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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 

三年建设规划（2018－2020年） 

 

一、建设背景 

环境监测监控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耳目，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支撑。多年来，我省环境监测监控能力不断提升，为全省

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党中央、国务

院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做出了全面部署。

全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新要求和中央的新部署，以务

实的举措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

推进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进程中，迫切需要全面提升环境监

测监控水平，提高监测监控的广度和深度，说清生态环境质量状

况，说清其变化趋势，说清其潜在风险，发挥监测监控污染防治

大脑的作用，实现污染防治能力 系统化、科学化和精准化。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新环

保法，推进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部署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着力保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对生态环境监测监控提出了新任

务和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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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监测监控的现状。 

1．地表水自动监测及地下水监测网络。 

我省已建成各类水质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水站）600个，

其中，国控站144个、省控站130个、地方站326个。现有131个省

考地下水测点，其中64个为国考点位。 

2．大气自动监测网络。 

我省现有268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空气自动

站），其中，国家事权空气自动站76个、省级事权空气自动站43

个、地方事权空气自动站149个。 

3．自然生态监测网络。 

全省自然生态监测网络包括生态监测、生物监测和农村监

测。生态监测覆盖全省13个设区市77个县（市、区）、779个生

态保护红线区和31个自然保护区，在太湖建成1个野外观测站；

生物监测覆盖长江、太湖、淮河流域149个国考断面和饮用水源

地；农村监测覆盖13个设区市55个县（市、区）的165个村庄。 

4．噪声监测网络。 

全省现有11889个噪声常规监测点位，噪声监测均为地方事

权。其中，区域噪声测点8746个（设区市级2436个、县市级6310

个）、功能区噪声测点523个（设区市级178个、县市级345个）、

道路交通噪声测点2620个（设区市级1254个、县市级1366个）。

全省现布设有约150个噪声自动监控站点，主要用于功能区声环

境质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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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机动车遥感监测网络。 

截至2018年11月底，全省建成固定式遥感监测点位26个，移

动式遥感监测点位8个，在建固定式遥感监测点位32个，在建移

动式遥感监测点位5个。 

6．重点污染源监控系统。 

全省已有955家重点污染源实现自动监控系统联网，其中水

重点污染源730家（含污水处理厂435家、其它水重点污染源295

家），气重点污染源266家（其中同为水、气重点污染源的有41

家，垃圾焚烧电厂34家）。 

7．环境实验室监测能力。 

江苏环境监测实验室能力建设经历了优质实验室创建、计量

认证、省标准化站建设、实验室认可、国家标准化站建设等发展

阶段，目前省环境监测中心及13个驻市环境监测中心具备空气和

废气、水和废水、土壤和固体废物、生物、生态、噪声等各要素

监测能力，为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省环境监测中心建成“国家环境保护地表水环境有机污染物

监测分析重点实验室”，并稳步提升监测技术水平。各驻市环境

监测中心持续推进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常州、苏州及泰州监测

中心分别在水环境生物监测、空气复合污染监测、土壤有机物监

测等方面建成重点实验室并稳定运行。 

8．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测实验室。 

目前，全国共有18家新生产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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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机构，其中新生产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5家，分布于北京、天

津、上海、厦门和济南五市。江苏省仅有两家机动车排放检验机

构，且仅检测非道路移动机械中的农用机械，全省无新生产机动

车排放检测能力。 

9．无人机监测能力。 

目前省环境监测中心拥有中型多旋翼无人机1架、小型多旋

翼无人机2架，配套专用多光谱传感器；扬州环境监测中心也多

次利用无人机开展南水北调东线区域遥感调查等工作。 

（二）环境监测监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当前污染防治形势和环境管理需求相比，我省生态环境监

测监控能力还存在不足。一是自动监测站数量不足、覆盖不全，

影响精准执法和管控。目前，我省空气自动站仅覆盖到市、县，

在乡镇布点不足，而周边山东、浙江省已布局到乡镇；港口、重

点化工园区空气自动站普遍缺乏；京津冀地区已建成大气PM2.5

网格化系统，我省尚未开展建设；380个地表水省考断面超过4

成尚未建设自动站；化工园区下游和近岸海域未建设自动站。二

是预警预报能力不足，影响重污染天气和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

对。我省空气质量预报系统的运算速度仅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

1/3，上海市的1/2；各设区市普遍缺少PM2.5、VOCs组分分析手

段，无法有效溯源；现有水质预警预报平台尚不具备精准预警、

快速溯源和预测预报功能。三是污染源监控网络覆盖率低，大数

据分析能力不足。全省约三十万家污染源普查企业，目前自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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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联网的企业数量仅955家，重点排污单位、排污许可重点管理

单位等未能全部覆盖；质控体系不健全，数据质量无法保障；污

染源与环境质量综合关联分析能力薄弱。四是仪器装备不足，影

响监测数据质量。部分自动监测站和实验室仪器设备已连续使用

超10年，仪器老化、超期服役、性能不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

测数据质量；仪器设备未能及时更新，不能满足国家新标准、新

方法的实施要求。 

二、指导思想、原则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打赢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决策部署，抓好顶层设计和

统筹协调，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建设，提升生态环境信息

采集、分析、利用能力，推动信息资源整合应用，创新生态环境

精准化监管模式，利用大数据增强综合执法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助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问题导向，科学布局。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系统谋划全省生

态环境监测监控能力建设，统一规划监测监控网络布局，实现全

省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全覆盖。 

统一平台，数据共享。统一省、市、县三级数据管理和共享，

实现一次采集、多处使用，坚持监测监控与监管执法有机联动，



— 6 — 

及时快速捕捉并反馈异常环境污染信息，支撑精准监管执法。 

依据需求，注重实效。根据当前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环境管理

实际需求，开展监测能力标准化建设和重点专项能力建设，补齐

能力短板。 

明晰事权，分级建设。按照各方事权，合理划分省级与地方

建设责任，落实分工合作，明确与事权相匹配的经费支出责任。 

（三）建设目标。 

到2020年，全省“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趋于完

善，实现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生态环境状况监测全覆盖，各

级各类监测数据系统互联共享。大气、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预报

能力明显提升，实现PM2.5精准管控、重污染天气和突发环境污

染事件有效应对。污染源监控能力显著增强，污染源排放与环境

质量综合关联分析能力显著提升，实现“三个说得清”。全省整

体监测监控能力达到“全国一流”水平，能够为环境管理和精准

执法提供坚强保障。初步形成与我省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相适应的现代化环境监测监控新体系。 

1．实现全省省级地表水考核断面、入海河流和近岸海域考

核断面、生态补偿断面、主要入江支流断面、饮用水水源地断面

自动监控率100%，化工园区下游主要河流初步具备水质自动监

控能力。提升水质自动监测数据的整体分析和深度挖掘能力，实

时监测监控水质变化规律，及时掌握水质异常，快速判断污染来

源，提高水质预警预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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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实现全省市、县（市、

