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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乌鲁木齐市冬季大气污染问题十分突出，是全国

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已成为影响各族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影响城市形象，影响跨越

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一大顽疾。牢固树立“环保

优先、生态立区”和“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

的理念，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中心，污染物总量

减排为手段，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全面推进

各项环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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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展情况一



一、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自1998年我市启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以来，在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我市大
气污染治理工作扎实推进，在节能减排、能源结构调
整、生态环境优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历年治理工作

二、启动新一轮大气污染防治

三、加强领导，高位推动

四、完善方案和治理措施

五、多方筹措，加强控制，突出重点，

强化治理

污染
治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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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历年治理工作

1998年-2010年间，我市财政共投入近
100亿元用于大气污染治理，先后实施了拆并
分散燃煤锅炉、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能源结构
调整等一系列整治工程，为我市实施新一轮大
气污染治理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二是启动新一轮大气污染防治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乌鲁木齐市大气污染
治理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特
别指出“要重点抓好乌鲁木齐市等中心城市大气污
染防治”，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其作为
一项重点民生工程予以全力推进，这为加快推进我
市大气污染治理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2010年，我市正式启动新一轮“蓝天工程”

一、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三是加强领导，高位推动

张春贤书记、努尔·白克力主席亲自前往国务
院专题汇报乌鲁木齐市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并亲赴
国家环保部进行协调对接。

自治区成立了由努尔·白克力主席任组长的乌
鲁木齐市大气污染治理领导小组，及时协调解决我
市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自治区分管领导也多次率队前往国家相关部
委，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

一、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一、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成立市大气污染治理
综合协调总指挥部

自治区成立大气污染
治理领导小组



四是完善方案和治理措施

编制了《乌鲁木齐市大气污染防治建设项目
规划》及六个子项目规划，计划投资366亿元，
其中争取国家补助资金131亿元，自治区补助资
金100亿元，实施热电联产及天然气建设项目、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项目、
环境能力建设项目、清洁生产和工业污染源治理项
目、化工企业搬迁及淘汰落后产能项目等6大类共
计93项重点项目。

一、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乌鲁木齐市大气污染防治建设项目规划》



污染减排治理措施

一、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城区化工企业搬
迁的通知

关停华电红雁池
9号机组



五是多方筹措，加强控制，突出重点，强化治理

近年来，我市在国家政策、资金尚未到位
的情况下，不等不靠，积极克服自身财力不足
等制约因素，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大气污染
治理工作。近三年，累计投资达到180亿元，
完成了燃煤供热锅炉“煤改气”、电厂等企业
的脱硫设施建设、小机组关停、环境监管能力
提升等重点项目。

一、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一、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建设项目环境准入通知 冬季大气环境督查



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绩 效

一、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热电联产面积累计达到4659万平方米；

清洁能源供暖面积达到11600万平方米；

累计完成节能建筑改造4320万平方米；

累计拆并燃煤锅炉4万台；

完成100家排污企业的高效脱硫除尘限期治理；

35家化工污染企业的搬迁和关停并转.



一、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2006年以来，我市累计投入环保资金240
多亿元，仅2012年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投入就
达121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21亿元，自
治区补助资金23亿元。

大气污染治理投入



一、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减排效果

2006年以来，全市累计实现减排二氧
化硫67681.6吨，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
遏制，2012年空气质量二级和二级以上天数
占全年的80%以上。



近几年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2级和好于2级天数呈逐年递增趋势



近几年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呈逐年递减趋势



近几年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近几年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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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气污染成因分析

二、城市能源结构不合理

三、工业污染源排放严重

四、机动车尾气污染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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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气污染成因分析

