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舟政办发〔2014〕112号

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舟山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的通

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功能区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舟山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已经市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 6月 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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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

1  总则

1.1编制目的

有效应对不利气象条件下发生的大气重污染现象，建立健

全我市高效快速的大气重污染应急响应机制，提高大气重污染

应急处置能力，努力减轻大气重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有效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浙江省气象条例》、《浙江省

突发公共事件总体预案》、《浙江省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

行）》、《浙江省重污染天气城市环境监测预警应急指导意见》、

《舟山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舟山市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舟山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技术规定》（HJ633-2012）、《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

范》（HJ663-2013）、《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1.3适用范围及条件

本预案适用于舟山市区（包括定海区、普陀区、新城、新区

海洋产业集聚区）及普陀山大气重污染的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

本预案适用于因持续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天气导致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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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范围积累，已经或即将出现大气重污染情况时的应急处理。

本预案所指的大气重污染，是指根据环境保护部《环境空

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环境

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200，即环境空气质量达到 5级（重

度污染）及以上程度的大气污染。

1.4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减少危害。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保障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为首要目标，着力提高大气重污染应急处置能力，

提高公众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加强对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特

殊区域人群的预报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减少大气重污染造成

的危害。

（2）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污染

排放。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倡导

公众减少能源消耗，绿色、低碳出行，共同承担防治空气污染

的社会责任。

（3）属地管理，应急联动。各相关政府、功能区管委会是

应对大气重污染的责任主体，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各相

关部门要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建立健全应急联动机制，形成

应对大气重污染的合力。

（4）加强监测，信息公开。健全和完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

强化实时监测，加强重要监测设施建设和数据质量管理，确保

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准确可靠。加强信息公开，通过政府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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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和各类媒体，及时准确发布空气环境监测相关信息，拓宽预

警信息发布渠道，确保公众的环境知情权。

（5）分级预警，按级管控。以市区为主要预警单元，按照

空气污染程度和持续时间等，建立分级预警制度；各相关部门

加强分析研判，实行定期会商，实施有效预警。根据不同预警

等级，采取不同程度的应急响应和污染管控措施，有效降低污

染指数和污染程度。

2 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舟山市大气重污染应急组织体系由指挥机构、办事机构和

专家咨询机构组成。

2.1指挥机构

市政府负责全市大气重污染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

的组织领导，成立舟山市大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

指挥部），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市大气重污染的应对

工作。

2.1.1组成

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

副秘书长、市环保局局长、市气象局局长担任。成员由市环保局、

市气象局、市委宣传部、市经信委、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住建

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林与渔农村委员会、市卫生和计生局、市

应急办、定海区政府、普陀区政府、海洋产业集聚区管委会、新城

管委会、普陀山管委会等单位负责人组成。同时根据应对工作的

需要，对成员进行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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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省和市委市政府有关大气重污染防治

和应对工作的决策部署；

（2）组织编制、修订市级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研究制订

全市大气重污染防治、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的政策措施；

（3）组织实施全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指导各县

（区）、功能区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市级有关部门应

急行动方案的制订；

（4）组织、协调全市大气重污染预警信息发布工作；

（5）指挥、协调跨区域大气重污染的应急响应工作，督促

检查市级有关部门和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大气重污染

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

（6）组织开展大气重污染应急专家组、应急队伍的建设管

理以及应急物资的储备保障等工作。

2.1.3各成员单位职责

（1）市环保局：牵头编制修订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和监

测预警应急行动方案；会同气象部门加强空气质量监测，做好

大气污染预测预报会商和预警建议工作；配合市经信委制订工

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行动方案。

（2）市气象局：负责做好重污染天气环境下的气象条件

的分析，会同市环保局做好大气污染预测预报会商和预警建议

工作，及时发布监测预报预警信息。

（3）市委宣传部：加强对本预案的宣传，协调做好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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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发布，组织指导新闻报道工作。

（4）市经信委：会同市环保局制定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

急行动方案；指导督查各地执行大气污染企业限产应急措施；

指导和协调各电信运营企业做好应急指挥通信网络畅通，提供

重污染预警短信等通信服务；及时汇总报告相关工作信息。

（5）市教育局：负责制订各类教育机构应急行动方案，

指导督查各地执行应急措施；及时汇总报告相关工作信息。

（6）市公安局：负责制订机动车限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应急行动方案，指导督查各地落实相关管控措施；配合有关部