区）、重点乡镇空气质量自动监控全覆盖，构建省内大气PM2.5

网格化监测系统，初步形成重点工业园区、港口大气监测监控网

络。构建省级大气超级站观测网，以常规监测为基础，形成特征

污染因子观测及深度分析能力，实现空气质量精细化预警预报能

力提升至10天，预报准确率提升至80%以上。 

3．加强执法监测监控，促进精细化管理和精准治污。围绕

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并形成全省一体、实时响应的生态环

境无人机监测网络，在污染源监督执法监测、生态红线管控监测、

突发事件应急监测等方面实现业务化应用，并通过统一平台进行

综合管理，为江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科学决策、精准治污提供有

力的技术支撑。 

构建污染源在线监控网络。推进噪声监测全省联网；在火电、

污水处理、固废处置三个重点行业的重点企业全面试点工况在线

监控；对重点排污单位监控视频、国家级生态红线区监控视频、

全省移动执法记录视频实现省级联网；对全省储油库及加油站的

油气回收装置实施在线监控；构建国家-省-市多级“天地车人”

一体化机动车排放监控系统；以我省长江经济带和沿海地区为重

点，强化对工业园区的在线监管，在工业园区、化工园区建设集

监测、监控、应急、固废、管理于一体的“绿色园区”云平台；

建设生态环境综合分析系统，搭建省市两级安全可靠、标准规范、

兼容性可扩展性强的监测监控信息化基础设施；大型煤炭、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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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粉尘在线监测覆盖率达到100%，构建重型柴油车载诊断系

统远程监控系统，推进工程机械安装适时定位和排放监控装置，

加快建设船舶尾气排放遥感监测系统。 

4．构建全省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系统，新建一批生态地面观

测站点，用于全面开展全省生态保护红线区和自然保护区等重要

生态空间监测监控。加快发展省市两级生物监测能力，优先保障

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毒性检测分析能力建设。逐步完善全省农村环

境监测网络，3年内每个乡镇至少布设1个村级监测点位。形成全

省范围内生态环境状况的高效、实时、动态监测能力。 

5．全面提升全省环境监测实验室能力标准化建设水平，充

分发挥环境监测核心竞争力。省环境监测中心建成全省生态环境

监测技术和质控中心，全面形成“高、精、尖”分析测试能力，

实现硬件装备、监测能力、技术体系与国际接轨。各驻市环境监

测中心进一步推进标准化站建设，同时在原有省级重点实验室建

设的基础上，结合地方特点，在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水

生生物、土壤等多方面形成各具特色、相互补充的监测能力格局。 

三、建设内容 

（一）完善水环境自动监测网络，覆盖重点断面。 

按照“省级考核，省级监测”的要求，推进全省重点断面水

站建设，实现重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提升水质预警预测

能力，为精准治水提供有力支撑。共新建318个水站，包括169

个省考断面水站、15个跨界断面水站、31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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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站、8个省级区域补偿断面水站、1个入海河流水站、9个入江

支流水站、54个化工园区下游水站、31个近岸海域水站；更新改

造126个已建水站，包括39个地方建设的省考断面水站、52个省

级建设的省考断面水站和35个省级建设的太湖流域水站；建设1

个全省水环境自动监控预警预报系统。 

1．省考和跨界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网络建设。 

新建169个省考断面，更新改造52个省建省考断面和39个地

方建省考断面水站。我省380个省考断面中，具备水站建设条件

有373个断面，已建水站204个（国控站109个、省控站56个、地

方站39个），新建169个。2019年12月底，新建97个长江流域省

考断面水站，2020年12月底，完成剩余72个省考断面水站建设，

配备水质五参数、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流量等监

测指标；2019年4月底，改造39个地方水站；2020年12月底，改

造52个省考断面水站。 

新建15个跨界断面水站。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我省应布设

29个国控长江流域跨界水质监测断面，其中17个断面已建有水

站，剩余12个未建断面中，1个不具备建站条件，4个与省考断面

重合，2019年12月底新建7个水站，配备水质五参数、高锰酸盐

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流量等监测指标。我省周边与上海、

浙江、山东和安徽四省省界断面共48个，已建有水站36个，剩余

12个未建断面中，2个断面与省考断面重合，2个与长江流域跨界

断面重合，在前述建设计划中已考虑，2019年12月底新建8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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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配备水质五参数、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流量

等监测指标。 

2．生态补偿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网络建设。 

我省现有省级生态补偿断面117个，其中已建水站94个，剩

余23个未建断面中，15个断面与省考断面重合，在省考断面建设

计划中已考虑，2020年12月底，新建8个生态补偿断面水站，配

备水质五参数、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流量等监测

指标。 

3．入海、入江河流水质自动监测网络建设。 

我省31个入海河流监测断面中有29个已建成水站，剩余2个

未建断面中，1个断面与生态补偿断面重合，在生态补偿断面建

设计划中已考虑，需新建1个入海河流水站。45个入江支流断面

已建水站16个，剩余未建的29个断面中，有20个与省考断面和生

态补偿断面重合，在上述建设计划中已考虑，还需新建9个水站。

2019年12月底新建10个入江、入海河流断面水质自动站，配备水

质五参数、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流量等监测指标。 

4．近岸海域水质自动监测网络建设。 

为加强近岸海域水质自动监测，支撑近岸海域水污染防治，

2019-2020年，在近岸海域新建31个浮标式水质自动站，配备水

质五参数、叶绿素a、蓝绿藻、氨氮、硝态氮、亚硝态氮、磷酸

盐等监测指标，实现近岸海域国控、省控监测点位水质自动监测

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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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化工园区下游监控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网络建设。 

为监控化工园区对下游河流水质的影响，实现突发污染事件

的有效预警， 2019-2020年，在全省54个化工园区下游河流新

建54个水站，其中2019年新建沿江34个化工园区水站，其余在

2020年建设，配备水质五参数、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

氮、挥发酚、流量等监测指标。 

6．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站建设。 

我省共有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128个，其中15个为

地下水水源地无法建设水站，已建有水站82个，2019-2020年新

建31个水站，配备水质五参数、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

氮、挥发酚、挥发性有机物等监测指标。 

7．太湖流域水站更新。 

2007年太湖水污染事件以来，我省在太湖流域开展了大规模

的水站建设，在太湖水质监测监控预警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太湖流域水站已连续运行超过10年，相关仪器设备已达到

使用年限，部分站点被迫停运，2020年12月底，改造35个太湖流

域水站，更新老旧仪器。 

8．建设全省水环境自动监控预警预报系统。 

为强化全省水质自动监测监控预警能力，2019-2020年，建

设全省水环境自动监控预警预报系统，形成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

自动监测数据的统一管理和分析能力，实现数据查看、自动预警、

综合分析、污染来源初判等功能。系统建成后，可开展整体性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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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析，及时发现水质异常现象，并结合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测

