保护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和不

断提升。

▲ 全 市 环 保 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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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状况 

（一）    概述 

水环境质量保持良好，晋江

水系省控断面Ⅲ类水质达标率

100%；城镇居民饮用水安全得到

有效保障，市区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城市水

域功能区水质基本稳定达标。 

（二）    状况 

1．水环境状况 

晋江水系水质 
2007 年晋江水系水质状况优，达到功能区标准，功能区Ⅲ类水质达标率 100%。13

个省控水质监测断面中，Ⅰ类水质比例 1.3%，同比上年下降 5.1个百分点；Ⅱ类水质比

例 76.9%，同比上年上升了 9.0个百分点；Ⅲ类水质比例 21.8%，同比上年下降 3.9个百

分点。 

其余河流水系水质 
闽江大樟溪泉州段水质达到地表水Ⅱ类质量标准。 

晋江上游支流一都溪、龙潭溪、蓝溪、英溪、西溪金光大桥断面、湖洋溪水质状况

优，坑仔口溪、诗溪和龙门滩入口奎斗桥断面水质保持良好，水质状况同比上年未出现

明显变化。 

北渠下游、南渠功能区（Ⅱ类）水质达标率分别为 33.3%和 75.0%，同比上年Ⅱ类

水质达标率分别上升了 16.6%和 4.2%；Ⅲ类水质达标率分别为 94.4%和 87.5%。 

南渠石狮段水质达标率为 33.3%，同比上年持平。 

洛阳江水质状况良好，同比上年未出现明显变化。 

黄塘溪和坝头溪水质达标率分别为 66.7%和 83.3%，同比上年分别下降了 33.3%和

16.7%，水质有所下降。 

▲ 泉州市地表水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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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溪水质状况良好，水质达标率为 100%，同比上年上升了 50.0%。 

九十九溪、林辋溪、大盈溪水质仍属重度污染，连续三年水质均以超Ⅴ类为主。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2007 年，泉州市各级环境监测站对辖区内 15 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进行监测。除个别监测断面粪大肠菌群指标超标外，其余项目均能稳定达标，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 91.3%，同比上年下降 6.2%；除浮桥水厂、洛江水厂、永春水厂和德化水厂外，

其余 11个水厂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水库水质 

山美水库因总氮超标，未能达功能

区标准，但超标倍数较上年明显降低，

营养状态等级属中营养；惠女水库总磷

超标，未能达功能区标准，营养状态等

级属轻度富营养。两个水库综合营养指

数同比上年小幅上升。 

城市内河水质 

泉州市区内河四个水质监测断面，功能区达标率为 95.8%；西北洋滞洪区水质进一

步提高，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 

地下水环境质量 

泉州市区承天寺井水水质达到 GB/T 14848-93《地下水质量标准》Ⅱ类水质标准。 

2．废水排放 

2007年，泉州市废水排放量为 44942万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28619万吨，

同比去年增加了 6.4%。 

生活废水、工业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项目 排放量（吨） 项目 排放量（吨） 

生活废水 化学需氧量 55689 氨氮 4306 

化学需氧量 27903 氨氮 1740 

石油类 13.13 六价铬 1.166 工业废水 

氰化物 0.257 铅 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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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问题 

（1）部分饮用水水源地受到面源污染，粪大肠菌群尚不能稳定达标。 

（2）由于总磷等其他营养物质含量升高，惠女水库已呈轻度富营养状态。 

（四）   措施与行动 

饮用水源保护 

2007年，我市继续加大饮用水源保护力度，编制完成饮用水源环境保护规划，完

成晋江干流一级保护区内 51户居民污水的截污工程。划定 21个建制镇集中式饮用水源

保护区，覆盖 25个建制镇的 26个自来水厂，受益人口近百万人。 

推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我市城市环保基础设施

建设全面铺开，2007 年新增晋江仙

石（晋江部分）、石狮市、南安市、

惠安县、安溪县、德化县生活污水

处理厂建成投入使用，率先于全省

实现全市各县（市）均建成一座以

上生活污水处理厂。截止 2007年底，

全市污水总处理能力达到 45.5万吨/

日。此外，泉港区垃圾填埋场已建

成投入运行，南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主体工程建设过半，石狮市垃圾焚烧厂二期主体工

程已完成工程量 75%以上，晋江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已启动，惠安县梅山垃圾填