门加大对渣土车、砂石车等车辆违反规定上路行驶的检查执法

力度；及时汇总报告相关工作信息。

（7）市住建局：负责制订建筑工地及城市道路扬尘应急

行动方案；指导督查各地执行扬尘防控措施；督促各地建立停

工工地名单并及时更新；及时汇总报告相关工作信息。

（8）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制订公共交通应急行动方案；

指导督查各地实施公共交通动力保障措施；及时汇总报告相关

工作信息。

（9）市农林与渔农村委员会：负责指导督查各地实施控

制秸秆禁烧措施；及时汇总报告相关工作信息。

（10）市卫生和计生局：组织协调医疗机构和指导督查各

地做好大气重污染致病群众的医疗救治工作；加强对特殊人群

的健康防范指导，组织开展防病科普知识宣传工作；及时汇总

报告相关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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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市应急办：及时向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报告相关紧

急信息，传达省、市领导指示精神；负责对本预案执行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考核。

（12）定海区政府、普陀区政府、新城管委会、海洋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普陀山管委会：负责组织领导和指挥协调辖区内

大气重污染应急管理工作；建立本级大气重污染应急指挥机构，

制订和实施大气重污染应急响应行动方案。

本预案未规定职责的其他有关单位和部门必须服从市指挥

部的指挥，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开展相应应对工作。

2.2办事机构

市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办），

承担日常事务工作，履行大气重污染应急管理综合协调职能。

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由市环保局局长担任，办公

室副主任由市环保局、市气象局分管副局长担任，成员由成员

单位相关人员组成。其主要职责为：

（1）贯彻落实有关大气重污染防治、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

的决策部署；

（2）承担的应急值守工作；

（3）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和气象条件，定期或不定期

组织召开形势分析会议，提出监测预警和应急措施建议；

（4）根据授权，发布市级大气重污染预警信息；

（5）配合其他部门承担大气重污染应急新闻发布工作；

（6）根据指示，组织、联系市级有关部门开展对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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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督促检查和考核；

（7）承办各地在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中需要协调、支援的

具体事项；

（8）负责联系市大气重污染应急专家组；

（9）负责建立市级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联系网络；

（10）负责与省大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和其他设区市的沟

通联络；

（11）组织开展大气重污染应急演练；

（12）完成交办的其他工作。

2.3专家咨询机构

成立舟山市大气重污染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由气象、卫

生、化学、环境监测、环境评估等各领域专家组成，由市大气重

污染应急办负责组建和日常联系。

其主要职责为：对大气重污染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发展

趋势、预警等级作出科学研判，为市指挥部提供决策建议、技术

支持和专业咨询服务。

3  监测与预警

3.1监测与预报

市环境监测站和市气象台分别对每日环境空气质量和雾霾

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评价结果和相关资料对空气质量进行预

测预报。

3.2预警会商

市环保局与市气象局建立市级大气污染预警会商制度，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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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息交换和会商平台，定期交换监测信息，会商预测不利气

象条件、污染物聚集和外来污染入境等因素诱发的大气重污染

现象，联合发布大气污染预警信息。

3.3预警分级

根据环保部《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

行）》（HJ663-2012）,结合我市实际，按照环境空气质量预测

结果、大气污染程度、大气重污染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将我市

大气重污染预警级别分为Ⅳ级、Ⅲ级、Ⅱ级、Ⅰ级，分别用蓝色、

黄色、橙色、红色标示。市级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按市内国

控点位监测结果算术平均值统计计算。

（1）Ⅳ级预警（蓝色预警）

经监测预测，市区未来 1 天空气质量指数（AQI）在 201-

300之间。

（2）Ⅲ级预警（黄色预警）

经监测预测，市区未来 1 天空气质量指数（AQI）在 301-

400之间。

（3）Ⅱ级预警（橙色预警）

经监测预测，市区未来 1 天空气质量指数（AQI）在 401-

450之间。

（4）Ⅰ级预警（红色预警）

经监测预测，市区未来 1天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 450

以上。

3.4预警启动和变更、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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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预警会商程序

