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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宁生发〔2019〕145 号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西宁市 2019 年环境监测

工作方案》的通知

三县生态环境局、各园区环安局、市环境监测站、市环境监察

支队：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精神，做好

2019 年全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规范环境监测行为，科学精准

保障全市生态环保工作，我局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

<2019 年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2019 年青海省生态环

境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青生发〔2019〕92 号）文件要求，

印发了《西宁市 2019 年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请认真贯彻

落实，确保按时完成全年环境监测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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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西宁市 2019 年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

2019 年 5 月 2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生态环境厅、四区生态环境局、本局局长、各副局长、

水生态环境科、综合管理科、大气环境科、土壤与固废

管理科、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市环境应急管理

中心、市机动车污染防治管理中心、市环境信息中心。

存档。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 2019 年 5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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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西宁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

一、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一）国控城市空气质量监测

1、监测点位

国控监测点共 4 个：市环境监测站、城北区政府、四陆医院、

第五水厂 4 个监测点位，全部为国家直管站。

2、监测项目

SO2、NO-NO2-NOx（ NO 和 NOx只监测不参与评价）、PM10、PM2.5、

CO、O3、气象五参数（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能见度。

3、监测时间

每天 24 小时连续监测。

4、数据报送

以 VPN 方式报送实时数据。市环境监测站于每月 23 日前向省生

态环境监测中心报送当月城市空气质量受沙尘天气过程影响情况材

料； 每月 12 日前将反馈的审核后的数据汇总分析后，编制环境空

气质量月报向市主要领导及市生态环境局报送。

5、评价方法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环境空气质

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和《环境空气质

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评价 6 项污染物。依据

《受沙尘天气过程影响城市空气质量评价补充规定》（环办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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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0 号）对受沙尘天气影响进行审核及扣除工作，并作为

评价、考核和排名依据。

6、质量保证

依据《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

质控技术规范》（HJ 817-2018）、《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

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HJ818-2018）、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标准传递管理规定（试行）》（环办监测函〔2017〕

242 号）、《环境空气自动监测 O3标准传递工作实施方案》（环办

监测函〔2017〕1620 号）开展质控工作，由总站委托社会化运维检

查机构承担。

7、组织实施与发布

由河南鑫属实业有限公司负责自动站的运行维护、数据传输和

数据审核，并承担站房租金、电费、网络通讯费等费用支出，省生

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站房维修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做好自动站的站房用地、电力供应、网络供

应及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并将监测信息在市生态环境局门户网站

上发布；省环境信息中心负责指导本局门户网站栏目设置和信息发

布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信息中心于每日 14 时前将市环境监测站报送的

每日环境空气质量日报，在局门户网站上发布，并向相关领导群发

环境空气质量日报短信。

（二）省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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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点位

西宁市省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点位共 14 个。包括西宁宾

馆、海湖新区、城南新区、城东区政府、植物园、西钢（污染源监

控点位）、大通县朔山中学、湟源县气象局、湟中县园林所、甘河

工业园管委会、北川工业园区、甘河西区、大华工业园区及城市空

气质控站。

2、监测项目

SO2、NO-NO2-NOx（ NO 和 NOx只监测不参与评价）、CO、O3、PM2.5、

PM10、气象五参数。

3、监测时间

24 小时连续监测，每年至少有 324 个有效日均浓度值，每月至

少有 27 个有效日均浓度值（2 月至少 25 个有效日均浓度值）。

4、数据报送

以 VPN 方式（或环保专网）报送实时数据。每月 10 日前由省生

态环境监测中心审核、汇总、分析，报送市生态环境局（遇到异常

随测随报），监测数据共享。

5、评价方法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现行标准评价。

6、组织实施与发布

西宁宾馆等 7 个空气自动站由武汉天虹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自动站的运行维护、数据传输，并承担站房租金、电费、网络

通讯费等费用支出，西宁市城南新区等 7 个空气自动站由青海创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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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自动站的运行维护、数据传输，并承担站房

租金、电费、网络通讯费等费用支出，各自动站所在地县级生态环

境保护部门组织做好自动站的自动站的站房用地、电力供应、网络

供应及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站房维修工

作。

市环境监测站负责将辖区内空气自动站的监测数据接入至省生

态环境监测中心数据传输管理平台，同时将监测信息在市生态环境

局门户网站上发布；省环境信息中心负责指导各本局门户网站栏目

设置和信息发布工作。

（三）酸雨监测

1、监测点位

西宁市共有 2 个酸雨监测点位：四陆医院和省医药仓库。

2、监测项目

pH、电导率、降水量及硫酸根、硝酸根、氟、氯、铵、钙、镁、

钠、钾等 9 种离子浓度。

3、监测时间

逢雨必测，每天上午 9：00 到第二天上午 9：00 为一个采样监

测周期。

4、数据报送

市环境监测站每月 10 日前通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环境监测数

据平台（数据填报和传输分系统）向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报送上月

酸雨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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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质量保证

执行《酸沉降监测技术规范》（HJ/T165-2004），省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加强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检查与监测技术培训。

6、组织实施与发布

市环境监测站负责酸雨监测工作，市生态环境局信息中心将监

测信息在门户网站发布。

（四）沙尘天气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1、监测点位

西宁市沙尘天气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 1 个：市环境监测

站。

2、监测项目

（1）必测项目

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总悬浮颗粒物（TSP）。

（2）选测项目

能见度、风速、风向、大气压。

3、监测时间

1～6 月连续监测，其他时间在沙尘天气发生时开展实时监测；

自动监测为 24 小时连续监测。

4、数据报送格式和方式

执行《全国沙尘天气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数据报送说

明》。

5、数据报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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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报送至青海省环境空气质量联网监测管理平台。

6、质量保证

依据《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194－2017）和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193－2005）开展质控工

作。

7、组织实施单位

西宁市沙尘暴站由武汉天虹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运行维

护、数据传输，并承担站房租金、电费、网络通讯费等费用支出；

市生态环境局做好自动站的站房用地、电力供应、网络供应及基础

设施的安全保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站房维修和沙尘暴数据

汇总上报工作。

（五）重点城市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

1、监测范围

西宁市辖区。

2、监测项目

监测重点关注对 O3生成贡献较大的 O3前体有机物、可能影响人

类健康的 VOCs，主要包括烷烃、烯烃、芳香烃、含氧挥发性有机物

（OVOCs）、卤代烃等。西宁市监测 PAMS、TO15 及 13 种醛、酮类物

质，共计 117 种物质（表 1—表 3）；

表 1 57 种 VOCs 物质（原 PAMS 物质）

序号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CAS 号 种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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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CAS 号 种别

1 乙烯 Ethylene 74-85-1 烯烃

2 乙炔 Acetylene 74-86-2 炔烃

3 乙烷 Ethane 74-84-0 烷烃

4 丙烯 Propylene 115-07-1 烯烃

5 丙烷 Propane 74-98-6 烷烃

6 异丁烷 Isobutane 75-28-5 烷烃

7 正丁烯 1-Butene 106-98-9 烯烃

8 正丁烷 n-Butane 106-97-8 烷烃

9 顺-2-丁烯 cis-2-Butene 590-18-1 烯烃

10 反-2-丁烯 trans-2-Butene 624-64-6 烯烃

11 异戊烷 Isopentane 78-78-4 烷烃

12 1-戊烯 1-Pentene 109-67-1 烯烃

13 正戊烷 n-Pentane 109-66-0 烷烃

14 反 2-戊烯 trans-2-Pentene 646-04-8 烯烃

15 2-甲基 1,3-丁二烯 Isoprene 78-79-5 烯烃

16 顺-2-戊烯 cis-2-Pentene 627-20-3 烯烃

17 2,2-二甲基丁烷 2,2-Dimethylbutae 75-83-2 烷烃

18 环戊烷 Cyclopentane 287-92-3 烷烃

19 2,3-二甲基丁烷 2,3-Dimethylbutane 79-29-8 烷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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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CAS 号 种别

20 2-甲基戊烷 2-Methylpentane 107-83-5 烷烃

21 3-甲基戊烷 3-Methylpentane 96-14-0 烷烃

22 1-己烯 1-Hexene 592-41-6 烯烃

23 正己烷 n-Hexane 110-54-3 烷烃

24 2,4-二甲基戊烷 2,4-Dimethylpentane 108-08-7 烷烃

25 甲基环戊烷 Methylcyclopentane 96-37-7 烷烃

26 苯 Benzene 71-43-2 芳香烃

27 环己烷 Cyclohexane 110-82-7 烷烃

28 2-甲基己烷 2-Methylhexane 591-76-4 烷烃

29 2,3-二甲基戊烷 2,3-Dimethylpentane 565-59-3 烷烃

30 3-甲基己烷 3-Methylhexane 589-34-4 烷烃

31 2,2,4-三甲基戊烷 2,2,4-Trimethylpentane 540-84-1 烷烃

32 正庚烷 n-Heptane 142-82-5 烷烃

33 甲基环己烷 Methylcyclohexane 108-87-2 烷烃

34 2,3,4-三甲基戊烷 2,3,4-Trimethylpentane 565-75-3 烷烃

35 2-甲基庚烷 2-Methylheptane 592-27-8 烷烃

36 甲苯 Toluene 108-88-3 芳香烃

37 3-甲基庚烷 3-Methylheptane 589-81-1 烷烃

38 正辛烷 n-Octane 111-65-9 烷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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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CAS 号 种别

