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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工作月报
（总第二十七期 2017 年 10 月）

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办公室 2017年11月 8日

综合管理 院领导 10-19 日，根据省委组织部和省环保

厅安排，陈异晖副院长到清华大学参加生态文明建设专题培

训班。

13 日，卢云涛院长赴北京参加我院作为合作单位之一的

“湖泊水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启动会。

16 日，卢云涛院长、郭俊梅书记参加省环保厅杨春明副

厅长试用期满考核会。

17 日，郭俊梅书记、朱副书记参加省在厅组织的“吃空

饷”清理整治“回头看”督查汇报会。

17 日，卢云涛院长、杨逢乐副院长参加中国地理学会湖

泊与湿地分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湖泊分会 2017 年联合学

术年会暨首届高原湖泊高峰论坛”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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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院班子成员、干部职工集体收看十九大开幕式。

19 日，杨逢乐副院长到厅参加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专题研究会。

19 日，朱松山副书记到西山区参加文明单位创建协调会

议。

20 日，院班子成员到厅参加“跨越发展、争创一流；比

学赶超、奋勇争先”精神专项活动专题教育动员会。

25 日，卢云涛院长参加第十二次厅长办公会。会议传达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现场推进会议精神、中老北部合作第八次

会议精神，审议厅政务信息公开方案、加强环境法治建设实

施意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及生态红线负面清单等。

27 日，卢云涛院长主持召开第十次院务会，专题研究改

革性补贴发放和奖励政策实施工作。

30 日，郭俊梅书记组织向全院干部职工传达党的十九大

精神；组织“跨越发展、争创一流；比学赶超、奋勇争先”

精神专项活动动员。朱松山副书记主持。

管理部门 院办公室 派员参加省环保厅组织的办公业

务培训。完成院网络升级设为更新及正常运行测试；派员参

加中国环境学会厦门会议和省环保厅数字环保项目培训班。

落实内部周例会制度并逐步走上正规。完成正高级职称申报

材料上报。完成中国地理学会湖泊与湿地分会、中国海洋湖



3

沼学会湖泊分会 2017 年联合学术年会暨首届高原湖泊高峰

论坛”有关信息发布。完成改革性补贴发放和奖励政策实施

工作。

党委办公室 组织参观“喜迎党的十九大云南脱贫攻坚

成就展”和“中国梦云南篇章主体展”。组织退休老干部欢

度重阳节。召开传达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弘扬“跨越发展、争

创一流；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精神专项活动动员大会。组

织党委中心组第 4 次学习。拟制院大力弘扬“跨越发展、争

创一流；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精神专项活动方案。进一步

完善院创文工作台账。

计划财务部 科研管理 组织 2016 年云南省环境保护厅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再评价，要求涉及的部门及项目负责人按

照文件资料清单要求及绩效评价自评报告（参考格式）、绩

效自评项目评分表准备实地评价。组织报送院 2017 年环保

专项资金项目预算调整，完成请示报告、项目及预算文件工

作。财务管理 继续对院及公司 2014年的项目进行结题工作。

配合国家审计署对我院的国家重大政策跟踪审计工作。配合

财政厅的绩效再评价审计工作。完成 9 月份增值税缴纳，完

成 9 月份增值税附加（城市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费附加）的缴纳；完成 9 月份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及缴纳。

编辑部 收稿件 30 篇，初审、学术不端检测 30 篇稿件，

完成初审稿件登记、打印稿签工作；完成稿件二、三审工作，

排定版面；邮件发送 2018 年第 2 期、3 期、增刊部分录用通

知。完成 2017 年第 6 期稿件三校和 2018 年第 1 期稿件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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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完成 2018 年期刊条码的申请。

科研部门 高原湖泊研究中心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落实相关任务 承担的国家良好湖（库）《小湾电站库区生态