埋场完成改造，全市城市垃圾无

害化处理能力达 2595吨／日。同

时，石狮市和晋江市分别有 16座

和 26座规范的乡镇垃圾中转站建

成并投入使用，农村垃圾收集运

转体系进一步完善。 

加强内沟河综合管理 

晋江市在城市内河启动区段

▲ 德 化 污 水 处 理 厂  

▲ 晋 江 市 内 河 综 合 整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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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治理试验工程，效果明显，整治段基本消除恶臭，水质逐步改善。晋江南低渠、惠

安蔗潭溪等 8条小流域通过垃圾清理、砌坡护岸和绿化美化，环境脏乱差状况得到改观。 

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培育循环经济试点工程 

认真落实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以提高资源利用为核心，以节能、节

水、节地、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为重点，坚持堵疏结合原则，重点针对钢铁、水泥等行

业，坚决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和落后工艺。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培育循环经

济试点，努力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石狮市大力推

进集控区集中供热、建设中水回用工程节约能源。南安市石材产业引进新设备、采用新

技术，把原来废弃的边角料变成碎石马赛克、拼图板材等新产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新

宠。三安钢铁公司的钢铁尾气发电、生产用水循环使用、固体废物回收利用等循环经济

技术处于全国行业先进水平。德化县立足省级、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县目标，重点推进

废瓷土与石膏模具加工、黄金尾矿综合利用、生物质能颗粒等项目，发展壮大资源再生

利用静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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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状况 

（一） 概述 

2007年，泉州市区空气质量状况总体良好，达

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酸雨污染略有减轻；各县

（市、区）空气降尘年均值优于全省统一推荐标准。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结果，按照城市污染综合指

数从优到劣排位，泉州市区空气质量在 113个国家

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中排名第 10位。 

（二） 状况 

1．环境空气质量 

2007年，各县（市、区）空气质量总体好于上年，南安市区、永春县城、惠安县城

空气质量状况优，其余各县（市、区）均为良。大气中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

化氮的年平均浓度均达到或优于国家标准二级水平，首要污染物仍为可吸入颗粒物。 

泉港区和安溪、惠安

县城环境空气质量同比

上年略有下降；南安市

区和德化县城空气质量

优于上年；其余各县

（市、区）空气质量变

化不大。 

2．酸  雨 

2007年，各县（市、区）均开展酸雨监测，全市酸雨频率为 46.2%，同比上年上升

了 13.2个百分点；降水 pH值年均值为 4.99，同比上年上升了 0.50个单位；降水 pH最

低值为 4.43，出现在泉州市区。 

其中，泉州市区、泉港区和惠安县城属于中酸雨区，晋江市区、南安市区、安溪县

城、石狮市区和德化县城属于轻酸雨区，永春县城属于非酸雨区。 

▲ 22000077年年和和22000066年年PM10监测结果比较  

▲ 清源山大气自动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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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室内空气 

2007年共监测室内空气 36家次，超标率为 64.5%，同比上年上升了 7.6%。在各项

污染物中，甲醛超标最为严重、超标率为 51.6%，苯、甲苯、二甲苯的超标率分别为 0、

9.7%和 3.2%。 

4．机动车尾气 

2007年泉州市区机动车尾气共抽测 3440辆，达标 3252辆，达标率 94.5%，同比上

年上升了 0.7%。 

5．工业废气排放 

2007年，泉州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为 1909.7亿标立方米。 

▲ 22000077年年和和22000066年年降降雨雨ppHH值值监监测测结结果果比比较较示示意意图图  

▲ 22000077年年和和22000066年年酸酸雨雨频频率率监监测测结结果果比比较较示示意意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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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废气、工业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项目 排放量（吨） 项目 排放量（吨） 

