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口、码头是具有水陆联运货物优势，是水路运输进出和停泊的运输枢纽，

是水陆交通的集结点，装卸货物、贮存和转运站，补充给养的场所。基于码头的

货物承载吞吐量，水路运输是各主要运输方式中兴起最早、历史最长的运输方式。

水路运输运用江河湖泊的水利便捷资源，其载重量大、成本低、投资省，较适于

担负大宗、低值、笨重和各种散装货物的中长距离运输，工作能力基本上不受限

制，市场有较强需求的特点，是其他一切运输工具都没法替代的。

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下，加快

推动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在“双碳”目标下，建材行业（水泥、煤炭、沙石）的

运输由原来的传统铁路、陆路交通运输快速转变为以水路为主导的货物运输方式，

其优势具体体现在减少货物运输成本，降低对路面的碾压破坏，减少因陆路运输

产生的粉尘扬尘，降低碳排放。在水路运输的兴起和市场需求下，港口、码头在

装卸、场地贮存和转运作业的过程中，由于露天作业粗放，污染问题持续时间长、

影响范围广，普遍存在污染防治能力不足，治污设施难以满足运行需要，环境污

染问题突出，对大气、水体的生态环境直接造成严重影响。

绿色江南为期一年的时间，对收到众多的污染源信息进行整理，目前已经完

成了对 23 条河流涉及的 200 多家建材码头企业开展实地环境调研。在现场调研

过程中，绿色江南发现散装建材码头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其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建材码头普遍存在封闭料仓缺乏，封闭料仓建设缓慢，物料（煤炭，铁

矿石，沙石、石灰石）露天堆放现象普遍；

二、建材码头物料露天堆放，抑尘防扬散措施未做或不完善；



三、建材码头物料装卸、贮存区域缺乏围堰，物料、固体废物流失污染水体

环境；

四、建材码头物料装卸、转运过程中缺乏水喷淋抑尘设施，扬尘严重；

五、建材码头雨污水收集不到位，雨污水收集沉淀池溢满，没有收集沉淀池

的码头直接向河道排放含有物料污水，作业区雨污水直排现象；

六、建材码头现场作业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或收集不完善，扬尘现场突出，

建筑立面积尘严重；

七、建材码头作业区域开天窗，假封闭、封闭不严，出现粉尘跑漏现象；

八、建材码头场地物料、粉尘逸散严重，缺乏洒水除尘措施；

九、船体老旧，油料泄露，河道水体漂浮油污现象突出；

一、码头场地区域管理缺失

现场调研中，我们发现多数散装建材码头场地区域忽视管理，脏乱差、散乱

污现象突出，固体废物、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发现有沉

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1、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固体废物、物料露天堆放，

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

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2、码头区域管理缺失、散乱污现象突出，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

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

境



图 3、码头区域管理缺失、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发现有

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4、码头区域管理缺失、散乱污现象突出，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

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5、码头区域管理缺失、散乱污现象突出，固体废物、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

抑尘和防扬散措施

图 6、码头区域管理缺失、散乱污现象突出，固体废物、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



抑尘和防扬散措施

图 7、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固体废物、物料露天堆放，

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污染物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8、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固体废物、物料露天堆放，

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红黄色污染物布满建筑立面和

场地后流失河道污染生态环境

图 9 、码头区域管理缺失、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发现



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10、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固体废物、物料露天堆

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

物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11、码头区域管理缺失、散乱污现象突出，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



扬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

环境

图 12、码头区域管理缺失、散乱污现象突出，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

扬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流失，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

生态环境



图 13、码头区域管理缺失、散乱污现象突出，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

扬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流失，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

生态环境

图 14、码头区域管理缺失、散乱污现象突出，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

扬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流失，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

生态环境



图 15、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

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严重；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

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16、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

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严重；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

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17、码头区域管理缺失、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发现

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18、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

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严重；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

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19、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

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

河道生态环境



图 20、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

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

河道生态环境



图 21、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固体废物、物料露天堆

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

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22、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固体废物露天堆放，污

