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政办函〔2021〕11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2021年修订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

业园区、通州湾示范区、南通国际家纺产业园区管委会，市有关

部门和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南通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1

年修订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市政府办公室2019

年12月18日印发的《南通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9年修订

版）》（通政办发〔2019〕107号）同时废止。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4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南 通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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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021年修订版） 

 

目  录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和依据 

1.2 适用范围 

1.3 预案体系 

1.4 工作原则 

2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 

2.2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职责 

2.3 市重污染天气指挥中心成员单位职责 

2.4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职责 

2.5 企业事业单位、媒体职责及公众义务 

3  预测、预警及响应 

3.1 预测 

3.2 预警及响应 

3.3 响应程序 

3.4 响应措施 

4  应急豁免 



 

— 3 — 

5  应急终止 

5.1 应急终止条件 

5.2 善后处置 

6  信息报送 

6.1 信息报送要求 

6.2 信息报送内容 

7  应急保障 

7.1 资金保障 

7.2 通信保障 

7.3 物资装备保障 

7.4 应急科技保障 

7.5 人力资源保障 

8  监督管理 

8.1 预案演练 

8.2 应急能力评估 

9  责任与奖惩 

10  附则 

10.1 名词解释 

10.2 预案管理 

10.3 预案实施时间 



— 4 —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和依据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机制，加强区域联动，做好全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最大限度减缓大气污染程度，降低

重污染天气造成的危害，保护公众身体健康，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长

三角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联动方案》《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江苏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南通市突发公共事件总

体应急预案（2020年修订版）》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编制本预案。 

1.2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南通市行政区域内重污染天气的预警、控制和

应急处置工作。 

1.3  预案体系 

南通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包括南通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市各有关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方案）、各县（市、

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以及应急减排项目清单、企事业单位重

污染天气应急方案、重大活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等。 

1.4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加强空气质量监测和大气污染

源监控，建立重污染天气风险研判体系、防范体系，科学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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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控制、消除隐患，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尽可能减轻重污染天

气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健康。 

（2）科学预警，积极响应。建立全市统一的重污染天气应 

急指挥系统，统筹实施预警和响应，按照省、市重污染天气预警，

及时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各县（市、区）在市政府的统一指挥

下，具体组织实施本地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3）绩效分级，精准减排。指导重点行业制定行业内相对

统一的应急减排措施，基于绩效分级对重点行业相关企业进行差

异化管控。以优先控制重污染行业主要涉气排污工序为主，分类

施策、精准减排。合理指导保民生企业科学制定减排措施。 

（4）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强化部

门之间沟通协作，提高联防联控和快速反应能力。充分发挥各部

门专业优势，采取准确、有效的应对措施。积极倡导公众参与，

提高社会参与程度。 

2  应急响应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 

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负责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

作，当发生或即将发生重污染天气时，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

即转为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由分管副市长担任总指挥，

统一领导、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下设

办公室，作为应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办事机构。指挥中心办公

室设在市生态环境局，由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兼任主任、市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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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局分管副局长兼任副主任，负责贯彻落实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

挥中心及其办公室的决定，组织重污染天气形势研判及预警响应

信息的发布，负责指导全市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处置工作，跟踪事

态变化和应对情况，做好新闻和舆情处置工作，负责与国家及有

关省、市县的联络工作。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单位包括市委宣传部、市监

察委员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教育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市海洋

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政和园林局、

市城市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铁路办）、市水利局、市农业

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应急管理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市气象局、市体育局、南通海事局、南通通信行业管理办公

室、南通供电公司及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等。 

2.2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单位职责 

（1）市委宣传部 

负责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宣传报道工作，协调市、县（市、

区）政府网站及其“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户端）和报刊、

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配合做好重污染天气预防的宣传、

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等工作。 

（2）市监察委员会 

对指挥中心各成员单位履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根据督查组

调查情况，或根据市攻坚办、大气办移交的问题线索，依纪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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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规开展调查，对重污染天气防控工作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约谈、问责。 