二氧化硫  5830 氮氧化物 33945 
生活废气 

烟尘 2740   

二氧化硫  52775 氮氧化物 20852 
工业废气 

烟尘 24328 粉尘 11659 

（三） 主要问题 

泉州市区、泉港区、晋江市区仍呈现酸雨污染。影响我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因子

仍为尘类，主要来源于部分工业企业烟尘、粉尘排放、机动车尾气排放和城市扬尘影响。 

（四） 措施与行动 

推进二氧化硫减排 

通过采取结构减排、工程减排、政策减排和加强环境监督管理等措施，全面推进脱

硫减排工作。认真组织火电机组脱硫治理，积极推进锅炉、窑炉建设烟尘脱硫设施；安

溪煤矸石发电有限公司燃煤发电机组采用循环流化床添加石灰粉进行脱硫，设施脱硫率

约为 81.0％；全市关闭 5家水泥企业 7台机立窑、92家实心粘土机砖厂。 

改善能源结构 

2007年起积极推广清洁能源，实施 LNG工程，整体上清洁能源使用率较高。我市

LNG项目工程进度全省领先，已累计完成投资 38905.34万元；其中，2007年完成项目

建设投资 18189.34万元，泉州门站完成建设，惠安门站土建工程基本完工，晋江门站土

建综合用房主体、配电房基础完工，南安 LNG 站工艺设备安装完成，土建及装饰基本

完工。全市已铺设完成高中压管线 212.44公里。 

加强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 

市公交公司 2007年新购置 155部环保空调车，其中，30部为压缩天然气、汽油双

燃料公交车。全市公交车整体尾气排放合格率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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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固体废物状况 

（一）   概述 

2007年全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均可达到国家 2类区标准，道路交通噪声均能达标。

功能区噪声未能稳定达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 97.18%，医疗废物处置率为

100%，泉州市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 

（二）   状况 

1．声环境 

区域环境噪声 

全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均可达到国家 2类功能区标准，泉州市区和永春、德化、惠

安县城的质量等级达到较好，其余各县（市、区）均为轻度污染。 

 

道路交通噪声 

全市各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均能达标，南安市区、泉港区、泉州市区、石狮市区质量

等级为较好，其他县市为好。 

功能区噪声 

昼间功能区噪声除南安市区达标率仅为 33.3%外，其它市区达标情况较好，超标主

要集中在 4类功能区；泉州市区昼间功能区噪声达标率为 81.2%，同比去年下降了 18.8%。 

晋江市区及南安市区夜间功能区噪声超标普遍，与去年相比，晋江市区达标率上升了 

▲ 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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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南安市区达标率持平；泉州市区夜间功能区噪声达标率为 50%，同比去年上升

了 6.2%；石狮仍然 100%达标。 

2．固体废物 

2007年，全市共产生工业固体废物 413.95万吨，综合利用率 97.18%；全市产生医

疗废物 1874吨，处置率 100%； 泉州市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 100%。  

（三）   措施与行动 

继续加强对各类噪声的监督管理 

市城市执法局和各级环保部门整合“110”联动力量，不定期地组织夜间现场突击检

查，对违反施工噪声规定的工地或超标排放噪声的企业责令立即改正，并处以罚款。努

力控制建筑施工噪声和工业企业噪声扰民；

同时通过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促进市区

“禁鸣”喇叭规定的落实，严格控制中、高

考期间噪声污染，为广大考生提供安静的复

习、考试环境。 

完善城市路网，降低城市交通噪声 

我市市区内环路全线贯通并顺利试通

▲  交通道路噪声监测结果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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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通过完善城市路网，调整优化市区交通结构，对过境车辆实施分流，车辆通行更加

畅通，有效地降低了区域的交通噪声。 

成立核与辐射安全监测管理站 

2007年 4月 29日，泉州市成立核与辐射安全监测管理站，我市的核与辐射环境安

全监测监督管理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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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状况 

（一） 概况 

2007 年度泉州市近海水域环境综合整治成效初显。近岸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55.6%，祥芝湾、深沪湾、围头湾水质全年达标。影响海水水质的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

和活性磷酸盐。 

2007年，泉州市近海水域 12条主要入海河流综合治理后，水质有明显改善的是菱

溪、林辋溪、安东排污渠、梅塘溪和后店溪，占 12 条主要入海河流的 41.7%；水质有

所改善的是十一孔桥闸、九十九溪乌边港闸、加塘溪、寿溪和大盈溪，占 12 条主要入

海河流的 41.7%；有污染加剧趋势的是坝头溪和阳溪，占 12条主要入海河流的 16.7%。 

2007年，泉州市开展晋江水系污染物入海通量监测，晋江入海鲟埔断面主要污染物

年排放量：高锰酸盐指数（CODMn）0.712 万吨、氨氮 0.197 万吨、总氮 1.596 万吨、

总磷 0.032万吨。 

2007年，泉州市继续对 35家直排入海的工业企业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35家

