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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

为说清环境问题提供有力支持
张丹宁, 张哲海

(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江苏
摘

南京

210013)

要: 以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为例, 提出针对区域环境状况、
污染分布与污 染物特征, 有 重点地开 展相应的基 础能

力、监测技术能力、
业务管理能 力和监测队伍建设, 为说清 环境问题 提供基 础、技术、组织保 障。通过历 史资料 分析与 跟踪
监测相结合, 日常巡查与关注媒体信息和城建动态相结合, 重点排查 与专家 分析相 结合, 定点监 测与敏 感部门 日常联 系相
结合等多种手段, 力争说清各类复杂环境问题, 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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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ke M any M easures to Support C lear E xplanation
of Environm ental P roblem s
ZHANG Dan n ing, ZHANG Zhe hai
(Nanjing Environm ental M onitoring C entra l Station, Nanjing, J ia ng su 210013, China )
Abstract: T aking N anjin g center station of Env ironm entalM onitoring as a case, th is article thought the en
vironm enta l m on itoring organ ization should im prove their monitorin g techno log ical capab ilities, operat io na l m an
agem ent capability to support c lear exp lanat io n o f environm enta l problem s acco rd ing to the reg io na l env ironm ental
conditions and pollution distribution or characteristics o f po llu tants. M oreover the m on ito ring station should ana
ly ze the h is torica l env ironm en tal data, in tegrate th e rout in e in spections and m ed ia in fo rm ation, focus the urban
constructio n and experts id ea in order to suppo rt for env ironm en tal m anagem en.t
K ey w ord s: Env ironm en tal m anagem en;t Env ironm ental m on itoring; N anjing M etropolis
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 以下简称南京站 ) 是
国家二级 监测 站, 现有 职工 120 人, 技术 人 员占

1 有针对性地加强基础和技术能力建设, 为说清
环境问题做好技术保障

85% 以上, 2006年增设了核与辐射监督管理中心

石油化工、钢铁电力等是南京市的主要支柱产

的职责。 27年来, 南京 站积极致力于能力建设和

业, 沿江分布大批大型石化企业, 周边分布有大型

人才培养, 为南京市的环境建设和经济建设提供技

钢铁、
冶金、发电企业, 对南京市空气、
水质等环境

术支持。 ∀ 十五 #时期, 逐步从强调基础能力建设,

构成了污染威胁。针对复杂的工业特征和由此可

围绕管理开展常规性监测, 向提升技术能力、
拓展

能产生的环境问题, ∀ 十五 #期间南京站攻坚克难,

监测领域发展, 力求实 现监测能力向 现代技术转

着手实现了 3项技术突破。一是在江苏省第一家、

变, 监测数据向管理实绩转变, 全面提高解决复杂

全国第五家通过与国 际接轨的中国 实验室认可。

环境问题的能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的综合
性环境问题不断出现, 在环境建设的举措与力度持

2001年开展水中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物和空气
中挥发性有机物监测, 到 2003年底已有 492项有

续加大的新形势下, 环境监测能力和手段得到了迅

机和无机监测项目通过能力认可, 是 ∀ 九五 #时期

速提升, 同 时也清 醒地认 识到有 义务、有责 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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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清楚 #环境问题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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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第 18卷

第 4期

张丹宁等. 多管齐下

为说清环境问题提供有 力支持

2006年 8月

的 2. 3倍, 居全国同行先进水平。二是不断提高自

层干部的综合分析能力, 确保高质量完成重点监测

动监测技术, 扩大监测领域。近几年南京市建设规

工作, 创品牌、创亮点。三是落实环境问题分析讨

模逐步扩大, 为掌握全市空气质量变化趋势, 在不
断提高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精度、传输速度和实

论会的效果。对于专项环境调查与监测工作, 事前
均组织专题讨论, 研究调查布点方案, 确定分析方

现编报程序化的基础上, 从 ∀ 九五 #时期对城区的

法, 分析历史数据, 查阅科研成果, 对各种可能出现

∀ 一对六 #自动监 控扩展 到 ∀ 十五 #末期的 涵盖浦
口、
江宁等郊区 ( 县 ) 的 ∀ 一对十 #的 ∀ 一城多镇 #的

的问题充分研究, 为说清环境问题做好前期准备。
四是加强学习型单位建设,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空气质量监测格局, ∀ 十五 #末期还配置改造了一