（3）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牵头制定本地区重点燃煤企业清单并及时更新，会同市生态

环境局拟定不同预警响应级别等级下的能源保障方案。在应急预

案启动实施期间，负责指导、督促各地开展能源保障、煤质监督

等工作。 

（4）市教育局 

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条件下教育系统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

任务措施，对分预案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检查。负责指导各地

做好重污染天气发生时中小学校、幼儿园健康防护工作。及时汇

总各地中小学校停课等措施落实情况，并向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

挥中心办公室报告。 

（5）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配合市生态环境局指导各地拟定在不同预警等级下需限

产、停产的工业企业名单，并督促相关县（市）、区按启动的应

急响应等级对排放大气污染物重点企业实施限产、停产措施。在

应急预案启动实施期间，会同市生态环境局汇总各地工业企业限

产、停产情况，并向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 

（6）市公安局 

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机动车限行预案，指导和督促各地实施

机动车限行措施，加大对违禁车辆的查处力度。会同市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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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指导和督促各地实施禁限放烟花爆竹措施。做好重污染天气时

的社会治安工作。负责在全市范围加大对渣土车、砂石车等车辆

违反规定上路行驶的检查执法力度。配合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

机动车路检路查。及时汇总执法监督情况，并向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 

（7）市财政局 

负责落实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工作所需市级经费。 

（8）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市海洋局） 

负责指导政府储备土地的控尘措施，加强对土地整治项目涉

及地块扬尘污染防治监督。负责指导和督促各地落实林业机械重

污染天气应急措施。 

（9）市生态环境局。 

负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全市

空气质量监测，会同市气象局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会商制度，做

好重污染天气预警及信息发布工作。及时汇总各地、各部门相关

工作情况。指导、支持和督促各地加强工业企业环境监管和秸秆

禁烧工作；会同市公安局做好机动车路检路查工作。 

（10）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房屋建筑工程和轨道交通工程应急工

作方案，建立市区房屋建筑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应急管控清单并

及时更新。指导、督促各地强化重污染天气期间工地房屋建筑及

轨道交通工程扬尘管控措施，评估重污染天气造成的影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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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属地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汇总报送。 

（11）市市政和园林局 

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市政公用和园林绿化工程应急工作方

案；建立市政公用和园林绿化工程应急管控清单并及时更新。在

重污染天气期间，指导、督促各地强化市政公用和园林绿化工程

扬尘管控措施。及时汇总应急期间工地管控情况，评估重污染天

气造成的影响，并向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 

（12）市城市管理局 

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市区施工工地和道路扬尘控制应急工

作方案。指导、督促各地加强工地扬尘、道路扬尘和渣土运输处

置扬尘的监管，开展扬尘、露天焚烧（垃圾、树叶）、露天烧烤、

餐饮油烟等执法检查，会同市公安局对市区渣土车、砂石车等易

扬尘车辆违反规定上路行驶情况进行检查。及时汇总应急期间市

区渣土车运输管理和扬尘管控情况，评估重污染天气对建设领域

造成的影响，并向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 

（13）市交通运输局（市铁路办） 

负责指导和督促各地落实交通运输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措

施，加大共同交通保障力度。督促各地强化交通工程的施工扬尘、

港口码头扬尘的监管；协助公安部门做好道路管控；协助南通海

事局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的监管。及时汇总应急期间交通工

程、港口、码头受影响情况，评估重污染天气对交通造成的影响，并

向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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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市水利局 

负责水利工程施工扬尘防治工作实施的指导、督促和管理。

指导各地开展扬尘防治管理工作，督促各地扬尘防治单位切实履

行好各自工作职责，保证扬尘防治费用落实到位，确保扬尘防治

措施落实到位。 

（15）市农业农村局 

负责指导和督促各地落实农业领域有关重污染天气应急措

施，指导各地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参与秸秆禁烧督查。 

（16）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公众健康防护及医疗保障工作方案。开

展重污染天气引发疾病的健康教育工作；报告与重污染天气相关

的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及儿科疾病的异常发病情况，并相

应加强疾病救治力量。适时联合开展重污染天气相关的健康影响

与疾病负担研究。 

（17）市应急管理局 

做好危化品的生产、储存、使用过程中的安全生产工作。指

导和督促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做好监管范围内重点污染企业暂停、

限产时的安全生产工作。协同市公安局指导和督促各地实施禁限

燃放烟花爆竹措施。 

（18）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负责指导、督促全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做好预警信息和