39 对二甲苯 p-Xylene 106-42-3 芳香烃

40 乙苯 Ethylbenzene 100-41-4 芳香烃

41 间二甲苯 m -Xylene 108-38-3 芳香烃

42 正壬烷 n-Nonane 111-84-2 烷烃

43 苯乙烯 Styrene 100-42-5 芳香烃

44 邻二甲苯 o-Xylene 95-47-6 芳香烃

45 异丙苯 Isopropylbenzene 98-82-8 芳香烃

46 正丙苯 n-Propylbenzene 103-65-1 芳香烃

47 1-乙基-2-甲基苯 o-Ethyltoluene 611-14-3 芳香烃

48 1-乙基-3-甲基苯 m-Ethyltoluene 620-14-4 芳香烃

49 1,3,5-三甲苯 1,3,5-Trimethylbenzene 108-67-8 芳香烃

50 对乙基甲苯 p-Ethyltoluene 622-96-8 芳香烃

51 癸烷 n-Decane 124-18-5 烷烃

52 1,2,4-三甲苯 1,2,4-Trimethylbenzene 95-63-6 芳香烃

53 1,2,3-三甲苯 1,2,3-Trimethylbenzene 526-73-8 芳香烃

54 1,3-二乙基苯 m-Diethylbenzene 141-93-5 芳香烃

55 对二乙苯 p-Diethylbenzene 105-05-5 芳香烃

56 十一烷 n-Undecane 1120-21-4 烷烃

57 十二烷 n-Dodecane 112-40-3 烷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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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3 种醛、酮类物质（OVOCs）

序

号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CAS 号 种别

1 甲醛 Formaldehyde 50-00-0
OVOC

s

2 乙醛 Acetaldehyde 75-07-0
OVOC

s

3 丙烯醛 Acrolein 107-02-8
OVOC

s

4 丙酮 Acetone 67-64-1
OVOC

s

5 丙醛 Propionaldehyde 123-38-6
OVOC

s

6 丁烯醛 Crotonaldehyde 123-73-9
OVOC

s

7 甲基丙烯醛 methacrylaldehyde 78-85-3
OVOC

s

8 2-丁酮 2-Butanone 78-93-3
OVOC

s

9 正丁醛 Butyraldehyde 123-72-8
OVO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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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苯甲醛 Benzaldehyde 100-52-7
OVOC

s

11 戊醛 Pentanal 110-62-3
OVOC

s

12 间甲基苯甲醛 m-Tolualdehyde 620-23-5
OVOC

s

13 己醛 Hexaldehyde 66-25-1
OVOC

s

表 3 其他挥发性有机物（部分 TO15 物质）

序号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CAS 号 种别

1 二氟二氯甲烷 Dichlorodifluoromethane 75-71-8 卤代烃

2 一氯甲烷 Chloromethane 74-87-3 卤代烃

3 1,1,2,2-四氟-1,2-二氯

乙烷
1,2-Dichlorotetrafluoroethane 76-14-2 卤代烃

4 氯乙烯 Vinyl chloride 75-01-4 卤代烃

5 丁二烯 1,3-Butadiene 106-99-0 烯烃

6 一溴甲烷 Bromomethane 74-83-9 卤代烃

7 氯乙烷 Chlorethane 75-00-3 卤代烃

8 一氟三氯甲烷 Trichlorofluoromethane 75-69-4 卤代烃

9 1,1-二氯乙烯 1,1-Dichlorethene 75-35-4 卤代烃

10 1,2,2-三氟-1,1,2-三氯

乙烷
1,1,2-trichloro-1,2,2-trifluoroethan

e 76-13-1 卤代烃

11 二硫化碳 Carbon disulfide 75-15-0 有机硫

12 二氯甲烷 Methylene chloride 75-09-2 卤代烃

13 异丙醇 2-Propanol 67-63-0 OVOCs
14 顺 1,2-二氯乙烯 Ethylene, 1,2-dichloro-, (Z)- 156-59-2 卤代烃

15 甲基叔丁基醚 2-Methoxy-2-methylpropane 1634-04-4 OVOCs
16 1,1-二氯乙烷 1,1-Dichloroethane 75-34-3 卤代烃

17 乙酸乙烯酯 Vinyl acetate 108-05-4 O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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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化合物中文名 化合物英文名 CAS 号 种别

18 反 1,2-二氯乙烯 trans-1,2-Dichloroethene 156-60-5 卤代烃

19 乙酸乙酯 Ethyl acetate 141-78-6 OVOCs
20 三氯甲烷 Trichloromethane 67-66-3 卤代烃

21 四氢呋喃 Tetrahydrofuran 109-99-9 OVOCs
22 1,1,1-三氯乙烷 1,1,1-Trichloroethane 71-55-6 卤代烃

23 1,2-二氯乙烷 1,2-Dichloroethane 107-06-2 卤代烃

24 四氯化碳 Carbon tetrachloride 56-23-5 卤代烃

25 三氯乙烯 Trichloroethene 79-01-6 卤代烃

26 1,2-二氯丙烷 1,2-Dichloropropane 78-87-5 卤代烃

27 甲基丙烯酸甲酯 Methyl methacrylate 80-62-6 OVOCs
28 1,4-二氧六环 1,4-Dioxane 123-91-1 OVOCs
29 一溴二氯甲烷 Bromodichloromethane 75-27-4 卤代烃

30 顺式-1,3-二氯-1-丙烯 cis-1,3-Dichloropropene 10061-01-
5 卤代烃

31 4-甲基-2-戊酮 4-Methyl-2-pentanone 108-10-1 OVOCs

32 反式-1,3-二氯-1-丙烯 trans-1,3-Dichloropropene 10061-02-
6 卤代烃

33 1,1,2-三氯乙烷 1,1,2-Trichloroethane 79-00-5 卤代烃

34 2-己酮 2-Hexanone 591-78-6 OVOCs
35 二溴一氯甲烷 Dibromochloromethane 124-48-1 卤代烃

36 四氯乙烯 Tetrachloroethene 127-18-4 卤代烃

37 1,2-二溴乙烷 Ethylene dibromide 106-93-4 卤代烃

38 氯苯 Chlorobenzene 108-90-7 卤代烃

39 三溴甲烷 Bromoform 75-25-2 卤代烃

40 四氯乙烷 1,1,2,2-Tetrachloroethane 79-34-5 卤代烃

41 1,3-二氯苯 1,3-Dichlorobenzene 541-73-1 卤代烃

42 氯代甲苯 Benzyl chloride 100-44-7 卤代烃

43 对二氯苯 1,4-Dichlorobenzene 106-46-7 卤代烃

44 邻二氯苯 1,2-Dichlorobenzene 95-50-1 卤代烃

45 1,2,4-三氯苯 1,2,4-Trichlorobenzene 120-82-1 卤代烃

46 萘 Naphthalene 91-20-3 芳香烃

47 1,1,2,3,4,4-六氯-1,3-
丁二烯

Hexachloro-1,3-butadiene 87-68-3 卤代烃

3、点位布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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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设 1 个自动监测点位，并配有 NO、NO2、O3、CO 和气象等监测

仪器设备。

经论证手工数据与自动监测一致时，可以适当减少手工监测频

次（可不开展加密监测）。

4、监测时间和频次

VOCs 监测时间、频次具体要求如下：

（1）自动监测

自动监测仪器全年运行，每小时出具至少 1 组监测数据，包含

表 1 中的 57 种 VOCs（PAMS 物质），有条件的应增加监测项目至 117

种物质（仅使用 FID 检测器的自动监测系统，可暂不测定甲醛，但

须开展甲醛手工监测）。

（2）手工监测

在 4 月-10 月开展监测。监测频次为 1 次/6 天（两次采样间隔时间

为 5 天），罐采样时间为采样当天 10:00-次日 10:00，管采样时间

为 12:00-15:00，有自动系统的点位不开展加密监测。手工监测罐

采样方式主要采集表 1、表 3 所列的目标物，采样管采样方式主要

采集表 2 所列的目标物。

5、监测方法

手工采样及测试方法参考表 5 或者原环境保护部统一下发的其

他方法规定。

表 4 手工采样及实验室测试方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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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 物质名录来源 测试方法原理 方法依据 备注