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23、码头区域管理缺失、物料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24、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大量固体废物露天堆放，

物料流失河道污染生态环境



图 25、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

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严重；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流失，

污染物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26、码头区域无人监管、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

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严重；固体废物、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



散措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27、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固体废物露天堆放，污

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28、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

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



河道生态环境

图 29、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

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

河道生态环境



图 30、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

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严重；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

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31、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



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严重；固体废物、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

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

境

图 32、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物料露天堆放，物料流

失河道污染生态环境



图 33、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物料流失河道污染生态

环境

图 34、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

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非常严重；物料流失河道污染生态环境



图 35、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装卸区域物料流失河道污染生态环境

二、码头区域扬尘、积尘现场突出

现场调研中，我们发现码头区域码头区域无人监管、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

出。粉尘未做或未做好收集处理，扬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非常严重。物料

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做围堰隔离物料现

象普遍，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36、码头区域管理缺失、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

严重；物料露天堆放、未做抑尘和防扬散措施

图 37 码头区域管理缺失、粉尘未做好收集处理，扬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

非常严重



图 38、码头区域无人监管、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

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非常严重。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

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39、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

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严重；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

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40、码头区域管理缺失、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

严重；物料露天堆放、未做抑尘和防扬散措施

图 41、码头区域管理缺失、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

严重；物料露天堆放、未做抑尘和防扬散措施



图 42、码头区域管理缺失、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

严重；物料露天堆放、未做抑尘和防扬散措施

图 43、码头区域管理缺失、粉尘未做好收集处理，扬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

尘非常严重



图 44、码头区域管理缺失、粉尘未做好收集处理，扬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

尘非常严重

图 45、码头区域管理缺失、粉尘未做好收集处理，扬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

尘非常严重



图 46、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

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非常严重；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

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未做围堰隔离物料，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47、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

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非常严重；未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污染物流失污染河

道生态环境



图 48、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

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严重；物料露天堆放，未做好抑尘和防扬散措施，未

发现有沉淀池设施、污染物流失污染河道生态环境

图 49、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

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非常严重；物料流失河道污染生态环境



三、油料泄露、污染物污染河道水体生态环境

现场调研中，我们发现河道船舶泄露油料，河道漂浮一层油污，个别企业向

河道直接排放污水，河道水体生态环境受到污染。

图 50、油料泄露，河道水体漂浮油污，污染河道水体生态环境



图 51、船舶油料泄露，河道水体漂浮油污，污染河道水体生态环境

图 52、船舶油料泄露，河道水体漂浮油污，污染河道水体生态环境



图 53、排放较严重问题污水，污染河道水体生态环境

图 54、排放较严重污水，污染河道水体生态环境



图 55、排放较严重污水，污染河道水体生态环境

四、排放烟尘废气污染大气环境

现场调研中，我们发现有部分企业正在排放较严重问题的烟尘废气，周围大

气环境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图 56 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尘



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严重；正在排放较严重问题的烟尘废气，大气环境质量

受到严重影响

图 57、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粉尘未做收集处理，扬

尘现场突出、建筑立面积尘严重；正在排放较严重问题的烟尘废气，大气环境质

量受到严重影响



图 58、码头区域管理缺失、脏乱差、散乱污现象突出；正在排放较严重问题的

烟尘废气，大气环境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图 59、正在排放较严重问题的烟尘废气，大气环境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图 60、正在排放较严重问题的烟尘废气，大气环境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图 61、正在排放较严重问题的烟尘废气，大气环境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五、码头污染防治有法可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 第七十二条“贮存煤炭、煤矸石、煤

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

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第一百零八条 （五）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药、矿产开

采等企业，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控制、

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产整治）

第一百一十七条 （一）未密闭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

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的；（二）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

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三）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的；（四）存放煤炭、

煤矸石、煤渣、煤灰等物料，未采取防燃措施的；（五）码头、矿山、填埋场和

消纳场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六）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中