管控措施的宣传发布工作，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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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市气象局 

负责全市大气环境气象条件监测、预报、评估及信息发布工

作；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做好重污染天气预报及信息发布工作；根

据天气条件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20）市体育局 

负责制定重大群众性户外体育赛事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

细化分解任务措施，预警发布时负责按分预案组织实施。做好应

急期群众减少户外健身活动的宣传。 

（21）南通海事局 

指导、督促长江船舶废气和过驳作业区扬尘管理，加强在航

运输船舶封舱管理检查。落实船舶排放控制区要求，靠泊停泊一

律使用岸电或采取改燃低硫油等低排放控制措施。 

（22）南通通信行业管理办公室 

负责协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铁塔公司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处

置做好公用通信网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23）南通供电公司 

负责配合市发改委等部门协调本市电力生产企业发电机组

调停工作计划。及时汇总机组停产、限产情况，并向市重污染天

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 

2.3  专家委员会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成立专家委员会，主要负 

责参与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响应及总结评估，针对重污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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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应对涉及的关键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

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和指导。 

2.4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职责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成立相应的应急指挥机构，

负责组织编制当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落实重污染天气预警和

应急工作所需本级经费保障，按照上级预警信息和当地预案要求

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定期

开展重点行业绩效分级评价，及时更新应急减排项目清单。每年

9月，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将本行政区域内的应急减

排项目清单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备案。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应向社会公开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以

及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公布举报电话、网络举报途径等，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监督。 

2.5  企事业单位、媒体职责及公众义务 

（1）企事业单位职责。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应加

强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工作，自觉采取措施，减少大

气污染物排放；列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的工业企业，应制定相应

应急方案，并报当地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备案，同时

向社会公开；在应急响应启动时，应按当地应急指挥机构要求，

采取减排、限排、提高大气污染物处理效率等应急措施。 

（2）媒体职责。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互联网新

闻服务单位、电信运营企业应制定工作制度和实施方案，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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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公众提供健康防护和出行建议。 

（3）公众义务。公众在收到预警信息后，应自觉参与应急

行动，遵守机动车限行、禁燃禁烧等规定，减少生活源大气污染

物排放。易感人群应积极采取健康防护措施，避免户外运动。 

3  预测、预警及应急响应 

3.1 预测  市生态环境局和市气象局的监测机构，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实施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监测，开展我市空气质量预

测。 

3.2 预警及响应 

3.2.1 预警分级标准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

指导意见》和《江苏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将预警响应级别

从低到高依次分为Ⅲ、Ⅱ、Ⅰ三个级别，分别用黄色、橙色、红

色标示，红色级别为最高级别。 

黄色预警（Ⅲ级）：预测未来持续48小时空气质量指数（AQI）

日均值达到200以上，或监测到SO2小时浓度达到500微克/立方米

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或接到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

测预报中心发布的长三角区域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Ⅱ级）：预测未来持续72小时空气质量指数（AQI）

日均值达到200以上，或监测到SO2小时浓度达到650微克/立方米

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或接到生态环境部发布的长三

角区域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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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预警（Ⅰ级）：预测未来持续96小时空气质量指数（AQI）