最新分析结果：

乌鲁木齐市全年环境容量约为：二氧化硫6.7

万吨，烟（粉）尘4万吨。

冬季采暖期内环境容量约为：二氧化硫2.5万

吨，烟（粉）尘约为2万吨。

乌鲁木齐市大气环境容量



乌鲁木齐环境容量及排放量

全年容量 采暖季容量 2012年排放量

SO2 烟（粉）尘 SO2 烟（粉）尘 SO2 NOx 烟（粉）尘

6.7 4 2.5 2 12 17.8 6.5

单位：万吨



2012年全市二氧化硫排放量达12万吨，烟

（粉）尘排放量达6.5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达17.8

万吨，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加之周边地

区污染物排放逐年增大等其他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

二、大气污染成因分析

大气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



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逐年增大

二、大气污染成因分析

米东区作为首府重要的副中心城区，污染源较多，
污染物防治能力和水平较低，2012年达标天数仅为149
天，远低于中心城区，加之米东区位于首府北部唯一的
开阔面及乌鲁木齐市冬季主导风向的上方位，对乌鲁木
齐市中心城区的环境空气质量特别是冬季空气质量造成
较大影响。



一是受特殊的地理、地形及冬季不利的气象条件影响

一方面，由于市区东、西、南三面环山，地势东南高、
西北低，落差高达300-500米，不利于污染物的水平扩散；

另一方面，我市冬季平均风速小，静风频率高，逆温层
最厚时达1300米左右，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十分有限，使
得大气污染物不易垂直扩散、稀释；

第三，近年来全球温室效应的影响，加之我市人口的快
速增加，城市热岛效应日益增强，冬季空气湿度呈逐年增加
趋势，在空气流动性本来就很弱的情况下，湿润的空气使得
污染物扩散条件越来越差，加剧了空气中污染核的形成。

二、大气污染成因分析



特殊地理、气象条件，增加了冬季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难度

气象因素

非采暖季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为
0.016毫克/立方米、排放量为4.9万吨

采暖季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为
0.141毫克/立方米、排放量为7.1万吨

逆温层厚度为300米

逆温层厚度为1300米



二是城市能源结构不合理

与国际国内城市相比，伦敦1980年煤炭消耗量占
总能耗的比例控制在了5%，北京2010年煤炭消耗量
占总能耗的比例控制在30%以下。

二、大气污染成因分析



能源
伦敦 北京 乌鲁木齐

1965年 1980年 2004年 2010年 2012年

煤 27.00% 5.00% 44.10% 29.50% 60.00%

电及清洁燃料 24.50% 51.00% 25.70% 36.20% 16.40%

油 43.00% 41.00% 25.80% 28.50% 22.90%

其它 5.50% 3.00% 4.40% 5.80% 0.70%

各城市能源结构对比表



二是城市能源结构不合理

二、大气污染成因分析

城市用能还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
清洁能源及新能源的推广还未达到一定规模。



三是工业污染源排放量大

二、大气污染成因分析

2012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元工业增加值能
耗约4.2吨标煤，远高于国家1.91吨标煤/万元和自
治区3.13吨标煤/万元的平均水平，

工业企业原煤消耗量占全市原煤消耗总量的86%
以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全市排放总量的
73%和51%。



重点污染源排放量大

二、大气污染成因分析

电力、钢铁、石化、水泥、建材和冶金等一批高
耗能高排放工业企业的布局，对首府已成包围之势，
特别是城市周边电厂、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
司、中石油乌石化分公司和新疆中泰化学股份公司等
大型工业企业，因扩产扩能，企业能耗和排放量呈持
续快速增长势头，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扩散范围已覆
盖整个中心城区，加剧了首府的大气污染程度。



四是机动车尾气污染日趋严重

二、大气污染成因分析

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60万辆，年增长率超过30%，
其中在籍黄标车约4.4万辆，同时外埠和其他车辆没有纳入
机动车尾气环保标准分类管理，致使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
放呈现较快增长趋势，

建成区内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占大气污
染物浓度的比重已分别达到40.1%和94.1%，成为
PM2.5的主要排放源，

大气污染呈现出由煤烟型污染向煤烟、机动车混合型
污染转变的趋势。



机动车尾气污染日趋严重

二、大气污染成因分析

黄标车辆超标排放严重



我市污染物排放量远超环境容量，加之受特殊的

地理、地形和冬季不利的气象条件、能源结构不合理

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大气污染治理难度日益加大。

二、大气污染成因分析



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三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2010年至今，我市先后投入资金180亿元，