表 1 中 57

种 VOCs
原 PAMS 物质

气相色谱-氢火焰

离子化检测法

Technical Assistance
Document OzonePrecursors
（EPA/600-R-98/161）

-

气相色谱-氢火焰

离子化检测器/质
谱检测器联用法

《环境空气 O3前体有机物
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
-氢离子火焰检测器/质谱
检测器联用法》(环办监测
函[2018]240 号)

表2中的13

种 OVOCs

排放量较大或

对光化学污染

产生重要影响

的 OVOCs

高效液相色谱法
《环境空气醛、酮类化合
物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
法》（HJ683-2014） -

气相色谱-质谱法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
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
质谱法》(HJ 759-2015)

表3中的56

种 VOCs

原 PAMS 物质中

未涉及的 TO15

物质

气相色谱-质谱法

Determinatio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In Air
Collected In

Specially-Prepared Canister
And Analyz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
(EPAMETOD TO15)

-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

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

质谱法》(HJ 759-2015)

6、工作方式

VOCs 监测为地方事权，手工采样、测试、数据汇总与报告编写、

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维护、数据审核、数据上报等均由西宁市环境监

测站负责，市政府保障工作经费。报告审核由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站负责。

7、数据联网和共享

当月 10 日前报送行政区域内所有点位上月的手工监测数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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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及分析报告。手工 VOCs 监测结果报送同时，也应报送采样点（邻

近）自动监测点位 NO、NO2、CO、O3和气象参数等自动监测数据。邻

近点位开展气态亚硝酸（HONO）、过氧乙酰硝酸酯（PANs）、紫外

辐射强度、光解速率等监测的，也应报送相关监测数据。

自动监测系统与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数据传输管理平台联网并

实时上传数据，西宁市环境监测站负责行政区域内自动站点数据的

审核，在每日自动监测结束后 48 小时内，完成所属自动监测站点的

数据有效性审核，并于当月 10 日前向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上传行政

区域内所有点位上月的审核后的 VOCs、NO、NO2、CO、O3和气象参数

等自动监测数据结果及分析报告。自动监测点位开展 HONO、PANs、

紫外辐射强度、光解速率等监测的，也应报送相关监测数据。

每月上报的 VOCs 数据分析报告应包含对 VOCs 浓度水平，时间

变化，化学组成，O3生成潜势的分析，有能力的城市还可开展 O3敏

感性分析和 VOCs 来源解析。

8、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参照《2018 年重点地区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案》（环

办监测函〔2017〕2024 号）开展质控工作。

（六）城市环境空气降尘量监测

1、监测点位

西宁市共有 8 个环境空气降尘量监测点位：四陆医院、省医药

仓库、市环境监测站、汽车发动机厂、五一俱乐部、汽车制造厂、

西宁钢厂和第五水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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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项目

环境空气降尘量。

3、监测频次

每月监测一次，每次采样周期 30d±2d。

4、数据报送

每月 15 日前，由西宁市环境监测站将监测结果（含纸质和电子

版）报送至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和市生态环境局。

5、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环境空气降尘量监测为地方事权，由市政府保障工作经费。

参照《“2+26”城市县（市、区）环境空气降尘监测方案》（环

办监测〔2017〕46 号）和《汾渭平原、长三角地区城市环境空气降

尘监测方案》（环办监测函〔2018〕1519 号）开展质控工作。

（七）环境空气质量预报

1、预报范围

西宁市环境监测站开展市域空气质量预报，并提供预报结果给

市生态环境局，并做好西宁市重大活动环境空气质量保障预报会商

技术支持工作。

2、预报内容

未来 3 天城市空气质量级别范围、AQI 范围和首要污染物。

3、预报发布

市环境监测站于每日下午 15:00 前，在总站数据平台-全国空气

质量预报信息发布系统上填报发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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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报会商

市环境监测站适时开展重污染过程、重大活动环境空气质量

保障等预报联合会商，为管理部门提供预报技术支持。

5、能力建设

强化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能力建设，西宁空气质量预测预报

具备 72 小时精细化常规预报和 168 小时潜势预报能力，同时开展环

境空气质量中长期趋势预测工作。

二、水环境质量监测

（八）地表水水质月报监测

1、监测断面

《2019 年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要求，西宁市监测断

面 21 个（带“*”的断面为国家控制考核断面，带“★”为趋势科

研断面）：扎马隆*、小峡桥*、塔尔桥*、润泽桥*、黑嘴桥、峡门、

老幼堡、七一桥、西钢桥★、新宁桥、报社桥、桥头桥、朝阳桥、

沙塘川桥、新宁桥-大通、药水河入湟口、西纳川入湟口、教场河入

湟口、云谷川入湟口、甘河入湟口、石惠沟入湟口（其中扎马隆*、

小峡桥*、塔尔桥*、润泽桥*、黑嘴桥、峡门、老幼堡、七一桥为省

级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等其它监测任务依据相关文件执行。

2、监测项目

（1）4 个国家控制考核监测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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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场监测项目

河流断面现场监测项目为水温、pH、溶解氧和电导率。

湖库点位现场监测项目为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和透明度。

② 实验室分析项目

河流断面实验室分析项目为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

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铜、锌、氟化物、硒、砷、汞、

镉、铬（六价）、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和硫化物。

湖库点位实验室分析项目为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

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铜、锌、氟化物、硒、砷、汞、

镉、铬（六价）、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硫化物和叶绿素 a。

（2）1 个趋势科研断面除根据断面类型监测相应的现场和实验

室项目外，加测粪大肠菌群项目。

（3）16 个例行监测断面：

① 河流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 1 的

基本项目，以及流量、电导率。

② 湖库增测透明度、总氮、叶绿素 a 和水位等指标。

3、监测时间

每月 15 日前完成所有断面的采样、送样工作；每月 25 日前，

完成实验室分析工作（法定节假日可顺延）。针对重点断面（点位），

可动态调整监测时间和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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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报送时间

按照采测分离方式开展监测断面的监测数据，监测站于每月 15

日前，通过总站数据平台—国家水质手工监测应用系统填报监测分

析结果,实行数据即时上报；承担实验室分析任务的分析测站于每月

25 日前，通过该系统上报监测分析结果，实行数据直报（法定节假

日可顺延）。

承担地表水监测任务的各级监测站，于每月 10 日前将断流、结

冰等无法开展监测的证明材料（干涸、水面不连续，因闸坝、施工

等原因断流，最近的有水的地方距离等内容及有 GPS 数据的相关断

面全景和上下游照片）和各断面监测照片报送市环境监测站综合室。

各县监测站于每月 13 日前向市环境监测站报送辖区内所有断

面监测数据。

市环境监测站每月 15 日前向市环保局和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报

送全市地表水相关断面监测数据；完善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

机制，其他监测数据按照任务来源文件要求报送。

若监测值低于检测限，在检测线后加“L”，检测线应该满足

国家地表水 I 类标准值的 1/4；未监测则填写“-1”，并写明原因；

如监测断面水质异常，由所在地县级及以上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组织

核查，并向市生态环境局和市环境监测站报超标原因分析，由市站

报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核实后报送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监测数据填报和修约执行《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修约

处理规则》（总站水字〔2018〕8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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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采测分离模式监测的断面出现水质异常，处置程序执行《国

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采测分离管理办法》；其他类型断面参照

执行。

5、数据审核

所有断面（点位）监测分析结果须经过单位内部三级审核；采

用采测分离模式监测的断面（点位）要按照《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

监测网采测分离数据审核工作方案》，分步进行数据初审、复审、

抽审和入库工作。国控考核断面数据待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审核正式

发布后由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共享服务。

6、质量保证

监测任务承担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

监测任务作业指导书（试行）》中规定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

进行监测，确保监测数据准确、可比。

承担国考断面监测任务的有关单位，要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

（第二版）和《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监测任务作业指导书（试

行）》开展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

7、组织实施与发布

市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地表水监测，并将监

测信息在市生态环境局门户网站发布。

（九）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

1、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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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共 7 座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湟水支流北川河润泽桥