日均值达到200以上，或预测未来持续24小时空气质量指数

（AQI）日均值达到450以上，或监测到SO2小时浓度达到800微

克/立方米以上；或接到生态环境部发布的长三角区域重污染天

气红色预警。 

可跨自然日计算未来24小时、48小时、72小时、96小时。当

预测发生前后两次重污染过程，且间隔时间未达到解除预警条件

时，应按一次重污染过程计算，从高级别启动预警。 

3.2.2  预警及响应启动与解除 

（1）预警及响应启动 

当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预测到我市未来空气

质量达到上述预警条件时或接到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

公室发布的预警信息后，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在3

小时内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相应措施，并可根据实际情况，经市

政府领导同意，启动更高级别的应急响应措施。应急相应措施启

动后，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应立即向各县（市）、

区政府（管委会）和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单位传达。 

（2）预警及应急响应审签 

预警及应急响应措施遵循高等级优先的原则，实行严格的审

签制度。按以下程序审签： 

黄色预警级别（III级）及响应措施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

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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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预警级别（II级）及响应措施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

中心办公室主任批准后实施； 

红色预警级别（I级）及响应措施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

中心办公室主任审核，报请市政府领导批准后实施。 

（3）预警及应急响应调整与解除 

应急响应措施实施后，应根据省预警信息变化和我市大气情

况，及时调整预警及应急响应措施级别。  

当重污染天气加重时，高等级预警发布后，低等级预警自动 

解除；当重污染天气好转时，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室及时调整相应的预警及响应等级。 

当我市空气质量改善到黄色预警启动标准以下，且预测未来

36小时空气质量保持或好转时，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

公室报请此次重污染天气过程中最高等级预警批准人批准解除

预警及应急响应。  

（4）信息发布方式 

预警信息及应急响应措施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通过广播、

电视、报刊、通信、信息网络等方式进行。 

3.3  响应程序 

响应启动后，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应参照《市区

空气质量异常应急管控工作机制》（通政办发〔2021〕3号）及

时组织落实本地应急响应措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各成

员单位按各自职责启动相应等级应急响应，并指导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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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做好应对工作。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加强与市气

象局会商，分析空气质量变化情况，做好监测预测工作；根据实

际情况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对各地应急响应执行情况、效果及重

污染天气发展趋势进行研判和分析，及时补充完善应对措施。必

要时，气象部门可根据天气条件组织人工增雨作业，缓解重污染

天气状况。 

3.4  响应措施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可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严于

本预案要求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我市Ⅲ级、Ⅱ级、Ⅰ级

应急响应措施的减排比例，原则上分别不低于30%、40%、50%。 

3.4.1 绩效分级评价与应急减排措施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

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要求，及时开展重点行业绩效分级评价

和应急减排清单修订工作，确保满足应急减排要求。各地充分利

用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环境统计、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结果、市

场监管部门清单等对区域内重点行业企业进行排查，实现涉气企

业和污染源全覆盖。 

依据生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

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根据企业装备水平、污染治理技术、

排放限值、无组织管控要求、监测监控水平、环境管理水平、运

输方式、运输管控要求等环保绩效情况，将重点行业企业评定为

引领性企业或A、B、C、D四个等级，实施差异化管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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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分级评价为引领性或A级的企业，可自主采取减排措施；B

级企业Ⅲ级、Ⅱ级、Ⅰ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减排比例，原则上分别

不低于30%、40%、50%；C级和D级企业制定更严格的减排措施。 

各地要做好培训和服务工作，组织企业制定“一厂一策”实

施方案，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应确定不同级别预警下的应

急减排措施，明确具体的停限产生产装置、工艺环节和各类关键

性指标，做到应急减排措施“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原则

上，工业企业减排措施应以停止生产线或生产工序（设备）为主，

对不可临时中断的生产线或生产工序，应结合市场规律和季节特

点，预先调整生产计划，确保预警期间能够落实减排措施。  

各地可视情减少对小微涉气企业的管控措施，在难以满足减

排要求的情况下，可按需对涉气排放工序采取相应措施；应避免

对居民供暖锅炉和当地空气质量影响小的生活服务企业采取停

限产措施。 

3.4.2 Ⅲ级应急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 

提醒儿童、孕妇、老年人和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等易感人群留在室内。（责任部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