工业企业废水均能达标排放，废水年排放总量 7772万吨，COD年排放总量 6628吨。 

▲  泉州市近岸海域监测 站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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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措施与行动 

以“对账”形式跟踪问效近海水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作，加强督查考核 

市委、市政府制定实施《2007年泉州市近海水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作考核暂行规

定》（泉近海环〔2007〕4号），对相关县（市、区）政府和市直有关责任单位实行年度

和季度目标考核，年度以“优秀、合格、不合格”评定等次，季度以评分评定任务完成

优劣，有效推进整治计划任务的完成。 

与其他专项工作有机结合，协同推进近海水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作 

2007年，全市近海水域环境污染整治共投入资金 10.8亿元，完成 84个整治项目。

同时，与新农村建设、厦门海域海漂垃圾整治有机结合，市政府分别与石狮市、晋江市、

南安市政府签订了海漂垃圾整治工作责任书，把 2007 年近海水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

作计划中沿海乡镇建设垃圾中转站的时序任务要求一并列入责任书，并组织现场督查落

实，进一步加快沿海重点乡镇垃圾转运处理体系建设步伐。 

▲ 朱明市长带队到南安检查近海整治工作 ▲ 市人大主任傅圆圆带队到鲤城检查近海整治工作 

▲ 林伯前副市长组织召开海漂垃圾整治工作汇报会 ▲ 市人大副主任魏坚带队到石狮检查近海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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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与建设 

（一） 概述 

生态环境 

生态网络体系的基本架构初步形成。沿海防护林体系得到了重点保护，541 公里海

岸线基本形成了一道绿色屏障，生

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

森林公园建设进一步提升。以 “一

线，两江，三路，四山”为架构的

生态网络体系初步形成。 

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成效。城市

生态环境建设成绩斐然，先后获得

国际花园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国

家环保模范城市等称号；农村绿化

美化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建成 6

个省级环境优美乡镇和 10个市级生态示范乡镇。人居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自然保护区 

我市已建立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 5个，面积达 28148公顷，其中深沪湾海底古森林

遗址自然保护区和戴云山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一级保护区 11个，面积共 971.1公顷；风景名胜区有 12个，总面积 15919公顷；森

林公园 38个，面积达 40541公顷。 

（二）   措施与行动 

1．市政府印发实施《关于生态市建设行动方案的实施意见》（泉政办[2006]228号）

和《泉州市“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泉政文[2007]337 号），确定了我市“十一五”

生态环境建设目标方向。 

2．实施晋江、洛阳江流域上游水资源保护补偿，近三年来共实施 100 个项目，补

偿资金 5775万元；实施近海水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2006、2007两年共投入整治资金

23.4亿元，完成 149个整治项目。同时，把近海水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作计划和晋江、

崇 
武 
海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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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江上游地区水资源保护实施计划有机结合，形成“以江促海、以海带江，江海联动”

的水污染防治格局。 

3．根据省国土厅和环保局的部署，完成全市 555 家采石场，53 个勘查项目和 10

家选矿厂的调查。 

4．开展生态示范创建活动，洛江区马甲镇、晋江市紫帽镇、南安市九都镇、惠安

县洛阳镇、永春县湖洋镇、德化县水口镇等 6个乡镇被授予“福建省环境优美乡镇称号”。 

5．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全市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60.63万亩。 

6．开展“家园清洁”行动，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市乡镇 39个、村庄 554个通过

省级验收合格，分别占全市乡镇、村庄总数的 29.3%和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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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 

2007年，全市各级各部门把环境保护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认真贯彻《中

共泉州市委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泉委〔2007〕102

号）和《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泉政文

〔2006〕411号），强化环保工作举措，围绕节能减排和近海水域、两江流域环境整治工

作重点，扎实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社会建设。 

一是落实节能减排。 

先后制定了《泉州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工作实施意见》、《泉州市 2007年度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泉州市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泉州市人民政府关