实施了工业企业节能减排、能源结构调整等重点大

气污染治理项目，共完成减排项目41个，累计削减

二氧化硫62701吨，氮氧化物11726吨，主要污

染物排放强度较“十一五”末分别下降27.06%、

7.47%。但我市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面临的任务异常

艰巨。我们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

同时，坚持综合治理、突出重点，“治重症须下猛

药”。

我们将不断加大投入，加强监管，严格执行八

个“一律”，切实改善乌鲁木齐市的大气环境质量。



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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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工业企业一律停止建设自备电厂

三、所有工业企业一律采取最严格的环保措施

四、所有供热燃煤锅炉一律改为天然气

一、在城市南北风道上一律不安排高耗能工业企业

五、所有新建建筑一律实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热

六、所有中心城区的污染企业一律搬迁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七、所有进入主城区的机动车一律要达到环保排放标准

八、所有企业一律实行最严格的环境管理措施



（一）在城市南北风道上一律不安排高耗能工业企业

我市地势南高北低，三面环山，城市位于南北狭
长地带，受气压差和地形“狭管效益”共同作用，我市冬
季白天主导风向以西北风、东北风为主，夜间主导风
向以南风为主。

为有效降低污染物向城区扩散，我市今后在城市南
北进风通道区域内，一律不再布置高耗能工业企业。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二）所有工业企业一律停止建设自备电厂

实施电厂关停和治理，减少燃煤使用。对15万千瓦时
以下公用电厂（即苇湖梁电厂）实施关停。其他四家公用
电厂严格实施“三脱一除”建设，对煤炭进行密闭储运管理。
电厂热电供热部分由分散天然气供热锅炉房替代，电厂冬
季减少一半发电量。对5万千瓦时以下燃煤自备电厂实施关
停，5万千瓦时以上自备电厂与公用电厂执行同样的环保要
求。新上自备电厂，引导到准东区域建坑口电厂或通过出
台电价优惠政策，解决企业用电需求。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三）所有工业企业一律采取最严格的环保措施

在我市范围内的所有污染型工业企业，都要按照
国家最严格的排放标准及各行业清洁生产一级标准要
求，提升企业脱硫、脱硝（氮）、除尘等污染防治设
施的建设水平，并对属于国家产业政策规定淘汰范围
的生产工艺和设施全部予以关停。目前，保留的四大
公用电厂及自备电厂的脱硝设施建设及脱硫除尘的升
级改造均在进行中。钢铁、石化等其他重点企业的治
理项目也在全力推进。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一是用2年时间投资93.47亿元，对9家国控重

点污染企业实施25项大气污染治理项目，预计可实现

减排二氧化硫5.3万吨、烟尘0.4万吨、氮氧化物6.4

万吨。

环保措施一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二是对400多台工业企业燃煤锅炉进行“煤改气”

改造。

环保措施二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三是关停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生产企业，

督促93家重点节能单位全部完成节能目标。

环保措施三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四是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生产原料、原煤等堆场的

运输、装卸、存储等环节的监管力度，建设密闭装置，

有效降低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环保措施四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四）所有供热燃煤锅炉一律改为天然气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2012年，投资121亿元，实施“煤改气”工程，将全市所
有燃煤供热锅炉拆除或停用，改为天然气锅炉。通过近一年
的艰苦努力，共拆除燃煤供热锅炉431台，铺设燃气输配主
支管网246公里，新改建燃气供热锅炉房242座，安装燃气
锅炉710台1.3万蒸吨，实现清洁能源替代燃煤供热面积
1.16亿平方米，改造后清洁能源供热面积占总供热面积的比
重由原来的不足20%提高到76％。通过“煤改气”项目的
实施，实现减少燃煤消耗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3.5万吨，
减排烟尘1.7万吨，对解决区域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发
挥了积极作用。



（五）所有新建建筑一律实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热

我市对每年新增的约800万平方米建筑一律采取
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热方式，并采取天然气分布式供
热等方式，入小区、入楼栋，解决新建建筑冬季供热
问题。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六）所有中心城区的污染企业一律搬迁

我市中心城区尚有20家化工、建材等污染企业未
搬迁，对中心城区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2013年，我
市将完成企业搬迁任务，引导污染企业实施改造升级，
入工业园区发展。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七）所有进入主城区的机动车一律要达到环保排放标准