断面水质自动站★、湟水扎马隆断面水质自动站★和湟水支流北川

河塔尔桥断面水质自动站★等 3 座纳入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网

的水质自动监测站（带“★”）。其余 4 座为湟水支流沙塘川河傅

家寨断面水站自动站、湟水支流教场河多巴断面水质自动站、湟水

支流甘河双寨断面水质自动站、湟水支流南川河老幼堡断面水质自

动站。

2、监测项目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

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总磷、总氮。

省级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

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流量。

多巴站、双寨站、老幼堡站增测总磷、总氮、铅、镉、砷、汞。

3、监测频次

每 4 个小时进行一次采样分析，根据需要可调整至 1 小时监测

一次。

4、质量保证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质量保证工作执行《地表水和污水

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

运行管理办法》（环办监测〔2019〕2 号）及《环境水质监测质量

保证手册》（第二版），省级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质量保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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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环境水

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参照《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

测站运行管理办法》（环办监测〔2019〕2 号）。运维单位要按要

求定期做好水站仪器设备的日质控、周质控和月质控测试，省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对省级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维单位的日常工作进

行不定期质控检查。

5、数据报送方式及时间

国控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实时自动上传至总站数据平台-国家水

质自动监测综合监管平台。

省级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实时自动上传至青海省地表水水质自动

监测数据传输与管理平台。

6、组织实施与发布

纳入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网的水质自动监测站由南瑞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运维，其余省级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由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招标的第三方运维公司负责运维。

第三方运维公司负责水质自动站的运行维护、数据传输和数据

一级审核，并承担电费、网络通讯费等费用支出，按照《国家地表

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办法》，定期检查基础保障设施，配合

各级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检查；市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做好站房主

体、供水供电、空调设备、网络通讯设备、防雷装置、消防设备、

安全保障、采水设施和出入道路等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和协调维护工

作，同时将监测信息在市生态环境局门户网站上发布。

（十）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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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范围

根据 2015 年 12 月 29 日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青海省水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青政〔2015〕100 号）中确定的西宁市辖区

县级及以上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共计 9 个：：三水厂*、徐家寨

水厂*、五水厂*、六水厂*、四水厂*、七水厂（黑泉水库）*、大通

县桥头镇水源地、湟中县鲁沙尔镇青石坡水源地、湟源县城关镇大

华水源地。

2、监测项目

（1）地表水水源地

①常规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 1 的

基本项目（23 项，化学需氧量除外，河流总氮除外）、表 2 的补充

项目（5 项）和表 3 的优选特定项目（33 项）和透明度、叶绿素 a、

水位等共 64 项指标，统计当月各水源地取水量。

②全分析：《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 109

项。

（2）地下水水源地

① 常规监测：《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表 1

中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微生物指标等 39 项指标，并统计当月

总取水量。各地可根据当地污染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区域特征污染

物。

② 水质全分析：《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

9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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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时间

（1）常规监测

① 西宁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每月一次，每月 1～10 日采样监测一次。如遇异常情况，须加

密监测。

② 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

地表水水源地每季度监测一次，每季度第一个月 1～10 日采样；

地下水水水源地每半年采样监测一次（前后两次采样至少间隔 4 个

月），如遇异常情况，须加密监测。

③备用水源地

备用饮用水水源地每年采样监测一次（奇数年开展常规监测，

偶数年开展全分析监测），随测随报，数据仅报市生态环境局，如

遇异常情况，须加密监测。

（2）全分析

西宁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6～7 月进行一次水质全分析

监测。

4、数据报送

（1）常规监测数据

① 西宁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市环境监测站于每月 20 日前向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报送当月

监测数据的同时报送市生态环境局。

② 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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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境监测站负责汇总辖区内所有县级城镇的集中式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监测结果。

地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季度数据：市环境监测站于 4 月、7 月、

10 月前及次年 1 月 10 日前向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报送上一季度监

测数据。

地下水水源地水质监测每半年数据：市级环境监测站于 7 月 15

日及次年 1 月 15 日前向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报送，同时将纸质版报

市生态环境局。

（2）全分析监测数据和评价报告

市环境监测站于9月15日前向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报送全分析

监测数据。同时评价报告抄报市生态环境局。

5、数据填报格式

监测数据填报和修约参照执行《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修约处理规则》（总站水字〔2018〕87 号）。

报送监测数据时，若监测值低于检测限，在检测限后加“L”, 表

1 的基本项目检测限应满足地表水Ⅰ类标准值的 1/4；表 2 和表 3

项目检测限须满足标准值的 1/4；未监测项目填写“-1”，并写明

原因；如监测断面水质异常，县级的由所在地县级生态环境局组织

核查，并向市生态环境局和市环境监测站报超标原因分析，市级的

由市生态环境局组织核查，并向市生态环境局和省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报超标原因。

报送取水量时，水源地当月未取水填写“0”，并注明原因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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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水源地）；未获得取水量信息填写“-1”。

若在用水源地当月未监测，则该水源地数据行填“-1”，并注

明原因（如备用水源地）；已停用水源地则不再报送监测数据并证

明已停用。

6、质量保证

监测数据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监测任务承担单位对监测结果负

责，如监测断面水质异常，由承担监测任务的监测部门及时报告同

级和上一级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并进行复测核查，同时及时向省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报送监测结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对任务承担

单位进行质量监督与考核，对任务承担单位报送的监测结果进行审

核。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及《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有关要求执

行。

7、组织实施与发布

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的监测任务原则上由当地环境监

测站承担，目前不具备监测能力的地方，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环境监（检）测工作的通知》（青环发〔2017〕328 号）要求，

可委托省内在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登记的社会环境检测机构进行

监测，并报备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市生态环境保护局负责将行政区内市级、县级集中式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监测信息在市局门户网站发布。

（十一）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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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范围

包括 12 个必测村庄（环办〔2015〕69 号）和其他选测村庄，

必测村庄名单详见附表 5-1。

选测村庄（名单详见附表 5-2）确定原则：

①已列入国家县域生态考核的县域全部进行监测；

②选择监测 1 个参加“以奖促治” 村庄所在县域；

③选择 1 个未参加“以奖促治”村庄的县域；

④每个县至少选择 3 个村庄。

2、监测项目

（1）环境空气质量

SO2、NO2、PM10、PM2.5、CO、O3等。

工业型村庄根据具体情况，增加特征污染物项目。

（2）饮用水源地水质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表 1 的基本项目（23 项，化学需氧量除外，河流总氮除外）、表 2

的补充项目（5 项），共 28 项。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表 1 中 39 项常规指标。

各地可根据当地污染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区域特征污染物。

地表水和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每两年（偶数年）开展一次水质

全分析监测。

（3）土壤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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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测项目：pH、阳离子交换量；镉、汞、砷、铅、铬、铜、镍、

锌等元素的全量（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T 15618-2018））。

选测项目：基本农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监测特征有机污染物。

工业型村庄根据具体情况，增加特征污染物项目的监测。

（4）地表水水质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 1 中基本项目（共

24 项）。按照采测分离方式开展监测的监测断面可不报送粪大肠菌

群。

（5）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

①参加“以奖促治”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村庄须加测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含人工湿地）出水水质。

②日处理能力 20 吨及以上的所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

质。

必测项目：化学需氧量（CODcr）和氨氮。

选测项目：pH、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悬浮物、总磷、粪

大肠菌群。

（6）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自行监测

年出栏生猪 5000 头（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规模）及以上

的有污染物排放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附表 5-3），应按照《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要求开展自行监测。

《畜禽养殖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后，按照其具体要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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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具体内容和技术要求详见《全国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技

术方案》（环发〔2014〕125 号）。

3、监测频次

环境空气质量、饮用水源地水质和地表水水质每季度监测 1 次、

全年 4 次；土壤环境质量每 5 年的第 1 年监测 1 次；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出水水质每半年监测 1 次、全年 2 次。

4、工作方式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中，12 个必测村庄监测为中央事权，由

国家和省级保障工作经费；其他为地方事权，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

组织做好经费保障工作。

5、数据报送

监测任务承担单位通过总站数据平台-环境监测数据平台系

统报送本行政区域监测数据及监测报告。每季度的后 10 天报送环

境空气质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以及地表水水质监测数据；6 月和

11 月报送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监测数据；11 月底前，报送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数据；12 月 15 日前，将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年度

报告（纸质件和电子件）正式报送总站。

6、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内部质控执行《全国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技术方案》（环发

〔2014〕125 号）文件有关要求，监测任务承担单位负责统一实施

内部质控并对监测数据质量负责。

7、组织实施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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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属地负责的原则，农村环境质量监测试点工作由当地生态

环境部门组织环境监测机构完成；本县不具备环境监测能力的，按

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环境监（检）测工作的通知》（青环发

〔2017〕328 号）要求，可委托省内在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登记

的社会环境检测机构进行监测；配合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完成遥感

监测现场核查。

（十二）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

根据《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要求，开展供水人

口在 10000 人或日供水 1000 吨以上的饮用水水源地（以下简称农村

千吨万人水源地）水质监测。

1、监测范围

农村千吨万人水源地（附表 5-4）。

2、监测项目

（1）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表 1 的基本项目（23

项，化学需氧量除外，河流总氮除外）、表 2 的补充项目（5 项），

共 28 项。

（2）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表 1 中 39 项常规指标。

各地可根据当地污染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区域特征污染物。

3、监测频次

每季度监测 1 次、全年 4 次。每两年（偶数年）开展一次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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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分析监测。