算水质动态变化，评估污染物扩散对下游水质造成的影响，提升

水质预警预测水平。 

（二）加强大气自动监测网络建设，提升预警预报能力。 

统筹推进全省空气自动监测网络布局，实现全省设区市、县

（市、区）、重点乡镇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全覆盖，形成环境空气

质量和大气污染监控相结合的大气环境自动监测网络，具备以

PM2.5等常规六项为主，特征因子为辅的监测能力。提升精准治

污、科学管控水平，空气质量预报能力由目前的5 天提升至10天

精细化预报，预报准确率提升至80%以上。开展大气PM2.5网格

化监测系统、重点化工园区监控系统及重点港口码头监测监控系

统等系统建设，进一步完善省级大气超级站观测网、省级大气质

控实验室以及省级空气质量预报预警系统。主要内容为改造115

个省控（创模）及92个地方自建站；新建710个空气质量监测站，

包括23个县（市、区）站、561个重点乡镇站、13个港口码头观

测站、108个工业园区监测站、4个大气超级站、1个省级大气背

景超级站；新建或升级70个环境气象观测站，新建1个气象大气

超级站，共享23个风廓线雷达资料，升级人工增雨系统；建设省

级大气PM2.5网格化监测系统；更新改造42个省级质控站、8个驻

市监测中心和省监测中心大气超级站；升级1个省级大气质控中

心和1个空气质量预警预报系统。 

1．更新省控站及省建质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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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负责更新92个已建空气自动站，包括67个省控（含

县级环保模范城市点）及25个县（市、区）自建站老旧仪器及站

房等基础设施，部分仅有1个空气自动站的县（市、区）应新建

空气自动站，预计全省将新建23个空气自动站。2019年，完成上

述115个空气自动站事权上收工作，上收后由省级财政统一对上

收站点进行数据传输网络、远程质控（反控）及视频监控等系统

改造，92个已建站点校准设备更新；2020年，全面更新2012年省

级投资的42个省级质控站相关仪器设备。 

2．建设省级大气城市和背景超级站。 

为详细了解我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支撑PM2.5和O3的污染

来源解析，进一步指导环境管理和执法管控，2019-2020年由省

级投资在各市新建或扩建1个超级站，配置在线VOCs监测仪、在

线水溶性离子监测仪、在线OC/EC监测仪、在线重金属监测仪、

气溶胶激光雷达等标准仪器设备。其中，淮安、盐城、泰州、宿

迁4市需新建超级站，其他8个城市及省环境监测中心超级站中部

分仪器设备需对照标准配置补充新购或更新。 

为了解我省区域范围的环境空气质量本底水平，系统、全面

地掌握省级区域尺度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建设省级大气背景超级

站。借鉴国家总站及先进省市经验，结合我省区域气象条件特征

及大气污染现状，2020年选择大气环境相对较好且常年波动较小

的沿海地区，新建1个省级大气区域背景站。开展常规指标

（PM2.5、PM10、SO2、NO2、CO、O3）、颗粒物化学组分、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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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气溶胶组分、VOCS、金属元素、气溶胶及臭氧垂直分布及气

象参数监测，并将观测数据集成至现有平台，与城市大气超级站

共同构建我省大气超级站观测网，开展城市与背景深度观测结果

对比。 

3．升级省级大气质控中心，提升空气质量预警预报能力。 

为进一步完善省级大气质控中心质控体系，提升空气质量自

动监测质控水平，依托国家华东区域质控中心的工作平台与合作

机制，充分考虑我省及华东区域空气自动监测质量控制业务发展

需求，加强省级大气质控实验室能力建设。2020年，增配2套高

精度流量传递质控设备、6台臭氧量值比对设备、2套标准品

（SO2、CO、NO）不确定度验证系统以及2套颗粒物标准膜测试

装置；对现有的大气环境预警预报会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增

强臭氧预报及在线污染源解析能力，提升省、市两级空气质量预

警预报时长与精细化程度，实现10天空气质量精细化预报能力，

将PM2.5和臭氧预报准确率提升至80%以上。 

4．建设省级大气PM2.5网格化监测系统。 

为进一步提升我省精准治污、科学管控水平，增强及时发现

问题、分析污染成因的能力，大幅提升应对和处置时效，避免“一

刀切”，建设大气PM2.5网格化监测系统。该系统参照生态环境

部“千里眼计划”，利用热点网格技术，筛选出我省污染贡献较

高的网格2016个，每个网格大小为3千米×3千米，根据其污染贡

献高低，在贡献较高的网格中布设4台网格化监测设备，开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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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加密监控，其余网格布设1-2台网格化监测设备，总计布设

4875台各型自动监测设备，监测项目为PM2.5等常规指标。同时

在原有重污染天气监测预报预警系统基础上，建设大气PM2.5网

格化监测数据处理与应用子系统，实现对现场端监测数据进行采

集、校正以及多源数据的融合、分析，实时进行污染识别和跟踪，

相关异常排放事件报警信息通过手机直接发送到执法现场端。 

5．扩大重点乡镇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覆盖面。 

为实现全省空气自动监控重点乡镇全覆盖，落实重点乡镇空

气质量考核工作，选取苏南重点城市及近年来设区市中空气质量

排名相对靠后的地区，2020年在无锡、徐州、常州、苏州、连云

港、宿迁、扬州、镇江、淮安等市辖区内的561个重点乡镇，建

设空气自动站，监测因子包含PM2.5、PM10、SO2、NO2、CO、

O3等六项常规污染物。 

6．建立健全我省重点港口大气环境自动监测监控系统。 

为了解典型港区大气环境特征变化，监督高排放船舶及劣质

油品的使用，促进港区大气环境污染防治，开展重点港口大气环

境自动监测监控。依据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长三角水域江苏

省船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

省沿江沿海港口布局规划（2015-2030年）的通知》相关重点港

区设置要求，2019-2020年，选择13个典型港区建设大气环境自

动监测站，组建重点港口大气环境自动监测系统，重点关注

PM10、PM2.5、SO2、NO2、CO、O3及VOCs等污染因子。覆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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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重点发展港区南京港、镇江港、扬州港、泰州港、无锡港、常

州港、南通港、苏州港、连云港港及盐城港等10个港区，同时覆

盖运河流域的苏州、徐州、宿迁三市运河流域重点港区。从事易

起尘货种装卸的港口应安装粉尘在线监测设备，2020年底，大型

煤炭、矿石码头粉尘在线监测覆盖率达到100%。 

7．强化重点化工园区VOCs监测监控。 

为实时监控重点化工园区周边环境空气质量，评估化工园区

VOCs防治成效，支撑环境管理和精准管控，2019-2020年，根

据重点化工园区实际情况及常年气象条件，对全省54个重点化工

园区（集中区）每个园区上、下风向布设在线监控点，预计建设

108个园区VOCs自动监测站。其中2019年在沿江34个化工园区建

设，其余于2020年建设。针对空气质量常规污染物（PM2.5、PM10、

SO2、NO2、CO、O3）以及VOCs特征组分（对O3生成影响较大

的组分、异味和恶臭组分），开展在线监测，组建重点化工园区

VOCs监测监控系统。 

8．建设船舶尾气排放遥控监测系统。 

为进一步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深入推进

我省船舶排放控制区工作，准确掌握辖区航行船舶尾气排放情

况， 2019年6月底，在长江江苏段南京三桥、南京四桥、润扬大

桥、泰州大桥、江阴大桥、苏通大桥安装船舶尾气遥测仪共计23 

套。2019-2020年在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内河干线航道上安装船舶

尾气遥测仪3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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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提升环境气象观测与人工增雨系统。 