办公室） 

中小学和幼儿园停止体育课及户外活动。（责任部门：市教

育局） 

提醒一般人群避免户外活动，户外作业者应开展防护。（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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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部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倡导市民公众绿色生活，节能减排。驻车时及时熄火，减少

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倡导公众节约用电。（责任部门：市重

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倡导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保障。

（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 

严格执行绿色节能调度，超低排放燃煤电厂在满足区域供电

平衡和热力供应的前提下，煤耗低的机组优先发电。（责任部门：

市发改委、南通供电公司） 

根据气象条件组织人工增雨作业，缓解大气重污染状况。

（责任部门：市气象局） 

（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加大对燃煤锅炉、施工场地、机动车排放、工业企业等重点

大气污染源的执法检查频次，确保其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责

任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政和园林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水利局） 

①工业减排措施 

根据各地的Ⅲ级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

下，有计划地实施限产或停产，限产优先采用部分生产线停产的

方式实现。（责任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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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不得开停车作业与检修放空作业，船舶修造企业暂

停露天喷涂作业。（责任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重点燃煤企业使用硫分低于0.6%、灰分低于15%的优质煤

炭，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责任部门：市发改委） 

②扬尘减排措施 

停止爆破、破碎、建筑物拆除、无封闭混凝土搅拌作业，停

止室外工地喷涂粉刷、护坡喷浆作业。（责任部门：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市市政和园林局、市水利局、市公安局） 

施工工地的土方开挖、路面开挖、路面洗刨、道路沥青摊铺、

土方运输（使用清洁能源车辆或达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的渣土

车，封闭式运输土方的除外）、楼层垃圾清扫作业以及粉碎、切

割、锯刨等机械作业暂停。（责任部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市政和园林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 

加大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洒水降尘每日上午、下午各不

少于2次；加大施工工地出入口道路冲洗力度；对裸露地面、物

料堆场以及停工工地等加强遮盖。（责任部门：市城市管理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政和园林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

局） 

易产生扬尘污染的散货物料码头、堆场和搅拌站停止作业，

并做好场地洒水降尘工作。（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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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道路机械化清扫（冲洗）保洁频次和作业范围，气温在

摄氏4度以上，主次干道及重点区域每日不少于2次机扫（冲洗）、

2次洒水。（责任部门：市城市管理局） 

③机动车减排措施 

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联合设立路检巡查点，重点查处道

路冒黑烟、蓝烟等异常工况车辆。（责任部门：市生态环境局、

市公安局） 

④其他措施 

严格落实农作物秸秆及杂物禁烧措施。（责任部门：市生态

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管局） 

禁止露天烧烤。（责任部门：市城管局） 

禁止烟花爆竹燃放。（责任部门：市公安局） 

3.4.3 Ⅱ级应急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 

提醒儿童、孕妇、老年人和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等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室内。（责任部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

中心办公室） 

停止露天体育比赛活动及其他露天举办的群体性活动。（责

任部门：市体育局） 

学校和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责任部门：市教育局） 

提醒一般人群应避免户外活动，户外作业者应开展防护并缩

短户外作业时间。（责任部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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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倡导市民公众绿色生活，节能减排。驻车时及时熄火，减少

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倡导公众节约用电。倡导企业事业单位

采用调休、错峰上下班、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责任部门：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倡导公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保

障。（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 

根据气象条件组织人工增雨作业，缓解大气重污染状况。

（责任部门：市气象局） 

（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加大对燃煤锅炉、施工场地、机动车排放、工业企业等重点

大气污染源的执法检查频次，确保其污染防治设施高效运转。

（责任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政和园

林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水利局） 

①工业减排措施 

根据各地的Ⅱ级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

下，有计划地实施限产或停产，限产优先采用部分生产线停产的

方式实现。（责任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 

积极向上级争取区外来电，超低排放燃煤电厂在满足区域供

电平衡和热力供应的前提下，煤耗低的机组优先发电。（责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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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市发改委、南通供电公司） 