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未按照规定建设环境风险预警体系或

者对排放口和周边环境进行定期监测、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

境风险的；（七）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以及废弃物焚烧设施的运营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利于减少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方法和工艺，配备净化装置的；（八）未采取措施防止排

放恶臭气体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或者停业整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一）向水体排放油类、酸

液、碱液的；（二）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或者将含有汞、镉、砷、铬、铅、氰

化物、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的；（三）

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有毒污染物的车辆或者容器的；（四）向水体排放、倾

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或者在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

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五）

向水体排放、倾倒放射性固体废物或者含有高放射性、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的；

（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标准，向水体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热废水

或者含病原体的污水的；（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行为之一的，处二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行为之一的，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五条“钢铁、火电、建材等企业和港口

码头、建设工地的物料堆放场所应当按照要求进行地面硬化，并采取密闭、围挡、

遮盖、喷淋、绿化、设置防风抑尘网等措施。物料装卸可以密闭作业的应当密闭，

避免作业起尘。大型煤场、物料堆放场所应当建立密闭料仓与传送装置。物料堆

放场所出口应当硬化地面并设置车辆清洗设施，运输车辆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作

业场所。施工单位和物料堆放场所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清扫和冲洗出口处道路，

路面不得有明显可见泥土、物料印迹”。

《江苏省重点行业堆场扬尘污染防治指导意见（试行）》四 行业 指导意见

（ 一） 港口码头 。对物料存储环节与物料装卸、运输、输送环节做了明确规



定，包括“物料储存环节应采取条仓、筒仓等封闭或者半封闭的存储措施”等。

《江苏省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91 号) 第十三条

港口码头、建设工地和钢铁、火电、建材等企业的物料堆放场所应当按照要求进

行地面硬化，并采取密闭、围挡、遮盖、喷淋、绿化、设置防风抑尘网等措施。

物料装卸可以密闭作业的应当密闭，避免作业起尘。大型煤场、物料堆放场所应

当建立密闭料仓与传送装置。建设工地、物料堆放场所出口应当硬化地面并设置

车辆清洗设施，运输车辆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作业场所。施工单位和物料堆放场

所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清扫和冲洗出口处道路，路面不得有明显可见泥土印迹，

鼓励出入口实行机械化清扫（冲洗）保洁。

第十四条 承担物料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物料实施密闭运输，运输过程

中不得泄漏、散落或者飞扬。

六、落实整改治理情况

目前为止，绿色江南向各地生态环境部门陆续提交了 29 份关于建材码头、

河道的环境污染调研报告和视频，得到所有生态环境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就对报

告中反映的具体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数次面对面沟通和研讨，对绿色江南提交的调

研报告进行现场核实，对发现的环境污染问题立行立改。

在这 29 份环境调研报告中，绿色江南陆续收到各地生态环境部门的《回复》，



在《回复》中均表示绿色江南反映环境突出的问题客观属实。生态环境部门并对

绿色江南报告发现的问题进行逐一比对要求企业进行整改，部分已经整改结束，

部分正在整改治理，多数环境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对情节较严重的码头企业进

行立案查处和处罚。据《回复》反馈的数据统计显示，企业用于对环境整改治理

资金近亿元。

七、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双碳目标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

方向的关键时期。而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高碳能源结构和高能耗、高

碳产业结构问题，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呈现显著的同根同源性，即“碳污同源”。

因此，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为我国“十四五”期间的重点工作。

2022 年 6 月，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

落实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有关要求，对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出系统部署，

生态环境部等 7 部门联合印发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环综合〔2022〕

42 号）明确要求“到 2030 年，减污降碳协同能力显著提升，助力实现碳达峰

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碳达峰与空气质量改善协同推进取得显著成效；水、

土壤、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领域协同治理水平显著提高。”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强调“深入

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统筹水资源、

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

由此可见，国家在积极倡导绿色低碳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而各行各业的的发展均与国家政策导向息息相关，因此建材码头行业在追求

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需聚焦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统筹推动环境风险管理和应对气