新建1个省级气象大气超级站。在生态环境好的金坛气象观

测基地和通州湾江海联动示范区站建设省级大气超级站，其中金

坛大气超级站已经建成，需新建通州湾江海联动示范区大气超级

站。建设内容为：颗粒物（PM10、PM2.5）、反应性气体（SO2、

NO2、CO、O3）、温室气体（CO2、CH4）、气溶胶激光雷达、

风廓线雷达。 

建设70个环境气象观测站。在全省70个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

站中配齐颗粒物（PM10、PM2.5）和O3等污染物监测设备，开展

三项常规污染物监测，建成环境气象观测站。目前全省已在25

个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建有包含PM10、PM2.5在内的颗粒物监

测设备，23个国家站建有包含SO2、NO2、CO、O3在内的反应性

气体监测设备，再新建45套颗粒物（PM10、PM2.5）监测设备和

47套O3反应性气体监测设备。 

共享风廓线雷达高空风资料。高空风资料对城市环境预报具

有重要意义。气象部门在全省已经建设23部风廓线雷达，分布在

全省各地级市和重要区域，开展全省高空风的连续观测，需建设

气象局到生态环境厅的网络通道，落实运行维持费用。 

升级人工增雨系统。在现有人工增雨系统基础上，增加相关

仪器、软件平台，开展人工增雨改善大气环境作业。包括省级人

工增雨作业指挥系统升级改造，人工增雨示范基地新增3套微波

辐射计（淮安、镇江、连云港）和1部移动微雨雷达、1套探空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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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监测系统。 

（三）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系统。 

构建全省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系统、新建一批生态地面观测站

点，用于全面开展全省生态保护红线区和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

空间监测监控；加快发展生物监测技术，优先保障生物多样性和

生物毒性检测分析能力建设；逐步完善全省农村环境监测网络，

三年内每个乡镇至少布设1个村级监测点位。 

1．构建生态遥感监测系统，守住重要生态空间。 

面向全省生态保护红线区、自然保护区及其他重要生态空

间，开展新一代卫星遥感数据接收系统、遥感数据处理与管理系

统、水环境遥感监测业务系统、大气环境遥感监测业务系统、生

态环境遥感监测业务系统建设。扩大卫星遥感数据来源，从原有

的4颗卫星增加到11颗主要卫星；提升数据标准化、自动化处理

能力，加快生态监测响应速度，从原有人工解译模式变为自动作

业－人工核查的新模式，第一时间发现生态破坏行为；结合管理

需求拓展监测业务领域，将与“山水林田湖草”密切相关的水、

气、生态领域全部纳入监测范围，在做好生态监测评价的同时实

现遥感技术在太湖蓝藻预测预报、水体水色异常识别筛查、区域

大气污染空间分布动态监测、沙尘天气预警等方面的应用。2019

年1月-12月，在省监测中心建立新一代卫星遥感数据接收系统、

遥感数据处理与管理系统、水环境遥感业务系统、大气环境遥感

业务系统、生态环境遥感业务系统5个监测系统，全面提升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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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能力水平，满足全省生态空间保护需求。 

2．新建生态地面观测站，提高原位观测能力。 

加强生态地面观测站建设，实现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重要

生态空间的保护与监测，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苏盐城湿地珍

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苏泗

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江经济带（南京绿水湾国

家湿地公园）、江淮生态大走廊（扬州南水北调东线源头）、生

态保护引领区（江苏宜兴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区域，新建6个

地面站点，形成生态、生物、水、气、土等多要素长时间、连续

性、自动化原位观测能力。2020年，完成选址新建，以保护和监

测湿地、森林等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为主要目标，开展生

态地面观测。 

3．形成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毒性监测能力。 

为满足我省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需求，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

物体健康，2019年1月-12月，依托省环境监测中心开展生物监

测实验室建设，重点加强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毒性监测分析能力，

新增包括分子生物学高通量测序系统、核酸检测设备、生物毒性

在线监测系统、模式生物培养设备、生物毒性应急监测设备在内

的10台/套生物监测分析仪器，在全省生物环境监测网络中发挥

引领作用。 

4．加强农村环境监测，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在满足国家农村环境质量监测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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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工作，说清农村环境质量状况和主要问题，

为我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供较为科学全面的数据支撑。从

2019年起，将农村环境质量监测范围增加到76个县（市、区）242

个村，含14个必测村、228个选测村（每年每县3个村），达到国

家农村环境质量监测方案目标要求；再经过三年时间，逐步拓展

至每个乡镇至少监测1个村，实现全省范围内的有效覆盖。监测

对象涉及环境空气质量、地表水水质、饮用水源地水质、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土壤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地方

财政向承担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的环境监测机构给予充分的

经费保障，或直接由地方政府向有资质的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购

买服务。 

（四）建设完善污染源监控网络。 

为改善环境质量，强化对污染源头的现代化管控，采用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对重点排污单位、

机动车、加油站、工业园区等固定源、移动源、面源安装监控设

施，以我省长江经济带和沿海地区为重点，建立省-市-县-园区多

级共享网络，实时采集污染排放、生产与治污设施运行状态、工

况参数、现场视频等数据，通过监控系统与环境质量、执法等系

统对接关联分析，探索污染源和环境质量响应关系，推进精准治

污，为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技术支撑。 

1．完善噪声监测网络。 

2019年，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结果，及城市区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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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道路交通建设发展，调整、优化功能区噪声、城市区域噪声、

交通噪声监测点位，逐步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声环境监测

网络。2019-2020年，加强噪声自动监测能力建设，形成地级市

功能区噪声自动监测能力，功能区及交通噪声监测按照国家要求

逐步采用自动监测代替手工监测；实现全省声环境自动监测数据

联网集成管理；开展省会城市车载噪声自动监测试点，逐步对建

筑施工场地、大型机场等重点环境噪声源开展自动监测。2020

年，推进振动监测能力建设，增配振动监测仪器设备，逐步对城

市轨道交通沿线、铁路沿线等环境振动重点污染源开展试点监

测。 

2．机动车远程在线监控网络建设。 

完善机动车遥感监测网络，2019年9月底各设区市至少完成

10个固定式和1个移动式遥测点建设。全省建成固定式遥测点至

少130个，移动式遥测点至少13个；监测指标主要包括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光吸收系数、烟度因子。完

成遥感监测信息平台升级建设，展示全省的机动车排气遥感监测

点位的地理分布位置及污染状况，高效筛选高排放车辆，通过流

量分析和模型演算，获取全省机动车排放污染状况。推进全省机

动车遥感监测网络联网，构建国家-省-市三级联网的遥感监测

系统平台，形成“天地车人”一体化机动车排放监控系统。构建

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强化现场路检路查和停

放地监督抽测；2020年1月1日起，将未安装远程在线监控的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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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货车列入重点监管对象；推进工程机械安装实时定位和排放