4、工作方式

农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为地方事权，由市生态环

境局组织开展，地方政府做好经费保障工作。

5、数据报送

监测任务承担单位于 3、6、9、12 月的 10 日前，向省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报送监测数据，并抄报市生态环境局。每年 12 月 15 日前，

将农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年度报告市生态环境局 。

6、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及《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有关要求执

行。

7、组织实施

按照属地负责的原则，农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工

作由当地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组织环境监测机构完成；本县不具备环

境监测能力的，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环境监（检）测工作

的通知》（青环发〔2017〕328 号）要求，可委托省内在省级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登记的社会环境检测机构进行监测。

（十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排放物监测

1、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排放物监测

①、监测范围

尹家沟生活垃圾填埋场、沈家沟生活垃圾填埋场、刘家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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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填埋场。

②、监测频次和项目

按照《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中控制

的项目、频次进行监测。存在数据不合理等现象的，应适当增加监

测频次。

③、监测报告及数据上报

市环境监测站负责按时限要求出具监测报告报送市生态环境

局。

2、乡（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排放物监测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乡（镇）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青政办〔2019〕26

号）要求，开展乡（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排放物监测。

①、监测范围

乡（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名单确定后印发）。

②、监测项目

生活垃圾填埋场执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08)，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执行《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

标准》 (GB18485-2014)。

③、监测频次

每季度一次。

④、数据报送

市环境监测站于 5 月、8 月、11 月、2020 年 1 月 20 日前将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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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监测数据及监测报告报送至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并报送市生态

环境局。

⑤、组织实施

按照属地负责的原则，乡（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排放物监测

乡（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单位负责完成，并将监测结果报市

生态环境局（不具备环境监测能力的，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环境监（检）测工作的通知》（青环发〔2017〕328 号）要求，

可委托省内在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登记的社会环境检测机构进行

监测）。市、县生态环境局负责乡（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监督检

查和执法监测，同级政府保障工作经费。

（十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

1、监测范围

我市共 3 个重点生态功能区被考核县：大通县、湟中县、湟源

县

2、监测内容

按照生态环境部《2019 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环办监测

函〔2019〕112 号）要求，2019 年青海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

环境监测包括地表水水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环境空气质

量、污染源及生活垃圾填埋场监测。

地表水监测项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表 1 中 24 项指标及电导率、流量，共 26 项。

县城在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分为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和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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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饮用水水源地，其中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常规监测项目为《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表 1 中除化学需氧量以外的 23

项指标、表 2 中的 5 项补充指标和表 3 中的 33 项优选特定指标，共

61 项，全分析监测项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中的 109 项；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常规监测项目为《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2017）中的 39 项，全分析监测项目为《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 93 项。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项目为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

（PM2.5）、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和

臭氧（O3）6 项。

污染源监测：按照经原环境保护部批准或核实认定的污染源名

单（以县域考核填报软件中为准）开展监测。监测内容参照市生态

环境局《关于印发<2019 年青海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考核环境监

测方案>和<2019 年青海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考核环境监测质量

控制方案>的通知》（青环发〔2018〕437 号）要求执行。

土壤监测项目为《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 15618-2018）规定的项目。

生活垃圾填埋场监测项目为《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6889-2008）内规定的监测项目。

3、监测频次

地表水按月监测，在每月 20 日前完成采样及实验室分析，编制

地表水水质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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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在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中，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每季度

监测 1 次，每年监测 4 次，每两年（偶数年）开展 1 次水质全分析

监测；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每半年监测 1 次，每年监测 2 次，每两

年（偶数年）开展 1 次水质全分析监测。

县城环境空气质量采用自动监测方式，每天 24 小时连续监测，

每月至少有 27 个日平均浓度值（二月至少有 25 个日平均浓度值）。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一年 1 次，由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实施。

污染源监测按季度监测，每季度监测 1 次，全年 4 次；季节性

生产企业在生产季监测 4 次。

生活垃圾填埋场监测每年不少于 1 次。

4、数据报送

县域地表水水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污染源监测数据

按季度报送，分别于 2019 年 4 月、7 月、10 月和 2020 年 1 月的 20

日前，由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将审核后的数据及报告通过总站数据

平台-环境监测数据平台系统报送总站。

县域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及报告由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9年 10月底前通过总站数据平台-环境监测数据平台系统报送总

站。

县域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与国家和省联网，数据实时传输；

同时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完成数据审核，分别在 2019 年 4 月、7 月、

10 月和 2020 年 1 月的 20 日前通过总站数据平台-环境监测数据平

台系统报送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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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生活垃圾填埋场监测数据于2019年 10月 31日前通过县域

考核软件填报。

5、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执行《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

术规范》（HJ/T 193-2005）、《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及相关的技

术规范，同时按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2019 年青海省重点生态

功能区县域考核环境监测方案>和<2019 年青海省重点生态功能区

县域考核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方案>的通知》（青环发〔2018〕437 号）

要求执行。

6、组织实施

县域的年度环境空气质量、地表水水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

地水质、土壤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测工作，由县人民政府按要求组

织县生态环境局负责实施。不具备环境监测能力的县域可委托省内

在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登记的社会环境检测机构进行监测，并报

备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对全省县域考核

监测任务承担单位开展监测技术培训和监测质量监督检查及质量控

制工作。

（十五）声环境质量监测

1、监测范围

西宁城区、大通县、湟中县、湟源县。

2、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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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和城市功

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

3、监测频次

执行《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的规定。

（1）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

开展 1 次昼间监测，每个测点监测 10 分钟。

监测工作应安排在每年的春季或秋季。

（2）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

开展1次昼间监测，每个测点监测20分钟，记录并报送20min车

流量（中小型车、大型车）。

监测工作应安排在每年的春季或秋季。

（3）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

每季度监测 1 次，每个点位连续监测 24 小时。

4、数据报送方式与时间

（1）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监测数据

市环境监测站于 11 月 30 日前向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报送城市

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监测数据。

（2）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市环境监测站于 3、6、9、12 月的 1 日前向省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报送每季度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试点布设功能区噪声自动监测点位的城区，向省生态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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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上报该点位每季度第二个月第 10 日的自动监测数据；如当日数

据不符合噪声测试条件，则顺延报下一天的监测数据。

5、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环境噪

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的相关规定

执行，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开展声环境质量监督性监测工作。

监测点位与 2018 年相比如有变动，必须说清变动原因，经本级

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后由市生态环境局报生态环境部和总站

备案。为保证全年点位数据连贯性，一年只能调整一次点位；功能

区点位应在每年第一季度上报数据之前，区域和道路点位应在每年

6 月底之前。

6、组织实施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声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市环境监测站负

责监测数据汇总与上报。

三、污染源监测

（十六）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监督性监测

1、监测范围

省级重点排污单位（详见附表 6）和市级重点排污单位（详见

附表 7），县级重点排污单位由县级生态环境局结合实际开展监督

性监测。

2、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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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性监测按照执行的排放标准、环评及批复和排污许可证等

要求确定。

3、监测频次

监督性监测一年两次（上、下半年各一次，两次监测时间间隔

不少于 4 个月），季节性生产企业在生产周期内完成两次监测；对

于监测结果超标的排污单位，应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的县（区），

按考核相关要求执行。

4、监测任务分工

各地根据污染源监管的需求，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确定的本地

区重点排污单位开展监测，并保障工作经费。本地无监测能力的，

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环境监（检）测工作的通知》（青环

发〔2017〕328 号）要求，需及时委托监测。

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承担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及以上火电厂的排

放监测。市环境监测站对三县监测站开展技术指导、技术监督、质

控情况检查和监测能力考核，并开展全市污染源质量核查与抽测，

监测质控检查包括对被检查单位的污染源监测质控管理、有关技术

人员上岗资质、实验室质量管理、监测原始记录和监测报告等内容。

5、监测结果报告

（1）各级环境监测站完成监督性监测工作后 5 个工作日内，登

录总站数据平台-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系统（以下简称污

染源管理系统）完成数据填报，并及时将监测结果向同级生态环境



— 42 —

局和环境执法部门通报。环境执法部门要及时将企业停产、复产等

信息报监测机构。

（2）承担监测任务的监测站要建立完整的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

基础信息档案，包括各重点监控企业空间位置、生产工艺、污染处

理情况、排污口及执行标准、监测项目、排放限值等各类基础信息

和环评批复、验收批复，扫描件报送省站。

（3）市生态环境局对于未开展监测的重点排污单位及排污口，

及时逐一说明未监测原因。全年停产、名单重复、废水不外排、不

具备监测条件的企业需市生态环境局向市生态环境局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永久性关停企业需提供当地政府等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并经市生态环境局确认。对于平时无废水外排企业，由当地生态环