候变化工作，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局面。

八、我们的建议

1）严格监督散装建材码头企业方案编制和环境治理工作，进一步强化监管

力度。企业编制环境管理方案不仅能够明确企业在环境管理方面需要实现的目标，

量化相关指标，还有助于企业控制和预防污染，减少环境风险事故的发生，从而

提高企业的环境管理水平，助力码头企业低碳、绿色发展。

2）加快建材码头封闭物料仓的建设。码头转运的建材涉及原材料主要包括

水泥、煤炭、石灰、沙石等，这些材料极易散落造成粉尘污染，因此，粉尘污染

是建材码头最主要的污染物之一。码头建设封闭物料仓不仅能够有效的控制扬尘

的产生，还能有效防止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对物料的影响，避免建材物料流失。

3）强制要求建材码头企业对码头场地进行水喷淋除尘。建材的原材料普遍

存在容易产生扬尘的现象，而水喷淋除尘作为一种有效的防尘措施，能够迅速吸

附空气中的各种大小灰尘颗粒，从而有效控尘，对大型开阔范围的控尘降尘起到

很好的效果。



4）强制要求建材码头企业对进出码头转运车辆进行喷淋除尘。在码头内对

车辆进行喷淋除尘既能抑制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产生扬尘污染，又能有效避免车辆

在进出码头的过程中将码头产生的污染物带到外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的风险。

5）强制要求建材码头企业对码头装卸、转运场地一、二级沉淀池的建设。

散装建材在装卸、堆存、转运时极容易散落，产生扬尘的风险也极大，因此喷淋

抑尘、场地冲洗等措施必不可少，但随之产生的喷淋、冲洗等废水也需妥善处置。

因这类废水中的污染物主要是粉尘和悬浮物，而沉淀池利用重力作用能够有效去

除水中的粉尘悬浮物，经过一、二级沉淀后溢流排放，降低粉尘悬浮物流失河道

的风险，因此在易产生扬尘的建材码头应强制使用。

6）强制要求建材码头企业对码头围堰的建设。建材码头建设围堰一方面能

够有效防止码头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如喷淋、冲洗等废水流入河道，也能在

一定程度上防止部分粉尘飘入河道，污染外环境。因此，在码头建设围堰是防治

河道水体污染的重要措施。

7）强化对建材码头企业封闭料仓、作业空间监管，杜绝开天窗、杜绝假封

闭（一片顶、几面墙）的现象发生。在绿色江南为期一年的现场调研过程中，发

现很多散装码头作业区域存在开天窗、假封闭、封闭不严的现象，粉尘跑漏现象

严重，这种掩耳盗铃式的抑尘措施形同虚设，根本没有达到防止粉尘扬散的目的，

更没有起到遏制扬尘的作用。

8）强化对建材码头企业设备的粉尘收集处理的监管。粉尘的传播不仅会造

成大气污染，还有可能危害人的健康，因此散装建材码头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防尘



抑尘，并对散落的粉尘进行收集处理。除此之外，监管部门也应加强管理，确保

码头的粉尘防治措施落实有效。

9）强化对建材码头企业作业设备的粉尘排放监管。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生

态环境厅印发的《江苏省港口粉尘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苏交港〔2017〕

11 号）中明确要求“加快推进覆盖全省主要港口的粉尘监测网建设，在从事易

起尘货种装卸的港口区域安装粉尘在线监测设备，监测数据按照相关技术要求接

入市级环保监控平台，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实时共享数据信息。”因此，

对散装建材码头的粉尘加强监管不仅符合码头现场环境管理的需求，也符合政府

部门的要求。

10）强化对水路运输船只的监管。船舶对水体的污染主要来自油料泄露、

生活污水及运行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等，这些污染物不仅会破坏水体的生态环境，

还会污染水产品，从而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分别在水污染防治措施的第五节和第四节强调了船舶

水污染防治的相关措施，由此可见国家对船舶污染防治的重视。因此，不论是政

府，还是相关企业，都应加强对船舶环境管理方面的监管，尽可能地避免船只在

运输过程中污染水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