引导技术人员以综合分析解决环境问题为首要任

辆空气流动监测车, 在 ∀ 十运会 #期间发挥了重要

务和根本目的, 让学习、
研究、探讨各类环境问题成

的预警作用。三是实现对重点污染源实时监控, 及
时掌控污染源排放状况。自 2001年起, 在南京市

为职工主动、自觉的 行为。以全国 中文核心期刊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杂志为平台, 2005年 11月

环保局的统一部署下, 着手开展了污染源在线自动

举办了全国首届 ∀ 现代环境监测论坛 #, 来自全国

监控系统建设, 由监测系统实施在线监控的监测和

各地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监测技术和工作经验, 也

管理尚属首家。目前已在 36家企业建立了 142个
监控点位, 包括 3家城市污水处理厂等, 水污染等

使全站技术人员开拓了思路, 开阔了视野, 为说清
环境问题做好了技术储备和技术保证。 ∀ 十五 #期

标负荷监控率达 70% 以 上, 采用 GPRS 专用 APN

间, 南京站共 开展科研课题研究 50 项, 新增课题

信息传输方式, 基本实现了对主要污染源污水排放
量、COD、pH 等因子, 污处设施运行状态, 工艺尾气

41项, 其中国家级 2项, 省级 5项, 市级 34项, 有
35篇论文获得国家、
省、
市级优秀论文奖。

排放污染物的实时在线监控, 近期 41 个污染源烟
气在线监控系统建设又通过了江苏省环保厅组织

3 强化五个 ∀ 说 #, 为解决复杂环境问题发挥监测

的验收。在线监控系统的建成为及时掌握污染排
放, 加强污染治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 3项技术

作用

突破, 全面推进了监测现代化进程, 为说清环境问

又带来了环境问题。南京站从服务管理的大局出

题夯实了基础

[ 2]

。

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既增强了经济实力, 同时
发, 强化综合分析能力, 在 ∀ 说得清 #∀ 说得早 # ∀ 说
得细 #∀ 说得准 # ∀ 说得透 #上下功夫, 为破解复杂环

2 重点加强业务管理, 为说清环境问题做好组织

境问题提供了准确及时的技术支持。

保障

3. 1 采取有效监测手段, 力争 ∀ 说得清 #

一是抓好文明创建。贯彻国家环保总局、江苏
省环保厅、
南京市环保局行风建设有关规定, 深入

2001年夏季, 南京市首次发生空气恶臭污染,
其成因十分复杂, 引起居民多次投诉。为了查明原

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 宣传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

因, 南京站本着 ∀ 科学、
严谨、公证、高效 #的质量方

以文明行业建设为契机, 树立优秀党员、文明职工
的先进典型; 开展和谐中心建设, 在全站树立以各

针, 动用了千余人次跟踪监测, 每年对几百起投诉
进行大量的分析排查, 采用各类技术手段进行恶臭

级环保精神武装起来的 ∀ 招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

发生与时间、分布地区、气象、地理状况的综合分

之能胜 #的团队精神。南京站自 1988年起, 已连续

析, 终于在 2003年底彻底查清了污染源与污染物,

9次获得市级文明单位称号, 4次获得省级文明单
位称号, 在全省环保系统是首家, 也为说清环境问

并在主要污染源区域设置了 3个硫化氢自动监测
系统, 实时监控恶臭污染排放, 为政府与管理部门

题做好了思想上、
组织上的保证。二是抓好制度建

及时处理污染企业、有效缓解恶臭 污染奠定了基

设, 以科学的制度提高说清环境问题的能力。制定

础。为保障 ∀ 创模 #和 ∀ 十运 #期间的环境质量, 制

了工作督办与讲评制度, 将站领导办公会确定的当
月重点环境质量问题, 在室主任会上分析、
探讨、
研

定了对全市 112条水系、512 km 环境质量的加密
与跟踪监测方案, 联合区县环境监测站对全流域开

究, 确定监测办法实施监测, 再由职能科室检查督

展巡查性监测和流动监测, 对各区域进行监视性监

办, 结果在次月会议上予以讲评, 从而提高各级骨
干对环境问题监测方法的再认识, 多层面地完善中

测及恶臭预警性监测, 及时掌握环境变化规律, 保
证了 ∀ 十运 #期间的环境安全, 并获得市政府授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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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进单位称号。