监控装置，建设排放监控平台，2020年10月底基本完成。 

3．建设完善重点排污单位在线监控网络和质量控制体系。 

拓展污染源监控联网范围，建设完善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

网络和质量控制体系。2019年，对重点排污单位全面安装自动监

控设施，推进监控设施数据传输标准改造，进一步提升监控数据

质量控制和评估分析能力，提高监控数据的合法性、有效性，提

升污染源监管现代化水平。按照《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

据传输标准》要求，加强自动监控设施设置参数的动态监控管理，

实时动态收集污染源现场端自动监控设施的运行日志、工作状

态、参数信息、标记数据等信息，提升系统联网能力、存储能力、

计算能力、分析能力、系统间对接联动能力，以及监控数据质量

大数据分析评估能力。2020年，加强污染源监控动态质量控制体

系建设，重点污水处理厂安装自动校标设施、同步留样设施，实

现监控系统数据异常远程取证，提升自动监控数据的有效性，为

精准执法提供数据支撑。 

4．用电监控系统及网络建设。 

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改善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

建立用电监控网络，2019年完成用电监控系统建设，初步完成主

要大气排污单位用电监控设施的安装与网络建设，采集排污单位

各工段生产和治污设施的用电、用水等信息，掌握污染物排放规

律，促进精准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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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排污许可一证式监控管理网络建设。 

建设省级排污权在线申报、监控、审核、交易全过程一证式

一体化管理网络；打通与国家排污许可证申报和发证平台的数据

联网接口，对我省排污许可证数据动态更新；对排污许可企业各

工段用电、用水等大数据信息进行采集，通过模型计算核定与校

验排污单位实际排放量，为排污单位排污权的核准提供依据；登

记管理全省排污单位排污权属，为建立排污权抵押融资租赁提供

基础支撑；实现排污许可证系统与环境执法系统的对接，为围绕

许可证执法、依证执法提供全面完整的数据支持；打造覆盖面广、

标准规范、数据准确、体系完整、应用广泛的环保物联网示范工

程。 

6．重点行业工况监控网络建设。 

依据生态环境部《火电厂烟气排放过程（工况）监控技术指

南》、《污水处理厂污染源排放过程（工况）监控技术指南》等

技术规范，对全省重点排污单位中火电厂、重点污水处理厂、重

点固废处置设施建立工况监控网络，进一步提升监管水平。根据

工艺设计，对生产设施、治理设施运行的工艺参数和电气参数进

行监测，与末端监测数据形成完善的数据链条，全面监控大气、

水污染物治理效果和排放状况，分析监测数据真实性等情况。

2019年首先完成沿江8市重点行业监控网络建设。 

7．生态环境视频监控网络。 

建设多业务兼容、可平滑扩展的生态环境视频监控系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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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升环境监管能力。对重点排污单位的总排口、监控仪表进

行视频监控联网，对工业园区进行视频监控联网，对国家级生态

红线区的24个自然保护区、13个重要湖泊湿地的核心保护区域、

90个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等重点红线区域实施视频监测，对全省

移动执法视频记录实施省级监控。通过统一的RTSP、SDK、

GB/T28181等通用视频标准，将视频监控设备连接到统一的环保

云，实现多业务视频数据的异常时自动取证与动态报警等功能。 

8．油气回收自动监控网络建设。 

参照生态环境部《加油站油气回收在线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建立全省油气回收在线监控平台，对符合联网要求的企业油气回

收在线监控装置进行在线监控和全省统一联网，对联网企业建立

长效监管考核机制。监督企业切实减少VOCs及颗粒物PM10、

PM2.5排放，促进空气质量改善。 

9．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监控网络建设。 

建立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生态环境监控网络，提升长江经济

带工业园区生态环境监控能力。2019年，建立集工业园区、化工

园区监测、监控、应急、固废、管理于一体的“绿色园区”云平

台，全省统一开发，省-市-县-园区四级网络共享。出台工业园

区监控系统集成规范，对128个工业园区、54个化工园区水环境、

空气环境、噪声环境的自动监测系统、周边环境质量监测系统，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运行状态监控系统、工况自动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应急管理系统，以及环境管理台账等信息进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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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2019年首先完成沿江8市工业园区监控网络建设。 

10．建设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系统及监控基础设施。 

建设集GIS、信息情报、态势分析、网络通讯、指挥调度、

协同联动、跟踪督办、应急指挥、监控预警于一体的污染防治攻

坚战指挥系统，开展污染源排放与环境质量响应的综合关联分

析，分析挖掘污染变化规律，提升监控服务能力；建设安全可靠、

标准规范、扩展性强的监控中心基础设施，实现监测监控大数据

高效汇聚、质量控制、实时预警、协同开发、合理利用以及全生

命周期管理，提升监测监控数据的合法性、合规性、完备性、有

效性。建设同城备份机房和异地备份机房，实现基础设施“两地

三中心”容灾备份体系；市级环保部门按标准建立市级生态环境

监控中心，建设数据计算和存储节点，配合与省厅开展数据交换

和存储。 

（五）提升无人机监测能力。 

1．污染源监督执法无人机能力建设。 

依托省、市、县三级环境监察执法部门，2019年开展污染源

监督执法无人机能力标准化建设，实现污染源可视化监测能力全

覆盖。省/市和县级监察大队分别配置14套“增强版”和96套“标

准版”执法无人机监测系统。 

2．生态红线管控监测无人机能力建设。 

依托省及驻市环境监测中心，2019年开展生态红线管控监测

无人机能力标准化建设。省监测中心配置1套“专业版”生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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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管控监测无人机系统，全省驻市监测中心共配置13套“增强版”

生态红线管控监测无人机系统，实现生态红线精细化监测能力再

升级。 

3．突发事件应急监测无人机（船）能力建设。 

依托省环境监测中心及省环境应急中心，2019年开展突发事

件应急监测无人机（船）能力建设。省监测中心与应急中心各配

置1套“应急版”突发事件应急监测无人机系统，实现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监测能力新突破。 

4．全省无人机综合管理平台建设。 

依托省监测中心和监控中心，面向污染源监督监测、生态红

线管控监测、突发事件应急监测三大业务需求，2019年下半年开

展全省无人机综合管理平台建设，实现全省生态环境无人机监测

网络的统一化管理、规范化监测、智能化服务。 

（六）全面提升各级环境实验室监测能力。 

1．省环境监测中心实验室标准化建设。 

打造全国一流环境监测实验室，拟在2018年10月-2020年12

月补充和更新187台/套仪器设备，包括现场监测采样、分析测试

及应急监测等仪器设备；建立实验室智能样品管理和输送系统，

并建设省级土壤样品库及土壤样品库信息管理系统；进一步完善

实验室管理系统（LIMS系统），通过引进智能技术仪器设备，

实现实验分析的高精准性和监测数据的高通量性。加快提高环境

监测能力建设，满足环境新问题对监测技术储备的新要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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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监测中心实验室监测及生态监测质控系统，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技术以及先进质控设备，建设覆盖异味及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有机金属污染物、抗生素、环境激素等监测质控能力的全省

新型环境污染物筛查质控中心；建立以国内一流百级无菌室为支

撑的全省环境生物监测质控中心；建设环境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

比对的质控系统。 

2．省级机动车排放检测实验室建设。 

2020年，建设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测实验室，包括轻型汽车

常温冷启动后污染物排放实验室、轻型汽车低温冷启动后污染物

排放实验室、轻型汽油车蒸发排放实验室、车用发动机排放实验

室、重型整车污染物排放实验室、在用车排放实验室、车用油品

质量与清净性检测实验室。开展机动车、发动机和燃油蒸发排放

检测，进行新车生产一致性检验和在用车符合性检查，加强机动

车排放污染物治理技术等研究，为机动车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3．驻市环境监测中心实验室标准化建设。 