安全基线调查与评估》完成第三期调查。《2017 年度洱海抢

救性保护行动技术服务体系构建、应急措施评估及排污交易

试点研究采购项目》中标。开展洱海抢救性保护行动污染源

及应急措施第三期典型调查现场工作。配合省环保厅开展洱

海水质和蓝藻情况分析；配合省环保厅、环保部规划院开展

小湾库区生态补偿机制调研工作；启动星云湖、杞麓湖基础

调查研究项目的现场 调查和观测工作。国家和省水污染保

护治理科技“十三五”专项 按照国家项目申报评审意见和

要求，修改项目实施方案和经费预算书并上报；编制的 2018

年计划经国家水办批准后已上报。按院统一部署安排，完成

水专项管理办公室设置并开始运转，正着手编制管理办法，

并组织各课题开展课题实施方案修改。派员赴南京参加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全球变化及应对”重点专项“我国季风区湖

泊生态系统长期演变机理与生态安全”项目启动会。平台建

设和管理 完成重点实验室年度总结和院士工作站建设进展

总结的相关材料，并上报省环保厅和科技厅。学术交流活动

具体承办了由中国地理学会湖泊与湿地分会、中国海洋湖沼

学会湖泊分会、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昆明高原湖泊

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地理学会湖泊与湿地分会、中

国海洋湖沼学会湖泊分会 2017 年联合学术年会暨首届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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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高峰论坛，并做会议学术报告交流。

生态环境保护研究中心 派员参加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审查会，参加省环境

保护厅组织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内部征求意见会，参加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项目二

期第四次能力建设交流研讨会，参加中国传统村落（武义）

国际高峰论坛并做专题报告；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

项目开展第二次省级各职能部门、16 州（市）意见征求，顺

利通过省人民政府第 125次常务会议和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审议，并上报国家环境保护部审查审议；修改完善云南

省环境保护厅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并征

求省厅各部门及单位意见；开展内部讨论，修改完善云南省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规划；形成云南省（典型区域）生态

状况变化（2010-2015 年）调查与评估报告初稿，并提交国

家项目组。继续推进翁丁古寨环境保护项目等。

环境工程设计研究中心 新签合同 1 个：《云南省环境保

护标准制定项目（一标段：云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

准：云南省农村分散式小型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污染物排放标

准）》。继续推进《禄劝云龙水库重点村落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施工，工程进度达到 80%。正常推进

《星云湖主要入湖河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施工图设计》，已

完成两条河道的图纸设计，其余 6 条河道图纸正在编制，同

时派驻设计代表在现场配合施工；《星云湖湿地、湖滨带提

升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通海县杞麓湖南部底泥疏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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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处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正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准备上

报。《抚仙湖南岸生态调蓄带建设工程初步设计》通过评审，

正在编制施工图。

环境规划研究中心 组织开展了《临沧市城市环境总体

规划》的收资及调研工作，并针对临沧市生态红线进行初步

的划定；《盈江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通过县政府常务会议

审查，修改完善后报人大审批实施；《玉龙县城乡环境总体

规划》征求了县级各部门意见，修改完善后待专家审查；《维

西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进行第二轮现场调研；《武定县城

乡环境总体规划》完成征求意见稿（修改稿），拟于下月征

求县直各部门意见；《石林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正在准备

新一轮征求意见，预计下月初进行；景洪、华宁《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方案》已完成 3 轮征求意见；拟定《玉溪市红塔区

城市环境总体规划》工作方案，准备召开启动会；持续推进

泸水县、隆阳区、腾冲市、楚雄市等多个环境总规；配合省

环保厅继续编制和完善《云南省城乡环境总体规划编制技术

导则及规程》等环境总体规划顶层设计文件。完成《保山坝

区环境治理专项规划》专家咨询，拟于下月进行最终审查；

《隆阳区生物多样性实施方案》通过评审，修改完善后报区

政府审批；完成《腾冲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规划》会后的修

改完善，拟于下月征求地方各部门第二次意见；元江、云龙、

大姚、双柏、芒市《省级生态文明县申报》已完成相关审查

和技术评估及整改并报省厅，等待考核验收；维西县保和镇、

塔城镇、中路乡等 10 个乡镇、香格里拉市金江镇和德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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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门乡共 12 个省级生态文明乡镇通过省厅审查；完成《丘