境局督促其在拟外排废水时通知监测部门开展执法监测。

（5）市环境监测站负责编制《抽测和质控检查报告》，并于 2019

年 11 月底前报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6、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严格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开展污染源监测。

7、组织实施及发布

由市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监

测，每月将省级重点排污单位监督性监测信息在市生态环境局门户

网站上发布，每月将市级重点排污单位监督性监测信息在市生态环

境局门户网站上发布；县级生态环境局负责本区域内重点排污单位

污染源执法监测数据审核、汇总及上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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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重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根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青环发〔2013〕395 号）和《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部

令 第 48 号），企业结合实际，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对污染物排放

状况和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保存原始监测

和监控记录，建立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产生量、处理处置量、排

放量等台账。自行监测方案的监测频次应当符合《国家重点监控企

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和排

污许可管理要求。企业不具备开展自行监测能力的，可委托进入《青

海省社会环境检测机构名录》的社会环境检测机构进行监测，并报

备市生态环境局。排污单位对自行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

省级重点排污单位在省生态环境厅门户网站公布自行监测信

息，市级重点排污单位在市级生态环境局门户网站公布自行监测信

息。

在进行污染物排放自行监测同时，企业对于安装污染源自动监

测设备的要开展比对监测。比对监测的内容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

（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水

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HJ/T 355－

2007）、《关于印发<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技术规定（试行）>

的通知》（总站统字〔2010〕192 号）等要求执行。

市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中心组织市监测站、三县生态环境局组

织县监测站对各自辖区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开展监督比对执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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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监督比对执法监测工作以飞行检查、现场比对、盲样考核方

式等方式进行，抽测率不低于 10%的自动监测设备。

（十八）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

1、检查范围

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行业企业。

2、检查内容

检查内容包括：自行监测方案的制订，包括自行监测点位、指

标、频次的完整性；按照自行监测方案开展情况；通过查阅自行监

测原始记录检查监测全过程的规范性，原始记录包括现场采样、样

品运输、储存、交接、分析测试、监测报告等；监测结果在污染源

管理系统上的报送情况、公开的完整性和及时性等。委托社会检测

机构开展自行监测的企业，必要时可赴实验室开展现场检查，检查

内容可包括监测人员持证、监测设备、试剂消耗、方法选用、实验

室环境等。

3、检查要求

按照抽查时间随机，抽查对象随机的原则，抽查不少于 10%的

发证企业。

4、任务分工

按照排污许可证属地管理“谁发证、谁检查”的原则开展检查

工作。市生态环境局统筹安排全市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工作。

5、数据报送

市环境监测站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 15 日前将本行政区内本季



— 45 —

度检查结果报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和市生态环境局。

（十九）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检查监测

1、检查范围

全省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名录库中的企业（青环发

〔2018〕162 号，附表 8）。

2、检查内容

检查内容包括：

（1）企业自行监测开展情况

检查监测人员可通过查阅企业自行监测方案，污染防治设施运

行台账，自行监测数据结果报告，实验室质控管理制度等，检查企

业自行监测执行情况。重点检查企业自行监测方案是否完整，自行

监测指标是否与方案一致。

（2）企业监测信息公开情况

检查监测人员可询问企业信息公开途径，并通过现场检查证实。

重点检查公开信息是否完整，公开监测数据是否与实际数据一致。

（3）VOCs 污染因子达标情况

检查监测人员可在企业现场，选取多个主要 VOCs 污染源开展现

场监测，监测因子主要包括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二甲苯、臭气

浓度等 VOCs 特征污染物。重点检查企业主要 VOCs 污染源的达标排

放情况。。

3、检查要求

按照抽查时间随机、抽查对象随机、涉及行业全覆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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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比例不少于企业总数 10%。

4、任务分工

市生态环境局将 VOCs 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检查监测工作纳入

监测计划，组织实施检查监测工作。

5、数据报送

市环境监测站于每季度第1个月15日前将本行政区内本季度检

查监测结果报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和市生态环境局。

（二十）在用机动车监督抽测及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性监

测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辖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

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并组织开展在用柴油车监督抽测，抽测率不

低于当地柴油车保有量的 50%；市生态环境局指派组织各地监测站

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测线采取抽测方式进行监督性监测，并对

质量控制工作负责，组织抽测比例为检测机构的 30%。

四、专项监测

（二十一）重金属重点防控区环境空气重金属监测

1、监测范围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东川工业园、大通县北川工

业园。

2、监测项目

铅、汞、砷、镉、六价铬，共 5 项。

3、监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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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月开展重金属污染物监测，每次连续采样 5 天，每天连续采

样 24 小时，全年有效采样天数不少于 60 天。监测点位以各工业园

区环境空气重金属监测方案为准。

4、数据报送方式及时间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各工业园区环境空气重

金属监测工作，所属环境监测机构负责辖区内工业园区环境空气重

金属监测数据的审核、汇总及上报，于当季度第三个月的 10 日前报

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文件名称按照“2019 年×季××市（州）××重点防控区环境

空气重金属监测报告”。报送监测数据时，若监测值低于检测限，

在检测限后加 L，未监测项目填写-1，超标项目由市（州）监测机

构进行复测、环境执法部门进行现场核查，并同时向省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书面报送超标原因分析或未监测的情况说明。

市环境监测站负责全市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质量年度评估报告

编制，于 12 月 15 日前报市生态环境局。

5、组织实施单位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重金属重点防控区环境空气重金属

监测工作，不具备监测能力的地区可委托本省有资质的社会环境检

测机构，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监测数据审核、汇总、上报及报

告编制。

五、环境监测外部质量监督与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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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国家环境监测网量值溯源/传递

配合总站完成 O3标准参考光度计的计量比对工作，并以其为量

值源头配合做好 O3逐级校准工作，保障国家网 O3监测数据的准确、

可比。

（二十三）国家环境空气监测质量监督核查

1、监督与核查内容

对国家环境空气、水、土壤、污染源、生态、噪声等监测网开

展比对抽查，组织开展能力考核、飞行检查，进行社会环境检测机

构资质认定和持证上岗考核，强化量值溯源与传递工作。2019 年国

家环境监测网主要外部质量监督与核查工作如下：

（1）国家环境空气监测质量监督核查

①国家网城市站运维体系检查

开展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 8 个市（州）的 11 个城市站的运

维体系检查，根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城市站运维管理实施

细则（试行）》重点针对运维体系的规范性开展检查，其中 25%的

点位每半年检查一次，75%的重要点位每季度检查一次。检查内容包

括不限于：

A.日常运维任务完成情况；

B.异常情况处理情况；

C.站房环境保障效果；

D.采样系统维护效果；

E.仪器日常维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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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质量控制效果；

G.数据采集及通讯情况（查看数据上传情况）；

H.运维人员情况（检查运维人员配置情况）；

I.核查异常报警时段视频；

J.档案管理情况等（查看记录）。

②国家网城市站数据质量监督检查

开展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 8 个市（州）的 11 个城市站的数

据质量监督检查。检查单位携带符合要求的检查设备开展现场比对

测试工作，以量化评估各城市站数据质量，及时发现异常偏离数据。

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多浓度点 NO、NO2、SO2、CO、O3自动监测

系统的准确性、PM2.5和 PM10切割流量和显示流量的准确性、PM2.5和

PM10灵敏系数的准确性等。

③国家网城市站异常数据检查

根据数据审核工作中发现的城市站异常监测数据，及时开展异

常数据检查，阐明异常原因和异常时段。异常数据检查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

A.运维记录检查；

B.重要仪器参数变化情况检查；

C.站房周边环境检查；

D.现场质控检查，根据异常项目，携带相关质控设备开展现场

检查；

E.如以上检查工作不足以说明异常数据原因，应开展联机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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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核实监测数据是否合格。