各驻市环境监测中心进一步推进标准化站建设，2019年6月

-2020年12月，13个驻市环境监测中心共更新/新增仪器设备1430

台/套，并在原有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基础上，结合地方特点，

在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水生生物、土壤等多方面形成各

具特色、相互补充的监测能力格局。 

4．特色专项监测实验室建设。 

2019-2020年全省建设1家二噁英监测实验室、6家生态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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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实验室、4家大气污染综合观测实验中心，1家海洋监测专项

实验室、2家土壤监测专项实验室、1家环境健康重点实验室、1

家地表水监测、质控和预报预警专项实验室、1家地下水监测专

项实验室。 

（1）二噁英监测实验室建设。 

目前我省环境监测系统内，仅有泰州环境监测中心具备二噁

英监测能力，全省二噁英环境监测能力亟需拓展。2020年，按照

国家二噁英监测技术规范，新建淮安二噁英专项监测实验室，同

时利用省监测中心现有设备设施开展二噁英初筛，满足《危险废

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等对二

噁英监测的要求。 

（2）生态生物监测实验室建设。 

生态生物监测实验室承担区域、流域自然生态、生物多样性

和生物毒性相关监测任务，2019年建设4家，淮安监测中心建设

湖泊生态监测实验室（洪泽湖流域）、常州监测中心建设生物监

测重点实验室、扬州监测中心建设天空地一体化遥感监测重点实

验室，南通监测中心建设长江干流生态实验室；2020年建设2家，

无锡监测中心建设湖泊生态监测实验室（太湖流域），盐城监测

中心建设海洋生态专项实验室。 

（3）大气污染综合观测实验中心建设。 

大气污染综合观测实验中心依托省内已有大气超级站， 

2019年在宿迁、2020年在徐州、苏州及连云港四市建设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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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观测实验中心，研究我省不同区域大气污染特征及变化规

律，形成以点带面的大气深度立体观测网络。在驻市环境监测中

心已有大气超级站配置基础上增配风廓线雷达、臭氧激光雷达、

逆温微波辐射计等立体观测设备，同时加强颗粒物手工采样及

VOCs自动触发采样设备的配置。 

（4）海洋监测专项实验室。 

加强海洋监测能力建设，2020年，在连云港监测中心建设海

洋监测专项实验室，配置海洋采样船1艘。 

（5）土壤监测专项实验室。 

加强全省土壤监测能力，2019年在镇江监测中心、2020年在

泰州监测中心建设土壤监测专项实验室。 

（6）环境健康重点实验室。 

推进省监测中心环境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建设，强化重点地

区、重点行业环境与健康调查，探索构建环境健康风险监测网络，

掌握我国重点地区、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人群暴露水平和健康影

响基本情况，建立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及标准

体系，为制修订环境排放标准、环境质量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7）地表水和地下水监测专项实验室。 

加强全省地表水和地下水监测能力，2019年，省监测中心在

依托生态环境部地表水有机污染物监测重点实验室基础上，和南

京监测中心共建地表水监测、质控和预报预警专项实验室，南京

监测中心配置长江采样船1艘。2020年徐州监测中心建设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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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专项实验室。 

四、经费概算 

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建设总经费概算为46.93亿

元，其中省级投资22.02亿元，见附件1，地方投资24.91亿元，见

附件2；运行维护费合计约6.59亿元/年，其中省级运维费约2.38

亿元/年，地方运维费约4.21亿元/年，见附件3。 

（一）水、气自动站更新改造项目。 

项目经费共计24892万元，具体详见附件1。省级负责更新改

造52个已建省考断面水站和35个已建太湖流域水站，主要用于仪

器更换，投资约8700万元；已建92个站点校准设备更新、改造115

个县（市、区）环境空气考核站安全监控网络及远程质控反控系

统，更新42个省级质控站老旧设备，共需投资7642万元；更新改

造8个省级大气城市超级站及省环境监测中心超级站，需投资

6050万元；升级省级大气质控中心和空气质量预警预报系统，投

资2500万元。 

（二）水、气自动站新建项目。 

项目经费共计34860万元，具体详见附件1。建设内容主要包

括以下2个方面： 

1．省级水质自动站新建。 

新建233个水站，包括169个省考断面水站，8个生态补偿断

面水站、10个入江入海河流断面水站、15个跨界断面水站、31

个近岸海域水站。省级负责233个水站仪器设备的配置，经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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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80万元。 

2．大气自动站新建。 

包括4个省级大气城市超级站、1个省级大气背景超级站，经

费共计9080万元。 

（三）省级大气PM2.5网格化监测系统。 

建设城市敏感区网格及热点网格化监测系统，设置微型和小

型空气质量监测站，监测项目为PM2.5等常规六项污染物，总计

共需布设4875台各型自动监测设备。省级经费共计23553.3万元。 

（四）自然生态监测系统建设。 

构建全省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系统、新建6个生态地面观测站

点；开展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毒性检测分析能力建设。经费共计

6464万元。 

（五）建设完善污染源监控网络。 

采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对噪

声、重点排污单位、机动车、加油站、工业集聚区等固定源、移

动源、面源安装自动监控设施，实时采集污染排放、生产与治污

设施运行状态、工况参数等数据，建设完善监控系统，与环境质

量监测、执法管理等系统对接，与环境质量数据关联分析、建设

船舶尾气排放遥控监测系统，为精准治污服务。省级投资经费

29240万元，具体详见附件1。 

（六）无人机监测能力建设。 

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执法应急无人机监测能力建设项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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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概算为5012.2万元，其中污染源执法无人机能力建设2000.4

万元，生态红线监测无人机能力建设907.3万元，应急监测无人

机（船）能力建设1004.5万元，全省无人机综合管理系统建设1100

万元，均为2019年省级投资。 

（七）各级环境监测实验室能力建设。 

各级环境监测实验室能力建设项目经费共计92076万元，具

体详见附件1。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1．省监测中心和13个驻市监测中心实验室标准化建设。省

监测中心购置187台 /套仪器设备，预算约14577万元，其中

2018~2019年购置130台/套仪器设备，预算约10324万元，2020

年购置57台/套仪器设备，预算约4253万元；13个驻市监测中心

购置1430台/套仪器设备，预算约32059万元，其中2019年购置689

台/套仪器设备，预算约14703万元，2020年购置741台/套仪器设

备，预算约17356万元。 

2．省级机动车排放检测实验室建设。 2020年，建设江苏省

机动车排放检测实验室，预算2亿元。 

3．特色专项监测能力建设。2019年~2020年全省建设1家环

境健康重点实验室、1家地表水监测、质控和预报预警专项实验

室实验室、1家地下水监测专项实验室、1家海洋监测专项实验室、

4家大气污染综合观测实验中心、2家土壤监测专项实验室、6家

生态生物监测实验室、1家二噁英监测实验室，预计总资金额

25440万元。2019年预算14652万元，其中6家特色实验室改造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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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特色专项实验室仪器设备购置6896万元；2020年预算10788