我市机动车总数已接近60万辆（含外埠车辆和其
他车辆）。我市已开始执行严格的机动车尾气环保标
志分类管理制度，凡达不到环保排放标准的车辆，一
律不得进入限行区域。

加快尾气排放不达标车辆的更新淘汰进度，有效
降低机动车尾气超标排放给大气环境带来的危害。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八）所有企业一律实行最严格的环境管理措施

一是在充分发挥好146家工业企业污染源在线监
测系统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现有污染企业排
放的监测力度，实现监测全覆盖。

实行最严格的环境管理措施，对污染行为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从严治理。

三、下一步大气污染治理主要措施

环境管理措施一



（八）所有企业一律实行最严格的环境管理措施

二是今后对大气污染严重的区域、超过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指标和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未完成限期治
理任务的单位和企业，将不予审批新建和改扩建项目；
对没有污染防治设施或建而未用，达不到环保要求的
项目一律不得开工生产；对无法实现达标排放的企业
要坚决予以停产，并进行限期治理。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环境管理措施二



投资预算

实施以上八个“一律”措施需投入资金约366

亿元，其中：申请国家补助131亿元，申请自治

区补助100亿元，地方配套资金135亿元。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通过计划措施的实施，污染减排效果预期：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8.8万吨，减少氮氧化物排

放7.0万吨，减少烟尘排放2.1万吨。全市二氧化硫

排放量将控制在5万吨以内，氮氧化物排放量将控制

在10万吨以内，烟尘排放量在3.5万吨以内。

2014年预期环境效益分析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环境质量改

善效果预期：

空气质量二级和二级以上天数将达到全年总

天数的82%以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

颗粒物等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将达到原国家空气

质量二级标准。

三、计划实施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



保 障 措 施四



四、保 障 措 施

加大环境监测和监察力度

严格项目的环境管理

加大宣传，各方支持

坚决落实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大力开展生态环境建设

加大污染防治资金投入

保障
措施



（一）坚决落实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一是切实落实乌鲁木齐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在联防联控区域内，建立由乌鲁木齐市大气污染治理
领导小组牵头，自治区发改委、经信委、环保厅、气
象局以及兵团有关部门参加的污染物排放会审制度，
对乌鲁木齐市、昌吉市、阜康市、农六师(五家渠市）、
农十二师等区域，实行统一的产业布局规划和统一的
排放标准，严格控制污染项目落地。

四、保 障 措 施

联防联控机制一



（一）坚决落实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二是在联防联控区域内，严格落实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三同时”制度，建立监督考核机制，从各相关部
门抽调专人负责相关措施的协调和落实。

四、保 障 措 施

联防联控机制二





（二）加大环境监测和监察力度

一是完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建设，实现环境
空气质量分区监测、分区评价、分区考核。

二是对所有污染源安装在线自动监测设备，提升监管
水平。

三是加强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建立环境重污染时
段预警机制。

四是加大环境执法监察力度，及时通报污染物排放超
标单位。

四、保 障 措 施



完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建设



（三）严格项目的环境管理

一是按照面向中西亚的现代化国际商贸中心发展
战略，不再新建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建设项目。

二是制定《乌鲁木齐市限制发展产业名录》，控
制新污染源产生。

三是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所有建设项目
达到国家相关环保标准后方可投产运行。

四、保 障 措 施



（四）加大宣传，各方支持

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在保护环
境中谋求发展的理念，积极引导各族各界人士支持参
与大气污染治理，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
源环境效益的多赢。

积极开展环境保护知识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
进部队的“四进”活动，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环保意识。

四、保 障 措 施



（五）大力开展生态环境建设

一是围绕2013年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继续加大
新增绿地建设，完成重点防护林工程及封育，切实增
强空气的自然净化能力。

二是我市辖区范围内有82家煤矿。计划通过资源
置换等方式，关停中心城区特别是苇湖梁煤矿和西山
片区的煤矿，治理城市塌陷区，加快中心城区周边植
被恢复进度，促进生态环境改善。

四、保 障 措 施



（六）加大污染防治资金投入

大气污染治理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我市在积极争
取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的同时，利用融资、债券等多种
金融措施，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确保大气污染治理资
金需求。

四、保 障 措 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