④国家网城市站双随机检查

根据数据审核、网络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异常数据点位，开展双

随机检查，重点检查人为干扰监测数据问题或严重数据质量问题。

双随机检查包括但不限于：

A.发现或怀疑数据异常的点位；

B.重点地区、重点城市等运维检查单位怀疑可能存在人为干扰

监测数据的点位；

C.省（区、市）、地级市生态环境部门提出异议；

D.根据国家、省、市要求而组织的专项检查；

E.其他临时性检查；

F.国家网城市站 PM2.5数据质量联机比对筛查。

采用性能稳定的便携式β射线原理 PM2.5自动监测设备与重点城

市或数据异常城市国家网城市站 PM2.5自动监测设备开展联机比对，

初步筛查可能存在严重 PM2.5数据质量问题的城市站，并通过现场检

查和后续的手工比对确定数据偏离程度与偏离原因。

⑤气态污染物（SO2、NOx、CO）自动监测盲样测试

开展标气盲样测试，区域站（农村站）和背景站根据工作需要

开展。

⑥颗粒物组分、VOCs 监测监督核查

通过现场检查、标气测试等方式开展外部监督核查。

（2）国家地表水环境监测质量监督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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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地表水采测分离监督检查

A.分析测站质量管理体系检查

总站组织相关专家对承担采测分离工作的分析测站的质量管理

体系运行情况开展检查，重点针对质量管理运行中的人员持证、监

测方法选用、质控措施有效性评估、仪器设备管理、标准物质（样

品）使用、记录和报告的完整性和溯源性等进行检查。

B.采样规范性检查

委托检查机构对采样过程开展监督检查，主要检查采样、交接

过程是否规范。包括采样方案制订、采样容器、固定剂、采样过程、

样品保存等的规范性。

C.现场项目比对

委托检查机构开展现场项目的比对测试，比对点位为每月采样

过程检查的点位。检查机构携带便携式仪器对常规五参数进行现场

比对。

D.采样机构质量管理体系检查

总站组织相关专家对承担采测分离工作的采样机构的质量管理

体系运行情况开展检查，重点针对质量管理运行中的人员持证、监

测方法选用、质控措施有效性评估、仪器设备管理、标准物质（样

品）使用、记录和报告的完整性和溯源性等进行检查。

E.重点点位专项比对

总站根据每月数据审核情况、监督检查结果，组织对重点关注

点位的专项比对，可采用一方采样多方测样、多方采样一方测样的



— 52 —

方式，或在不同时段采样分析进行比对。

②国家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维检查

A.运维和质控体系检查

总站委托检查机构开展运维和质控体系检查，每月抽取责任区

域内不低于 10%的点位进行检查。检查包括对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

日常运维工作的开展情况和自动站质控体系构建情况进行检查，包

括人员持证、站房环境、仪器状态、巡检情况、养护维修情况、质

控措施、文件制定等。

总站根据每月运维体系检查结果，将增加重点环节的专项检查。

B.现场五参数比对

委托检查机构开展水质自动监测站的现场比对，比对点位为每

月运维和质控体系检查抽取的点位。检查机构携带便携式仪器对常

规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和浊度）进行现场比对。

C.盲样考核

委托检查机构开展水质自动监测站的盲样考核，考核点位为每

月运维和质控体系检查抽取的点位，考核参数为氨氮、高锰酸盐指

数、总磷和总氮。检查公司根据被考核点位最近两个月的监测结果，

选择浓度接近的有证标准物质，在实验室中配制好，盛装于符合要

求的容器内，在规定时间内携带至现场，由采水口进样测定。

D.视频监控检查

委托检查机构开展视频监控检查，每月从责任区域内已具备视

频监控系统的地表水水质自动站中抽查不低于 10%的站房内外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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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视频，检查是否存在非法进入站房和人为干扰自动仪器及站房周

围环境的行为。

E.抽测比对

总站委托区域质控实验室组织区域内自动监测点位的手工比

对，并统计比对结果，形成年度比对报告，提交至总站，由总站汇

总全国点位的比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编制年度地表水水质自动

监测数据质量评价报告。每月抽取不低于 10%的点位（与运维和质

控体系检查点位不重复）开展手工比对工作，手工比对项目为氨氮、

高锰酸盐指数、总磷和总氮，手工比对采取采测分离的模式。检查

机构参与区域质控实验室组织的抽测比对，负责比对点位的样品采

集，并按总站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运输至测样机构。

F.飞行检查

总站根据每月例行运维检查、现场比对、盲样考核、视频检查

和抽测比对结果，结合各点位水质异常波动情况，组织专家组，不

定期对部分“监测结果存疑”点位开展飞行检查。并针对投诉、举

报等各种渠道反馈的有人为干扰嫌疑的点位开展飞行检查。检查机

构参与飞行检查，负责相应的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等工作。

G.远程质控检查

总站抽查自动监测点位远程质控情况，并抽取一定比例的点位

和重点项目，进行远程考核和检查。

③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监督核查

省级环境监测中心（站）对行政区域内监测任务承担单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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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督与考核，对监测任务承担单位报送的监测结果进行审核。

（3）土壤环境监测监督核查

①完善手工监测过程质控机制与手段，加强采样现场和样品运

输过程 GPS 定位的应用，实现视频或图片等记录资料实时上传，并

开展质量监督抽查。组织不同监测单位开展比对测试。

②国家组织实施外部质量控制和质量监督，随机抽取不少于

10%（兼顾土壤类型和样品数量）的样品重新编码进行比对测试，开

展异地质量监督检查和抽测；质量控制方式包括实验室内和实验室

间盲样比对测试以及质控样品测试等，其中实验室间盲样比对测试

比例不少于样品数量的 2%。

（4）生态环境状况监测与生态环境地面监测监督核查

①生态环境状况监测外部监督核查由总站组织实施，方式包括

野外核查和校核、质量检查、专家评审等。

②生态环境地面监测监督核查由总站组织实施，方式包括现场

核查、集中检查、交叉检查等。

（5）农村环境质量监测监督核查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监督核查由总站和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

开展，质控方式包括现场检查、交叉检查、委托质控等。

（6）声环境质量监督核查

总站组织开展全国声环境质量核查、比对与抽测工作，省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组织开展全省声环境质量核查、比对与抽测工作。

（7）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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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对省级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质量核查与

抽测、市县级监测机构的污染源监测质控情况检查、自行监测情况

监督检查。国家组织开展跨省区污染源监测质量巡查、抽测及自行

监测情况抽查，具体方案另行制定。

2、组织实施单位

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及相关监测部门针对我省质量监督与核查

工作，做好衔接配合工作。

六、医疗机构监测

（二十四）医院污水监测

1、监测单位：

市本级管辖各主要医院，名单见附表 9。

2、监测项目和频次：按照《医疗机构排放标准》（GB18466-2005）

中控制的项目进行监测。上、下半年各监测 1 次。存在超数据不合

理等现象的，应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对涉嫌存在异常排放污染物、在线监控数据超标或在线监控数

据涉嫌作假的医院，应按市环境监察支队要求及时开展执法监测工

作。

七、环境质量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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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度环境质量报告书

1、报送范围

市环境监测站

2、报送内容

2018 年环境质量报告书的 word 版本。

3、报送时间

2019 年 4 月 30 日之前报送总站。

4、报送方式

报告文件统一命名为“行政区代码-2018 年度**省（区、市）

**市（区、县）环境质量报告”，添加到以省份名称命名的文件夹

中，压缩后，通过 VPN 方式统一报送至总站数据平台-环境监测数据

平台系统。

5、报告要求

报告编写要求按照《环境质量报告书编写技术规范》（HJ 641

—2012）编制 2018 年环境质量报告书，各要素评价方法和标准执行

依据国家、环保部和总站相关标准、规范、技术规定和办法等执行。

报告书任何地方不允许标注秘密、涉密等字样。

报告书内的图表均要求可编辑模式。

6、组织实施单位

市环境监测站负责将市级报告书向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和市生

态环境局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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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任务一览表

序号 所在地 监测站点名称 位置 地理坐标 属性 监测要求 运维单位

1

西宁市

环境监测站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 西宁市城西区海晏路文化公园
101°44′53″

36°38′34″

国控

1、国控点位监测项目：

SO2、NO、NO2、NOx、PM10、

PM2.5、CO、O3、气象五参

数（温度、湿度、气压、

风向、风速）、能见度、

城市摄影，NO 和 NOx 只

监测不参与评价，每天

24 小时连续监测，由河

南鑫属实业有限公司每

日 12 时前通过国家直

管站数据审核报送平台

直报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省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每月 10 日前向市生

态环境局报送上月国控

点位信息通报。

2、省控点位监测项目：

SO2、NO、NO2、NOx、CO、

O3、PM2.5、PM10、气象五

参数、能见度、城市摄

影，NO 和 NOx 只监测不

河南鑫属实业有限

公司

2 城北区政府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 西宁市城北区原城北区政府
101°46′39″

36°38′34″

3 四陆医院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 西宁市城东区开元路
101°50′03″

36°34′55″

4 第五水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 西宁市湟中县多巴镇第五水源
101°42′28″

36°41′12″

5 西宁宾馆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 西宁市城中区七一路西宁宾馆
101°46′55.27″