万元。 

（八）环境气象监测站与人工增雨业务系统建设。 

省级投资项目经费4157万元，具体详见附件1，建设内容主

要为以下四个方面。 

1．新增1个省级大气环境超级站。气象部门建设2个省级大

气环境超级站，其中金坛已经建成，计划在通州湾江海联动示范

区新建1个省级大气环境超级站，经费1270万元。 

2．建设70个环境气象观测站。新建45套颗粒物（PM10、PM2.5）

监测设备，经费1350万元；新建47套O3监测设备，经费987万元。 

3．共享风廓线雷达资料网络建设。建设气象局到生态环境

厅的网络通道专线，经费40万元。 

4．升级人工增雨系统。省级人工增雨作业指挥系统升级，

经费80万元；改造省级人增雨基地，增配微波辐射计3台经费360

万元，建设移动微雨雷达与探空火箭监测系统经费70万元。 

（九）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地方配套建设项目。 

项目经费共计249060万元，具体详见附件2。建设内容主要

包括以下3个方面： 

1．水、气自动站更新改造项目，总预算11248万元。其中改

造39个水站，主要包括仪器设备的更换增配和采水系统等辅助设

施改造，经费3888万元；地方现有92个大气站点改造，经费73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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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气自动站新建项目，总预算152870万元。地方负责

新建水站中202个水站的站房建设（31个近岸海域水站无需站

房），经费12120万元；新建705个大气自动站，经费118480万元；

新建85个水站（含31个饮用水源地水站和54个化工园区下游水

站），经费22270万元。 

3．污染源自动监控网络建设经费84942万元。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推进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建设，是我省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鉴于规划项目体量

大、涉及经费多，各部门应明确分工、落实责任，江苏省生态环

境厅、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气象局负责《规划》中省级相

关项目的建设，各设区市环境保护局负责地方项目的建设；江苏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省级项目的立项、审批，江苏省财政厅

负责省级项目建设的资金保障；各设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

辖区内地方项目的立项、审批，各设区市财政局负责辖区内地方

项目建设的资金保障。同时加强《规划》实施情况督办，由江苏

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定期调度，切实保证《规划》

建设项目按期保质完成落实。 

（二）加强资金保障。 

积极争取省、市两级财政资金，加大对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

统建设投入，做好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建设项目的储备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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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算申请。统筹基建类、能力建设类和一般性行政预算类等监

测监控系统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在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投资领

域，探索推进政府购买数据服务。 

（三）落实建设责任。 

理清省、市两级事权，建立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建设统筹

协调机制，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切实落实工作责任，

形成省市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全面推进的工作格局。 

（四）统一运维管理。 

落实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运行管理制度，规范运行维护流

程，形成较为完善的运行维护管理体系。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监控

系统运行保障、监控预警能力建设，依托专业化运维队伍，对基

础设施实施统一运维，有效降低运维经费成本，提高运维服务质

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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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省级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投资预算总表 

 

建设内容 
单价 

(万元) 

数量 

(台/套) 

总经费 

(万元) 

建设主体及 

资金来源 
实施时间 

一、水、气自动站更新改造项目   24892   

1.1 水质自动站更新改造项目      

1.1.1 省考断面改造水质自动站(更换仪
器设备) 

100 52 5200 省级 2020 年 

1.1.2 太湖流域改造水质自动站(更换仪
器设备) 

100 35 3500 省级 2020 年 

1.2 大气自动站更新改造      

1.2.1 已建 92 个站点校准设备更新 19 92 1748 省级 2019 年 

1.2.2 站点安全、质控反控改造 14 115 1610 省级 2019 年 

1.2.3 省建质控站更新 102 42 4284 省级 2020 年 

1.2.4 省级大气城市超级站更新 / 8 5550 省级 2019-2020 年 

1.2.5 省监测中心超级站更新 500 1 500 省级 2019 年 

1.2.6 省级大气质控中心 1000 1 1000 省级 2020 年 

1.2.7 空气质量预警预报系统 1500 1 1500 省级 2020 年 

二、水、气自动站新建项目   34860   

2.1.省级水质自动站新建   25780   

2.1.1 省考断面新建水质自动站仪器设
备 

100 169 16900 省级 

2019 年建 97

个 2020 年建
72 个 

2.1.2 省界、长江流域跨界断面水站仪器
设备 

100 15 1500 省级 2019 年 

2.1.3 生态补偿新建水质自动站仪器设
备 

100 8 800 省级 2020 年 

2.1.4 入江入海河流新建水质自动站仪
器设备 

100 10 1000 省级 2019 年 

2.1.5 近岸海域新建水质自动站 180 31 5580 省级 2019-2020 年 

2.2 大气自动站新建   9080   

2.2.1 省级大气城市超级站 1270 4 5080 省级 2019-2020 年 

2.2.2 省级大气背景超级站 4000 1 4000 省级 2020 年 

三、省级大气 PM2.5网格化监测系统 / / 23553.3   

3.1 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PM2.5、PM10） 2.7 3991 10775.7 省级 2019 年 

3.2 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PM2.5、PM10、
SO2、NO2、O3） 

5.35 793 4242.6 省级 2019 年 

3.3 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6 参数） 85 91 7735 省级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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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单价 

(万元) 

数量 

(台/套) 

总经费 

(万元) 

建设主体及 

资金来源 
实施时间 

3.4 数据综合管理系统 800 1 800 省级 2019 年 

四、自然生态监测系统建设 / / 6464 省级 2019-2020 年 

4.1 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系统      

4.1.1 新一代卫星遥感数据接收系统 600 1 600 省级 2019 年 

4.1.2 遥感数据处理与管理系统 500 1 500 省级 2019 年 

4.1.3 水环境遥感监测业务系统 400 1 400 省级 2019 年 

4.1.4 大气环境遥感监测业务系统 400 1 400 省级 2019 年 

4.1.5 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业务系统 800 1 800 省级 2019 年 

4.2 生态地面观测站 500 6 3000 省级 2020 年 

4.3 生物监测能力建设 / 10 764 省级 2019 年 

五、污染源监控系统建设   29240  2019-2020 年 

5.1 完善噪声自动监测网络 800 1 800 省级 2019-2020 年 

5.2 机动车远程在线监控网络建设      

5.2.1 遥感监测信息平台建设 680 1 680 省级 2019 年 

5.3 建设完善重点排污单位在线监控网
络和质量控制体系 

3300 1 3300 省级  

5.4 重污染天气应急限产监控网络建设      

5.4.1 用电监控网络建设 800 1 800 省级  

5.5 排污许可一证式监控管理网络建设 1300 1 1300 省级  

5.6 重点行业工况监控网络建设      

5.6.1 火电厂工况监控系统 500 1 500 省级  

5.6.2 污水处理厂工况监控系统 500 1 500 省级  

5.6.3 固废处置设施工况监控网络 500 1 500 省级  

5.7 生态环境视频监控网络      

5.7.1 生态环境视频监控平台建设 2120 1 2120 省级  

5.7.2 自然保护区及重要湖泊湿地核心保
护区视频监控网络 

50 37 1850 省级  

5.7.3 国家生态红线区视频监控网络 20 90 1800 省级  

5.8 油气回收自动监控网络建设      

5.8.1 省级油气回收自动监控网络建设 1500 1 1500 省级  

5.9 工业园区监控网络建设      

5.9.1 省级一园一档系统建设 1800 1 1800 省级  

5.10 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系统及监
控中心基础设施建设 

     