理玄武湖蓝藻水华期间积极配合市政部门, 布设了

3. 2 强化主动服务意识, 力争 ∀ 说得早 #

16个监测点, 进行加密与跟踪监测, 取得监测与观

一是关注城市建设动态, 敏锐捕捉监测信息变
化。在治理玄武湖水质污染时, 根据玄武湖回水前

察数据 1万余个, 并查阅了相关科研成果, 提出了
较为合理的对策建议, 被政府采纳。大量的现场监

后的监测情况, 及时捕捉到总磷升高、微囊藻检出

测和综合分析, 为确定治理方案提供了科学鉴定,

等信息, 在暴发蓝藻水华的第一时间向政府上报了
∀ 玄武湖暴发微囊藻水华 #监测快报, 充分体现了

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准确依据。
3. 5 依靠各方技术力量, 力争 ∀ 说得透 #

监测工作的重要性。二是设立专人负责汇总各类

目前, 有些污染特征和成分十分复杂, 仅靠南

媒体信息, 与有关部门及时沟通。报纸刊登 ∃响水

京站的技术力量远远不够, 还要充分依靠环保系统

河水质黑臭污染 %一文后, 随即组织监测力量与辖
区环境监测站联系, 核实并调查污染现状, 在 24 h

内外的技术支持。为此, 南京站采取内联外合的运
作机制, 即在环保系统内, 与管理、
监察、区县环保

内向南京市环保局上报了监测快报, 在国家调研组

部门密切协作, 形成合力, 共 同攻关; 在环保系统

到来时, 给政府提供了详细的报告。三是与污染事

外, 与科研院所建立广泛联系, 请教专家学者, 共同

故敏感部门建立日常联系机制。城南水厂、
北河口
水厂经常发生自来水生产加氯异常, 因而与自来水

破解环境难题。通过这一形式, 促使监测人员在理
论与实践中发现新问题, 进行深层次的调研, 在一

公司建立了日常联系机制, 由水厂定期留样, 发生

定程度上说清污染成因、
发生机制及变化规律, 为

异常情况即送市站分析, 及时召开汇商会议解决。
四是密切关注流域环境质量变化。在秦淮新河水

从根源上控制污染提供科学依据 。
说清环境问题是环境监测部门的主要职责, 必

质变色调查中, 监测人员及时通知市监察支队, 并

须通过对监测技术、队伍、
方法、
设备等资源的有效

完成污染源排放的采样取证与分析, 为环境执法、

整合, 通过对环境监测职能和作用的深入思考, 方

污染控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各
方媒体采访。

能在为环境管理与政府部门的技术支持中凸显监
测队伍的优势和作用。 ∀ 十一五 #期间, 南京站将

3. 3 运用一切监测资源, 力争 ∀ 说得细 #

继续通过文明单位建设、
学习型单位建设、和谐中

设置专人对重点流域进行日常相关资料的搜
集与积累, 当流域发生污染事件时, 运用一切监测

心建设等多种手段, 通过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等资
源的有机整合, 不断提升监测队伍的思想与技术素

资源, 力争说清与说细污染物质、
污染来源、
污染范

质, 充分发挥作为环境管理 ∀ 耳目 #和 ∀ 哨兵 #的作

围和危害程度。为查明外秦淮河浮油的污染来源,

用, 努力推进现代化的预警体系建设, 紧密围绕江

监测人员本着高度的责任感, 深夜冒雨沿河采集样
品, 并连夜与行业站进行比对分析, 及时提供了较

苏省环保厅提出的 ∀ 说得清行动计划 #, 为南京市
的环境建 设作 出更 大 贡献, 再 创 ∀ 十一 五 #监测

为详实的专项报告。全面、
科学、
细致的监测, 使南

辉煌

[ 3]

京站对流域污染能 够 ∀ 说得细 #污染来源, ∀ 说得
清 #污染变化规律与危害程度。
3. 4 全力以赴投入监测, 力争 ∀ 说得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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