于进一步加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

排工作的实施意见》，强化减排措

施，力求减排实效。全市实施 SO2

治理工程项目 9 家，清洁能源替

代 276家，结构调整项目 224家；

实施工业 COD 治理项目 11 家，

结构调整 265 家，各县（市）均

建成 1 个生活污水处理厂并投入

运行，生活污水处理能力达到每日 45.5万吨；全市 20个重点减排项目基本完成。经环

境保护部和省环保局核定， 2007年全市 SO2排放量为 58525.5吨，相比 2006年减排 0.82

％。全市 COD排放量为 83592.4吨，相比 2006年减排 1.66％，实现主要污染物化学需

氧量和二氧化硫“双减排”。 

二是推进近海水域污染综合整治。 

组织实施《2007年泉州市近海水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作计划》（泉政办〔2007〕

47号）和《2007年泉州市近海水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作考核暂行规定》，计划安排资

金 11.7亿元、实施 92个整治项目，实际投入资金约 10.8亿元、完成 84个项目。近海

水域整治取得初步成效，水质持续改善。 

三是深化两江水环境治理。 

组织实施《2007 年晋江、洛阳江流域水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计划》和《2007 年晋

江、洛阳江上游地区水资源保护实施项目计划》，市财政安排补助资金 2800万元，组织

▲ “绿色海西”2007年度污染减排（泉州）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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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45个，完成 38个。 

四是推进环保专项行动。 

积极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以突击检查、交叉检查、

反复检查等多种方式，严厉打击违法排污、偷排、漏排等环境违法行为，重点对工业污

染集控区、重污染企业加强环境监察和组织实施污染整治。2007年以来，全市立案查处

违法企业 440家、罚款 878.9万元，比 2006年增加 110家、387.3万元；受理群众环境

投诉、信访 5410件，办结 5327件；全市已安装在线监测监控企业 127家，安装数居全

省首位，已有 87家联入省、市环境监测监控中心，实现在线监控。 

（二）   监测能力建设 

截止 2007年底，泉州市和 11个县级环境监测站均通过福建省技术监督局计量认证；

泉州市、晋江市、安溪县、永春县、德化县监测站分别通过了省级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

设验收；泉州市区、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市及泉港区已建成空气自动监测站，并投入

运行。 

2007年，国家向泉州市环境监测站下拨 112万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资金，泉州市财

政同时配套能力建设资金 80 万元，应急监测设备采购计划已通过专家论证，正在抓紧

采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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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一）   环保 110社会联动服务 

2007年，泉州市区共接到环保投诉 5410件、同比上年增加 951件，办结 5327件、

处理结案率 99.6%。噪声投诉案例仍居首位。 

（二）   宣传教育 

1．加强环境新闻宣传报道工作 

组织电视台、晚报、广播电台等市直新闻媒体单位对我市“创模”、近海水域整治、

“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全国

第一次污染源普查等环保中心工

作进行深入的报道，对我市的环保

工作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2．市民环境素养不断提高 

举行了以“污染减排与环境友

好型社会”为主题的大型广场宣传

活动，举办了泉州市“近海水域整

治，你我共同参与”网络环保知识竞赛、自行车环保宣传活动、889新闻频道设置有奖

环保知识问答专栏、环保书画比赛、环保图片展、组织参加 2007 首届全国环保灯谜邀

请赛，广大市民积极地参与了各项活动。 

3．绿色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下发了《关于下达“十一五”泉州市绿色社区（小区）创建工作计划的通知》和《关

于开展泉州市环境教育基地评选的通知》。市直机关金山幼儿园等 71所学校被命名为市

级“绿色学校”；丰泽社区等 4个社区被授予省级“绿色社区”称号；6月鲤城实验小学、

城东中学被命名为国家级“绿色学校”，丰泽社区被命名为国家级“绿色社区”；9月晋

江市华泰社区等 9 个社区（小区）被授予市级“绿色社区（小区）”荣誉称号。全市共

有 383所“绿色学校”、96个“绿色社区”。 

4．拉开我市污染源普查宣传序幕 

市委宣传部与市环保局联合制定我市污染源普查宣传工作方案。泉州市污染源普查

工作领导小组在丰泽广场举办泉州市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新闻发布会暨启动仪式。 

▲ “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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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功举办“污染减排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主题研讨活动 

省人大常委会、省环保局在我市举办“污染减排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主题研讨活动

暨绿色海西 2007年度论坛活动，并出版研讨论文集。 

七是公众参与渠道得到拓展。 

环保知识的宣传面不断拓宽，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初步形成。科技宣传周、节能

周、节水日等内容丰富、影响力广的活动也成为环保知识宣传的载体，得到广大市民的

喜爱和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