工业企业不得开停车作业与检修放空作业，船舶修造、汽车

维修企业暂停喷涂作业。（责任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重点燃煤企业使用硫分低于0.6%、灰分低于15%的优质煤

炭，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责任部门：市发改委） 

②扬尘管控措施 

停止爆破、破碎、无封闭混凝土搅拌作业，停止室外工地喷

涂粉刷、护坡喷浆作业。（责任部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

市政和园林局、市水利局、市公安局） 

除民生保障项目以外，其他露天拆除、道路沥青摊铺、施工

工地等作业暂停（因安全或工艺要求需混凝土连续浇筑的可正常

进行）。（责任部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政和园林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各地政府、管委会） 

加大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洒水降尘每日上午、下午各不

少于3次；加大施工工地出入口道路冲洗力度；对裸露地面、物

料堆场以及停工工地等加强遮盖。（责任部门：市城市管理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政和园林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

局） 

产生扬尘污染的散货物料码头、堆场和搅拌站停止作业，并

做好场地洒水降尘工作。（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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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道路机械化清扫（冲洗）保洁频次和作业范围，气温在

摄氏4度以上，主次干道每日不少于3次机扫（冲洗）、2次洒水。

（责任部门：市城管局） 

③机动车减排措施 

钢铁、建材、焦化、水泥、铸造、有色、电力、化工等重点

用车企业不得允许运输车辆进出厂（出于安全生产运行需要，使

用清洁能源车辆或达到国V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进出厂的除

外）。（责任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 

运输散装物料、煤、焦、渣、沙石和土方等运输车辆禁行（不

含预拌商品混凝土和沙浆、钢材等）。（责任部门：市城管局、

市公安局） 

施工工地、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内停止使用国Ⅱ及以下

排放标准的燃油机械（应急抢险用除外），其他燃油工程机械、

港作机械、农业机械（农作物抢收抢种期间和保障生产生活必需

的除外）、林业机械、园林机械停用50%。（责任部门：市交通

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市市政和园林局、市水利局） 

港口集疏运车辆禁止进出港区（使用清洁能源车辆或达到国

Ⅴ及以上排放标准的车辆，为民生保障物资、外贸货物、出入境

旅客提供港口集疏运服务的除外）。（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联合设立路检巡查点，重点查处道

路冒黑烟、蓝烟等异常工况车辆。（责任部门：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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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 

船舶在港口码头停靠期间按照长三角船舶排放控制区要求，

优先使用岸电。（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南通海事局） 

④其他措施 

严格落实农作物秸秆及杂物禁烧措施。（责任部门：市生态

环境局、市城管局） 

禁止露天烧烤。（责任部门：市城管局）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责任部门：市公安局） 

3.4.4  Ⅰ级应急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 

提醒儿童、孕妇、老年人和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等易感人群留在室内。（责任部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

办公室） 

提醒学校和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中小学和幼儿园必要时可

以临时停课。（责任部门：市教育局） 

停止所有户外大型活动。（责任部门：市体育局） 

提醒一般人群应避免户外活动，户外作业者临时停止户外作

业。（责任部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倡导市民公众绿色生活，节能减排。驻车时及时熄火，减少

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倡导公众节约用电。倡导企业事业单位

采用调休、错峰上下班、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责任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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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倡导公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保

障。（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 

根据气象条件组织人工增雨作业，缓解大气重污染状况。

（责任部门：市气象局） 

（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加大对燃煤锅炉、施工场地、机动车排放、工业企业等重点

大气污染源的执法检查频次，确保其污染防治设施高效运转。

（责任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政和园

林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水利局） 

①工业减排措施 

根据各地的Ⅰ级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

下，有计划地实施限产或停产，限产优先采用部分生产线停产的

方式实现。（责任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 

积极向上级争取区外来电，超低排放燃煤电厂在满足区域供

电平衡和热力供应的前提下，煤耗低的机组优先发电。（责任部

门：市发改委、南通供电公司） 

重点燃煤企业使用硫分低于0.6%、灰分低于15%的优质煤

炭，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责任部门：市发改委） 

工业企业不得开停车作业与检修放空作业，汽车制造、家具

制造、船舶修造、印刷包装、汽车维修等行业暂停使用涂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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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责任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②扬尘减排措施 