5.10.1 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系统建设 1800 1 1800 省级  

5.10.2 省级环保监控云建设 2500 1 2500 省级  

5.10.3 安全设备 600 1 600 省级  

5.10.4 异地灾备中心建设 1500 1 1500 省级  

5.10.5 自动监控质控能力建设 620 1 620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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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单价 

(万元) 

数量 

(台/套) 

总经费 

(万元) 

建设主体及 

资金来源 
实施时间 

5.11 船舶尾气排放遥控监测系统建设 90 53 4770 省级 2019-2020 年 

六、无人机监测能力建设   5012.2 省级 2019 年 

6.1 污染源执法无人机能力建设   2000.4 省级 2019 年 

6.2 生态红线监测无人机能力建设   907.3 省级 2019 年 

6.3 应急监测无人机（船）能力建设   1004.5 省级 2019 年 

6.4 全省无人机综合管理系统建设   1100 省级 2019 年 

七、各级实验室能力建设   92076 省级  

7.1 省级实验室标准化建设   46636 省级  

7.1.1 省环境监测中心实验室标准化建设 
/ 130 10324 省级 2018-2019 年 

/ 57 4253 省级 2020 年 

7.1.2 驻市环境监测中心实验室标准化建
设 

/ 689 14703 省级 2019 年 

/ 741 17356 省级 2020 年 

7.2 省级机动车排放检测实验室 / / 20000 省级 2020 年 

7.3 特色专项监测能力建设   25440 省级  

7.3.1 地下水监测专项实验室 300 1 300 省级 2020 年 

7.3.2 海洋监测能力建设(海洋采样船) 3000 1 3000 省级 2020 年 

7.3.3 大气污染综合观测实验中心 1196 4 4784 省级 
2019 年 1 家 

2020 年 3 家 

7.3.4 土壤监测专项实验室 500 2 1000 省级 
2019 年 1 家 

2020 年 1 家 

7.3.5 生态生物监测实验室 

800 5 4000 省级 
2019 年 4 家
2020 年 1 家 

600（海
洋生态） 

1 600 省级 2020 年 

7.3.6 地表水监测、质控和预报预警专项
实验室 

1300(长
江采样船) 

1 1300 省级 2019 年 

700（全省
水环境自
动监控预
警预报系
统） 

1 700 省级 2019-2020 年 

7.3.7 二噁英监测实验室 2000 1 2000 省级 2020 年 

7.3.8 特色实验室改造 / 6 7756 省级 2019 年 

八、环境气象与人工增雨系统建设   4157 省级 2019 年 

8.1 省级大气环境超级站 1270 1 1270 省级 2019 年 

8.2 环境气象普通站   2337 省级 2019 年 

8.2.1 颗粒物观测 30 45 1350 省级 2019 年 

8.2.2 O3监测仪 21 47 987 省级 2019 年 

8.3 共享高空风资料网络 40 1 40 省级 2019 年 

8.4 人工增雨业务系统 510 1 510 省级 2019 年 

合计：万元 220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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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 

地方配套建设项目投资预算总表 

 

建设内容 
单价 

(万元) 

数量 

(台/套) 

总经费 

(万元) 

建设主体及

资金来源 
实施时间 

一、水、气自动站更新改造项目   11248   

1.1 水质自动站改造   3888   

1.1.1 市级已建站设备更换 100 25 2500 地方 2019 年 

1.1.2 市级已建站设备增配 10 14 140 地方 2019 年 

1.1.3 采水、水站文化设施等辅助设备

更新改造 
32 39 1248 地方 2019 年 

1.2 大气自动站更新改造 80 92 7360 地方 2019 年 

二、水、气自动站新建项目   152870   

2.1.省级水质自动站新建      

2.1.1 水质自动站的站房建设 60 202 12120 地方 
2019 年 122 个

2020 年 80 个 

2.2 大气自动站新建   118480   

2.2.1 地方填平补齐站点 120 23 2760 地方 2019 年 

2.2.2 重点乡镇空气质量监测站网建设 120 561 67320 地方 2020 年 

2.2.3 重点港口大气环境监测监控系统 400 13 5200 地方 2019-2020 年 

2.2.4 重点化工园区大气环境监测监控

系统 

400 68 27200 地方 
2019 年沿江重

点化工园区 

400 40 16000 地方 
2020 年其余重

点化工园区 

2.3 地方水质自动新建   22270   

2.3.1 化工园区下游 54 个水站(含设备

和站房) 

200 34 6800 地方 
2019 年沿江重

点化工园区 

200 20 4000 地方 
2020 年其余重

点化工园区 

2.3.2 饮用水源地 31 个水站(含设备和

站房) 
370 31 11470 地方 2019-2020 年 

三、污染源监控系统建设   84942  2019 年 

3.1 机动车遥感监测点位建设 240 72 17280 地方 2019 年 

3.2 市级用电监控网络建设 300 13 3900 /  

3.3 市级油气回收自动监控网络建设 300 13 3900 地方 2019-2020 年 

3.4 工业园区监控网络建设    地方 2019-2020 年 

3.4.1 园区自动监测监控系统集成 200 154 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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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单价 

(万元) 

数量 

(台/套) 

总经费 

(万元) 

建设主体及

资金来源 
实施时间 

3.4.2 化工园污水处理厂生物监测网络 100 54 5400 地方  

3.4.3 园区数据系统联网集成 30 154 4620 地方  

3.4.4 网络系统费用 3 154 462 地方  

3.5 市级生态环境视频监控系统      

3.5.1 工业园区视频监控网络 20 154 3080 地方 2019-2020 年 

3.5.2 重点排污单位视频监控网络 3 2000 6000 地方 2019-2020 年 

3.5.3 移动执法记录视频监控系统 1 3000 3000 地方 2019-2020 年 

3.6 市级环保监控基础设施建设 500 13 6500 地方  

合计：万元 24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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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运行维护费估算表 

 

项目 
单价 

（万元/年） 

数量 

（台/套） 

总经费 

（万元/年） 

建设主体及 

资金来源 

1.省级空气监测网络运维费 9647 1 9647 省级 

2.地方空气监测网络运维费 22670 1 22670 地方 

3.省级水质监测网络运维费用（含已建、

新建和上收站点） 
8616 1 8616 省级 

4.地方水质监测网络运维费用 2820 1 2820 地方 

5.省级自然生态监控系统运行维护费 500 1 500 省级 

6.农村环境监测网络运维费 19.69 242 4765 地方 

7.污染源监控网络运行维护及质控费用 3800 1 3800 省级 

8.市级污染源监控网络运行维护及质控 220 13 2860 地方 

9.市级机动车监控网络运行维护费用 20 143 2860 地方 

10.工业园区监控网络运行维护及质控 40 154 6160 地方 

11. 环境气象与人工增雨系统维护经

费 
1230 1 1230 省级 

合计：   23793 省级 

   42135 地方 

总计：   6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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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委，

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军区。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1月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