北县 9 个乡镇环境保护规划》审查会后的修改完善；完成保

山市、施甸县的省级生态文明市县申报整改，拟于下月进行

省级技术评估。邀请哈尔滨工业大学景观与生态规划研究所

的吴冰博士来昆做有关生态环境规划方面的交流。

危险废物处置技术研究中心 开展含砷废物无害化处

理小试验证性实验，包括常规脱砷实验以及低温脱砷实验，

结果表明，低温脱砷技术具有温度低、脱砷率高的特点，处

置后的砷脱出率大于 90%。待完善温度、时间、气相等关键

工艺参数后，有望得到更优的实验结果。易门含砷汞废物高

效处理处置技术示范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预计 11 月上旬可

完成结题报告。到深圳河湖污泥处理余土重金属稳定性模拟

强化试验项目场地协助合作方完成实验室小试（毒性浸出试

验），为下一步大型强化模拟试验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并

应合作方要求，对模拟强化试验方案以及实验室设计图作出

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合作方已经开始筹建模拟强化实验室，

预计十一月中旬筹建完毕。

污染源在线监测运维和监理中心 在线监测运维 本月

检查企业共计 252 家，包括昆明、昭通、曲靖、楚雄、玉溪、

红河、文山、普洱、版纳、大理、保山、德宏、怒江、临沧

等 14 个州（市），其中 2016 年国控企业 42 家，2016 年云南

省省级重点监控企业 76 家。环境监理 云南抚仙湖国际老年

康体养生度假中心环境监理项目月报报送、现场工地巡查工

作，已完成绿化及硬化工作，督查施工单位按照环保专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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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落实各项施工期的环境保护措施；普朗铜矿项目按计划正

常开展相关环境监理工作；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项目按计

划正常开展相关环境监理工作；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教职

工后勤生活基地/山水湖畔住宅小区工程项目环境监理目展

现场环境监理工作，报送上季报、复审各施工单位报送的项

目环保专项施工组织方案、进一步收集相关工程资料，检查

环境监理上月提出整改意见的落实情况及现场环保设施巡

查，准备编制环境监理总结报告；易门县苗茂水库工程环境

监理项目相关工程资料的收集，准备编制环境监理总结报告；

阳宗海环湖截污工程正常开展环境监理工作项目、澄江寒武

纪乐园建设项目(国际养生园一期“翡翠湾”工程)环境监理正

常开展；开展固体废物填埋场项目和 30 万吨/年电解铝项目

部分环保整改内容环境监理工作，继续完成 300kt/a 铝加工

资源项目部分环保整改内容环境监理项目监理工作。

环境分析测试中心 开展安宁合成氨技改项目环境质量

现状监测等项目。 继续开展《糯扎渡电厂 2017 年水库生态

环境监测》与《异龙湖及其流域水质监测》项目监测工作。

按计划组织开展了 2017 年度覆盖全要素的管理体系内部审

核工作。本次内审按要素逐条开展，对中心各部门和检验检

测领域进行了审核，对中心新版体系文件进行了集中审查，

通过现场查看、人员提问、查阅记录与报告、台账核对等方

式对体系的运行进行了全面的审核，对发现的问题逐一记录。

内审末次会议上，中心主任、各部门负责人及内审组成员对

内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逐一落实了责任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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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确保了中心管理体系科学、规范、有

效运行。正常开展环境分析测试。按计量认证管理体系开展

各项工作。

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修改完善 2014 年 CDM 项目-云南省

碳排放总量分解研究中期报告以及云南省实施重点企事业

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相关研究。继续完成滇中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机制建设的相关研究，重点对项目工作方案和提

纲进行完善。配合省财政厅、地税局、环保厅组织召开《环

境保护税云南省适用税额和应税污染物项目数方案》（征求

意见稿）专家论证会，《方案》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上报省政府决策。继续修改完善《石林台湾农民创业

园农业循环经济基地建设可研及实施方案》初稿。完成询价

并启动《保山市腾冲边境经济合作区园区循环化改造方案》

编制工作。正式启动《保山工贸园区园区循环化改造实施方

案》初稿编制工作，完成调研资料收集。完成“罗平县畜禽

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及整治方案”初稿评审工作，待进一

步修改完善报罗平县环保局。启动云南省生态扶贫项目，进

行云南省生态扶贫模式研究。按环保部和省环境保护厅要求，

圆满完成《云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总结

评估报告》及相关材料，并及时上报我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配合我省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继续推进云南省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各项工作。其他，协助省厅大