停止爆破、破碎、无封闭混凝土搅拌作业，停止室外工地喷

涂粉刷、护坡喷浆作业。（责任部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

市政和园林局、市水利局、市公安局） 

露天拆除、施工工地作业暂停（因安全或工艺要求需混凝土

连续浇筑的可正常进行），道路沥青摊铺等作业暂停。（责任部

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政和园林局、市交通运输局、市

水利局，各地政府、管委会） 

加大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洒水降尘每日上午、下午各不

少于4次；加大施工工地出入口道路冲洗力度；对裸露地面、物

料堆场以及停工工地等加强遮盖。（责任部门：市城市管理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政和园林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

局） 

产生扬尘污染的散货物料码头、堆场和搅拌站停止作业，并

做好场地洒水降尘工作。（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加大道路机械化清扫（冲洗）保洁频次和作业范围，气温在

摄氏4度以上，主次干道每日不少于3次机扫（冲洗）、3次洒水。

（责任部门：市城管局） 

③机动车减排措施 

钢铁、焦化、水泥、铸造、有色、电力、化工等重点用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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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得允许运输车辆进出厂。（责任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市交

通运输局、市公安局） 

运输散装物料、煤、焦、渣、沙石和土方等运输车辆禁行（不

含预拌商品混凝土和沙浆、钢材等）。（责任部门：市公安局、

市城管局） 

燃油工程机械、港作机械、农业机械（农作物抢收抢种期间

和保障生产生活必需的除外）、林业机械、园林机械全部停用（应

急抢险用除外）。（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政和园林局、

市水利局） 

港口集疏运车辆禁止进出港区（使用清洁能源车辆或达到国

Ⅴ及以上排放标准的车辆，为民生保障物资、外贸货物、出入境

旅客提供港口集疏运服务的除外）。（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 

城区禁行柴油货车，过境柴油货车绕行疏导。（责任部门：

市公安局、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 

船舶在港口码头停靠期间按照长三角船舶排放控制区要求，

优先使用岸电。（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南通海事局） 

内河及长江200总吨以下的干散货船、单壳化学品船、600

吨载重以上的单壳油船停驶。（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南通

海事局） 

④其他措施 

严格落实农作物秸秆及杂物禁烧措施。（责任部门：市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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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管局） 

禁止露天烧烤。（责任部门：市城管局） 

禁止烟花爆竹燃放。（责任部门：市公安局） 

4  应急豁免 

污染治理水平国内领先，以及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居民基本

生活，符合《生态环境部办公厅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

施制定技术指南》《江苏省秋冬季错峰生产及重污染天气应急管

控停限产豁免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条件的企业，可评定为豁免

企业，自主采取减排措施。工业企业豁免名单由生态环境部门会

同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共同确定，施工工地豁免名单由城市管理、

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市政和园林、交通运输、水利等部

门共同确定。豁免名单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在应急豁免

期间，如发现有悖于豁免条件的行为，取消豁免资格，半年内不

得再次申请。情节严重的，相关行为按规定纳入信用管理。 

5  应急终止 

5.1  应急终止条件 

当省解除预警信息发布后，全市终止应急响应。 

5.2  善后处置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各成员单位在应急终止后24小

时内将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总结报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

挥中心办公室。 

6  信息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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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信息报送要求 

应急响应启动后，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应每天向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送重污染天气应对信息；橙