当市区一个或多个点位空气质量连续2天出现AQI在 151-

200（含 200）之间或出现1天 AQI大于 200时，市环境监测站

与市气象台运用环境监测和气象观测资料分析预测后一天的空

气质量。如市区可能持续出现重度污染以上天气，立即向市大

气重污染应急办报告并提出预警意见（预警级别）。

3.4.2预警发布和启动

市级预警由市指挥部发布，具体由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办落

实。

Ⅳ级预警（蓝色预警）、Ⅲ级预警（黄色预警）、Ⅱ级预警

（橙色预警）由副总指挥、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办主任签发；Ⅰ

级预警（红色预警）由总指挥签发。

预警意见签发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办向相关成员单位发

出预警通知，并于 2个小时内通过政府网站和媒体向社会发布

大气重污染预警信息。

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办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发布预警信息：

（1）通过已建立的市级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联络网络，

以文件传真的方式向成员发布预警信息；

（2）通过市气象局、环保局门户网站和官方微博发布预警

信息；

（3）通过气象信息发布渠道、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

发布预警信息；

（4）由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办提供预警应急新闻通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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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站等主流媒体发布预警信息；

（5）由市经信委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协调电信运营企业发

布预警短信。 

预警信息主要包括大气重污染首要污染物、污染等级、气象

条件、未来变化趋势、敏感人群影响及防护措施等。

3.4.3预警变更和解除

（1）在预警有效期内，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办组织环保部

门和气象部门加强跟踪分析，如有分析结论证明可以提前提升

或降低预警级别立即向市指挥部报告并提出预警变更的建议，

于当日发布预警变更信息。

（2）预警变更和解除程序与发布程序一致。

4应急响应

4.1响应原则

当市级预警发布后，由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办提出建议，由

市指挥部启动本预案，进入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各成员单位

接到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办指令后，立即采取相关措施进行应急

处置。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大气重污染区域范围内的辖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按照有关规定全面负责本辖区内的应急响应工作。

必要时，各成员单位给予指导、协调和支援。

4.2响应分级

发布蓝色预警，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发布黄色预警，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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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橙色预警，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发布红色预警，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4.3响应措施

大气重污染应急响应措施包括健康防护、大气质量改善、建

议性污染减排和强制性污染减排等措施。

4.3.1 Ⅳ级应急响应

（1）健康防护措施

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

减少户外活动。 

（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倡导公众及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少污染

排放，具体措施包括：

①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时间；

②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③排污单位采取措施，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

放。

4.3.2 Ⅲ级应急响应

（1）健康防护措施

①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

群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运动；

②中小学、幼儿园减少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户外运动

③一般人群减少户外活动和室外作业时间。

（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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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公众及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少污

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

①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时间；

②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③排污单位采取措施，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

放。

④机动车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

4.3.3 Ⅱ级应急响应

（1）健康防护措施

①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

群应当留在室内，避免户外运动；

②中小学、幼儿园停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户外运动

必要时可停课；

③一般人群应避免户外活动，户外活动可适当采取佩戴口

罩等防护措施。

（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倡导公众及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少污

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

①提倡节能降耗，各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夏季空调温度在

26℃的基础上调高1-2℃，冬季空调温度在 20℃的基础上调低

2-4℃；

②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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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机动车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

④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⑤排污单位进一步采取措施，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

染物排放；

⑥公共交通运营部门加大公交运力保障；

⑦增加道路机械清扫保洁频次，减少交通扬尘污染。

（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在空气达到严重污染的区

域，采取以下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加大对机动车、燃煤锅炉、工业企业等重点大气污染源的

执法检查频次；

②土石方施工工地减少土方开挖规模；

③停止建筑拆除工程；

④加强交通管制，减少机动车污染排放；

⑤火电、冶金、建材、化工行业的重点排污单位采取措施减

少污染排放 15%以上；

⑥禁止露天烧烤、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垃圾、秸秆焚烧；

⑦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带头停驶公务用车 15%以上。

4.3.4 Ⅰ级应急响应

（1）健康防护措施

①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

群应当留在室内，避免户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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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企事业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可实行

弹性工作制；

③一般人群应停止户外活动，户外活动可适当采取佩戴口

罩等防护措施；

④建议停止大型露天活动；

⑤一般人群应避免户外活动，户外活动应当采取佩戴口罩

等防护措施。

（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倡导公众及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少污

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

①提倡节能降耗，各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夏季空调温度在

26℃的基础上调高1-2℃，冬季空调温度在 20℃的基础上调低

2-4℃； 

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时间； 

③机动车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 

④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⑤排污单位进一步采取措施，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

染物排放；

⑥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

的使用；

⑦公共交通部门进一步加大公交运力保障；

⑧在气候条件允许的条件下，采用人工影响局部天气措施

改善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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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减少机动车日间加油；