气处举办大气污染源解析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培训会。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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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上海参加环保部举办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防控培训，深

入学习了解国外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管理情况、地方有毒有

害大气污染物管理经验、各行业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排放情

况、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恶臭污染防治管理等。

环境影响评价研究中心 承担3个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

竣工验收调查，目前完成两项调查报告的编制并提交项目业

主。配合厅大气处完成了 2017 年对（州）市、县环保行政

管理部门的培训。受大气处委托组织部门专家就主要大气污

染物来源解析、我国及云南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物防治、云南

省大气、声环境功能区划等对有关人员进行授课培训。开展

进行部门（州）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已完成对

部分企业的现场核查。

环境项目管理研究中心 协助省财政厅及环保厅编制完

成《关于 2018 年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申报指南》；根据省财

政厅、环保厅要求，协助环保厅开展 2016 年度云南省环境

保护厅整体绩效目标再评价工作，完善自评报告，收集整理

再评价工作需要的相关资料；根据财政部驻云南专员办《关

于开展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监管的通知》，协助环

保厅编制《云南省 2016 年度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预算执行

情况报告》，并协助云南专员办开展相关工作；根据环保厅

要求，对已经完成的《云南省 2017 年度水污染防治实施方

案》报告进行调整完善；协助厅规财处开展中央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专项资金项目及 2018 年省级排污费项目申报工作；

协助厅规财处完成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进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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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表；协助厅土壤处完成了第二批 34 个土壤污染防治项目

预审入库的工作；组织专家开展了《原牟定县渝滇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治理工程（一期

追加工程）实施方案》技术评审会；参加了云南省环境保护

厅组织的《2017 年全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会暨培训班》，针

对《土十条》及其考核办法、《污染地块土壤及土壤环境管

理办法》等 13 项主要内容进行学习交流；到北京参加全国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实施研讨会；配合院计财

部完成了财政厅绩效再评价项目《2016 年生态环保智库》资

料准备工作，并组织开展了 2015-2017 年生态环保智库重点

课题验收工作；进一步完善了省环保厅项目管理系统绩效跟

踪模块建设及院项目库管理平台建设。

土壤环境保护研究中心 土壤修复领域 开展昆明焦化

制气有限公司北片区 1#地块原位化学氧化修复技术中试试

验前期准备工作；完成《龙陵县勐糯镇芒关河沿岸污染区域

土壤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项目》、《施甸县博盛有色金属电冶

有限公司历史遗留场地土壤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项目》投标

工作并顺利中标；《富民县重点区域农用地土壤环境治理调

查及评估报告》进行土壤和农作物样品采集；完成《云龙县

诺邓镇污染土壤修复与治理试验示范项目》第二季田间实验

准备工作；配合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开展兰坪县耕地土壤污染

治理与修复项目的现场工作；配合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

究所完成有机农业-土壤-水质耦合的土壤修复关键技术与

应用示范二期田间实验准备工作；按照云南省环保厅《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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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2017 年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项目纳入省级环境治理保

护项目储备库工作的通知》（云环通[2017]165 号）要求，完

成一批项目建议书及实施方案编制等工作。协助省环保厅土

壤环境管理处举办 2017 年云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会暨培

训班，邀请台湾大学李达源教授到我院开展农田土壤调查及

修复技术示范讲座，到北京参加第四届污染场地风险管控与

修复技术国际研讨会暨中国可持续修复框架组织成立大会，

到西南林业大学参加 2017 年土壤生态环境高端论坛。

原已承接的水污染防治方面：《楚雄市龙川江干流（哨

湾段）污染治理及水环境修复工程实施方案》和《楚雄市龙

川江干流（渔坝段）污染治理及水环境修复工程实施方案》

通过专家评审，并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后提交甲方。

发：院领导，院属各部门 共印 2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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