色、红色预警发布后，同时报告市政府。 

6.2  信息报送内容 

重污染天气信息报告分为初报、续报、终报。初报中应包括

发生重污染天气城市的预警级别、主要污染物、采取的应急措施

等内容。续报在初报后每天报送，内容包括预警级别变化情况、

采取的应急措施和取得的效果等。终报在预警解除后报送，内容

包括应急响应终止情况、采取的应急响应措施和落实情况等。 

7  应急保障 

7.1  资金保障 

市财政在现有专项资金中优先保障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

工作所需经费。 

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应安排必须的经费，主要用于空气质

量监测网络、气象观测系统、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系统和信息发

布平台、重污染天气指挥系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维护，

以及用于环境应急技术支持和应急演练等工作。 

7.2  通信保障 

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应急指挥和预警系统，配备必要的

有线、无线通信器材，确保本预案启动时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

中心办公室和各成员单位的联络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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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物资装备保障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各自的职能与分工，配备种类齐全、

数量充足的应急仪器、车辆和防护器材等硬件装备，进行日常管

理和维护保养，保持良好工作状态。 

7.4  应急科技保障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要加强监测、气象及应急

专家队伍建设，加快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加快建设市

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系统，并充分利用无线和卫星通信系统等先

进科技手段，加强对重污染天气的监测分析和指挥协调能力。 

7.5  人力资源保障 

市应急指挥中心各成员单位应配备专门人员负责重污染天

气应急工作，提高应对重污染天气的组织、协调、实施和监管能

力，保证预警和响应工作落实。 

8  监督管理 

8.1  预案演练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定期或不定期组织重污

染天气应急演练，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8.2  应急能力评估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对各地重污染天气应急

机构的设置情况、人员培训与考核情况、应急监测装备和经费管

理与使用情况等实施监督、检查和评估。 

9  责任与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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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建立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责任网络，明确应急减排

清单项目的企业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和监管责任。市监察委员会

加强对各地、各部门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监督监察，会同有关

部门加大对重污染天气地区应急响应措施的督查力度，对未做好

应急响应工作的地区和部门，按有关制度进行约谈问责；对于未

按规定履行职责，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的人员，由所在单位给予

行政处分；对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对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处

置工作中反应迅速、措施妥当、贡献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

表扬。 

10  附  则 

10.1  名词解释 

重污染天气是指在不利气象条件下，由于工业废气、机动车

尾气、扬尘、大面积秸秆焚烧等污染物排放而发生在较大区域的

累积性大气污染。因沙尘造成的重污染天气，参照沙尘天气相关

要求执行，不纳入应急预案范畴。 

10.2  预案管理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本预案的制定、解释

和日常管理，并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大气环境安全管理

动态，及时组织修订、更新，并报市政府批准备案。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可参照本预案，制定本地区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及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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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生态环境部门牵头制定本地区重点大气污染

源名单，各县（市）、区能源部门牵头制定本地区重点燃煤企业

名单，各县（市）、区生态环境部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制定

本地区工业企业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门牵头制定本地区施工工地应急减排项目清单，每年9月、

12月更新一次。 

10.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南通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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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通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体系 

 

为统一组织、协调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市政府成立重污染

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市生态环境局，由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兼任主任。市重污

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由以下人员组成： 

总 指 挥：王晓斌  市政府副市长 

副总指挥：姜沁洋  市政府副秘书长 

程  炜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严迎春  市气象局局长 

成    员：夏卫军  海安市副市长 

黄文斌  如皋市副市长 

许金标  如东县常委、副县长 

姜  勇  海门区副区长 

蔡  毅  启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曹建新  通州区副区长、党组成员 

顾  斌  崇川区副区长、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周  建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徐  浩  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党工委委员、苏通科技

产业园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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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剑  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党工委委员 

周锦南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  平  市监察委员会委员 

周雪莹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杨立荣  市教育局副局长 

缪  晗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徐  静  市公安局副局长 

郭垂庆  市财政局副局长 

徐  晖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申卫民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黄晓勤  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王志祥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顾  强  市市政和园林局总工程师 

张小青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顾才群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 

蔡  莉  市水利局副局长 

张  进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曹  忠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主任 

张  欣  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 

倪小平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 

张  鹏  市气象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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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少标  市体育局副局长 

蔡建军  南通海事局副局长 

周太群  南通通信行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