⑩进一步增加道路机械清扫保洁频次，减少交通扬尘污染。

（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在空气达到极重污染的区

域，实施更加严格的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进一步加大对机动车、燃煤锅炉、工业企业等重点大气污

染源的执法检查频次；

②施工工地停止土石方作业和建筑拆除施工，停止施工渣

土车、砂石车等易扬尘车辆运输；

③禁止露天烧烤、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垃圾、秸秆焚烧；

④火电、冶金、建材、化工行业的重点排污单位采取措施减

少污染排放 30%以上；

⑤加强交通管制，实施机动车限行，采取控制机动车行驶

时间、区域和数量等措施，进一步减少机动车污染排放（公交

车、大型客车、出租车、特种车、校车、运输农副产品车等除外）。

⑥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带头停驶公务用车 30%以上。

4.3.5响应级别调整

应急响应期间，根据实时监测的 AQI指数值变化和气象条

件趋势分析，及时提升或降低应急响应的级别，提高应急处置

的针对性。

4.4信息发布

通过授权发布、发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办新闻发布会

和专业网站、官方微博等多种方式、途径，及时、准确、客观、全

—18—



面地向社会发布大气重污染和预警应急响应工作信息，回应社

会关注。

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大气重污染首要污染物、污染

范围、可能持续时间、潜在危害程度、已采取的措施及需采取的

措施建议等。

4.5区域联防联控

加强与周边地市应对大气重污染的区域协作。市大气重污

染应急办应密切与周边地市进行信息交流和应急协调，提高大

气重污染预测和趋势研判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当城市大气污染

受外来影响明显时，及时向省大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污染

减排的支持意见和建议，区域协同共同缓解大气重污染的影响。

4.6 响应终止

经监测预测，空气质量指数已降至或将降至预警条件以下

时，经过专家咨询组分析评估，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办向市指挥

部提出解除应急响应建议，经总指挥同意后终止应急响应，并

由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办通知各成员单位。

5总结评估

应急响应终止后 1个工作日内，各成员单位要将应急响应

措施落实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办。市大气重污

染应急办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会同有关大气重污染区域范围

内的政府、功能区管委会对大气重污染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总结

评估，提出改进应对工作的意见建议，评估报告上报市指挥部。

6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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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人力资源保障

加强大气重污染应急队伍的建设，提高应对能力，保证在

大气重污染情况下能迅速参与并完成各项应急响应工作。

各级环保部门和气象部门要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的日常培训

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应急监测和综合分析专业人才。

6.2资金保障 

各级财政部门统筹安排专项资金，落实大气重污染预警系

统建设、运行和应急处置工作经费，为做好大气重污染应对工

作提供资金保障。应急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发布系统建设列入同

级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予以保障；信息发布系统维护、应急

技术支持等应急系统的正常运行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6.3监测与预警能力保障 

环保部门与气象部门要加强合作，建立和完善重污染天气

监测预警体系，做好重污染天气过程的趋势分析，完善会商研

判机制，提高监测预警的准确度，及时提出监测预警建议。

宣传部门要加强协调，督促各类媒体及时、准确发布大气

重污染预警信息。

6.4通信与信息保障

建立各级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联络网络，各成员单位要明

确应急人员，并将相关人员姓名、电话等通信方式报市大气重

污染应急办备案。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启动后，各成员单位应

急处理人员必须全天候在岗，并保证通信畅通，以确保各种命

令指示能够及时传达落实。通信管理部门负责建立大气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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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工作通信保障体系，督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发布大气重污

染预警短信信息。

7附则

7.1奖励与责任追究

市指挥部组织对全市大气重污染应急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建立检查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未按有关规定落实应急措施

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对因工作不力、履职缺位导致未有效落实

应急措施的，依据相关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责任。

7.2宣传、演练和培训

相关政府、功能区管委会和单位应加强本预案的宣传，市

环保局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制订本预案培训和演练计划，定期组

织培训和演练。

7.3预案管理和更新

岱山县、嵊泗县政府参照本预案编制相应的大气重污染应

急预案和行动方案，并报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办备案。市各有关

部门及预案适用范围内的定海区政府、普陀区政府及相关功能

区管委会根据本预案制定相应的实施行动方案，同时报市大气

重污染应急办备案。预案实施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办组织协

调有关部门根据应对工作实际情况适时组织评估和修订。

7.4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7.5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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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舟山警备区，市法

院，市检察院，部、省属在舟单位，驻舟部队。

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 6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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