36°37′42.35″

省控
武汉天虹环保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

6 城东区政府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 西宁市城东区昆仑东路
101°48′3″

36°35′52″

7 海湖新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 西宁市海湖新区海晏路延长段
101°40′36.8″

36°39′12.22″

8 西钢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 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
101°39′59″

36°39′46″

9 植物园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 西宁市城西区西山三巷植物园
101°44′41″

36°37′29″

10 大通县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 西宁市大通县多林路朔山中学
101°40′39.49″

36°56′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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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评价，24 小时连续

监测，每月 5 日前由市

州级环境监测站将辖区

内各点位日均浓度值报

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分析、汇总、审核后，

于 10 日前报送市生态

环境局，监测数据与各

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共

享。

11 湟源县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 西宁市湟源县气象局
101°15′01″

36°41′27″

12 北川工业园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
西宁市宁张公路 14公里处

中关村科技成果产业化基

101°46'01"

36°45'57"

武汉天虹环保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

13
湟源县申中乡环境空气自动检监

测站
西宁市湟源县申中乡塔路村

101°10'40"

36°42'55"

14
甘河工业园西区环境空气自动监

测站

西宁市甘河西区纬十四路盐湖

海纳

101°49'17"

36°57'10"

15 西宁市沙尘天气监测站 西宁市环保局楼顶
101°44'50"

36°38'22"

16 城南新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 西宁市城中区政府
101°42′24″

36°32′43″

17
湟中县园林所环境空气自动监测

站
西宁市湟中县水务局家属院

101°34′51.28″

36°29′25.11″ 青海创邑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18

甘河工业园管委会环境空气自动

监测站

西宁市甘河创业路园区管委会

家属楼

101°30′58″

36°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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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附表 2-1 西宁市地表水水质监测任务一览表

序号 区县 所属流域 所在水体名称 断面名称 考核目标 监测要求

1 城北区 湟水流域 北川河 润泽桥* 大通县-西宁市（城北区）

1.监测项目：流量、电导率、

水温、PH、溶解氧、高锰酸盐

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

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

氟化物、铜、锌、硒、砷、汞、

铅、镉、六价铬、氰化物、挥

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硫化物、粪大肠菌群。

2.监测频次：按月监测，每月

1～10 日。

2 城北区 湟水流域 湟水干流 西钢桥★ 城北区

3 城北区 湟水流域 北川河 朝阳桥 城北区

4 城北区 湟水流域 云谷川支流 云谷川入湟口 无

5 城西区 湟水流域 湟水干流 新宁桥 城西区

6 城西区 湟水流域 湟水干流 报社桥 城西区-城中区（城西区）

7 城中区 湟水流域 南川河 七一桥 城西区-城中区（城西区）

8 城东区 湟水流域 湟水干流 小峡桥* 西宁市-海东市

9 城东区 湟水流域 沙塘川支流 沙塘川桥 城东区

10 大通县 湟水流域 北川河 桥头桥 大通县

11 大通县 湟水流域 北川河 新宁桥-大通 大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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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通县 湟水流域 北川河 峡门 大通县境内

13 大通县 湟水流域 北川河 塔尔桥* 大通县境内

14 湟中县 湟水流域 石惠沟支流 石惠沟入湟口 湟中县

15 湟中县 湟水流域 湟水干流 扎马隆* 湟源县-湟中县

16 湟中县 湟水流域 湟水干流 黑嘴桥 湟中县-西宁市（城北区）

17 湟中县 湟水流域 南川河 老幼堡 湟中县-西宁市（城中区）

18 湟中县 湟水流域 西纳川支流 西纳川入湟口 湟中县

19

甘河工

业园区

管委会

湟水流域 甘河河支流 甘河入湟口
甘河工业园区-湟中县（甘河

工业园区）

20

甘河工

业园区

管委会

湟水流域 教场河支流 教场河入湟口
甘河工业园区-湟中县（甘河

工业园区）

21 湟源县 湟水流域 药水河支流 药水河入湟口 湟源县

注：名称后带有“*”的断面为生态环境部确定的控制考核断面，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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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任务一览表

序

号

所属地

区
监测站点名称 详细地址 经纬度 类型 运维公司 监测要求

1

西宁市

湟水支流北川河润泽桥

断面水质自动站

西宁市城北区花园

台村

101°46′20.7″

36°48′9.74″

国控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

1.监测参数：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

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流量、总磷、总氮

2、监测频次：每 4 小时 1 次

3、报送方式：实时自动上传至总站

2
湟水扎马隆断面水质自

动站

101°26′00.99″

36°39′31.60″

1.监测参数：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

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流量、总磷、总氮

2、监测频次：每 4 小时 1 次

3、报送方式：实时自动上传至总站

3
湟水支流北川河塔尔桥

断面水质自动站

101°38′9.6″

36°59′25.8″

1.监测参数：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

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流量、总磷、总氮

2、监测频次：每 4 小时 1 次

3、报送方式：实时自动上传至总站

4
湟水支流沙塘川河傅家

寨断面水站自动站

101°52′27.47″

36°35′08.18″

省控

1.监测参数：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

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流量

2、监测频次：每 4 小时 1 次
3、报送方式：实时自动上传至总站

5
湟水支流教场河多巴断

面水质自动站

101°30′47.42″

36°39′13.59″

1.监测参数：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

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流量、总磷、总氮、铅、镉、砷、汞

2、监测频次：每 4 小时 1 次
3、报送方式：实时自动上传至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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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湟水支流甘河双寨断面

水质自动站

101°33′29.20″

36°38′55.92″

1.监测参数：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

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流量、总磷、总氮、铅、镉、砷、汞

2、监测频次：每 4 小时 1 次
3、报送方式：实时自动上传至总站

7
湟水支流南川河老幼堡

断面水质自动站

101°37′31.92″

36°30′15.10″

1.监测参数：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

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流量、总磷、总氮、铅、镉、砷、汞

2、监测频次：每 4 小时 1 次

3、报送方式：实时自动上传至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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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西宁市县级以上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任务一览表

序号 区县 水源地名称 水源地类型 监测要求

1 大通县 七水厂（黑泉水库）* 地表水

1.常规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 1 的基本项目（23 项，

化学需氧量除外，河流总氮除外）、表 2 的补充项目（5 项）和表 3 的优选特定项

目（33 项），共 61 项，并统计当月取水量。

2.全分析：《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 109 项。

3.监测频次：常规监测每月 1 次（每月 1～10 日采样监测一次），全分析监测每年

2 城中区 三水厂* 地下水
1.常规监测：《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 39 项，并统计当月取水

量。

2.全分析：《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 93 项。

3.监测频次：常规监测每月 1 次（每月 1～10 日采样监测一次），全分析监测每年

1 次（6～7 月）。

3 城中区 徐家寨水厂* 地下水

4 大通县 四水厂* 地下水

5 大通县 六水厂* 地下水

6 湟中县 五水厂* 地下水

7 湟源县 城关镇大华水源地 地下水
1.常规监测：《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 39 项，并统计当月取水

量。

2.全分析：《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 93 项。

3.监测频次：常规监测每半年采样监测一次（前后两次采样至少间隔 4 个月），全

分析监测每 2 年 1 次（第双数年）。

8 湟中县
鲁沙尔镇青石坡水源

地
地下水

9 大通县 桥头镇水源地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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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附表 5-1 青海省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必测村庄名单

序号
所属市

（州）
县（市、区） 村庄名称 经度（°） 纬度（°）

村庄

类型

是否考

核县域

是否“以奖促

治”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村庄

1
西宁市

大通县东峡镇 多隆村 101.7749 37.0131 生态型 是 否

2 湟中县拦隆口镇 班仲营村 101.5258 36.7334 种植型 是 否

附表 5-2 青海省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选测村庄名单

序号
所属市

（州）
县（市、区） 村庄名称 经度（°） 纬度（°）

村庄

类型

是否考

核县域

是否“以奖促

治”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村庄

1 西宁市 大通县 寺堂村 101.5406 37.1939 养殖型 是 否

2 西宁市 大通县 上关村 101.7633 37.0086 种植型 是 否

3 西宁市 大通县 长宁村 101.755 36.8153 工矿型 是 否

4 西宁市 大通县 塔尔村 101.6367 37.9953 种植型 是 否



65

5 西宁市 湟中县 静房村 101.5142 36.4453 生态型 是 否

6 西宁市 湟中县 河湾村 101.8247 36.4889 养殖型 是 否

7 西宁市 湟中县 东山村 101.5853 36.4917 旅游型 是 否

8 西宁市 湟中县 李家山村 101.5630 36.8039 种植型 是 否

9 西宁市 湟源县 池汉村 101.2342 36.6869 种植型 是 否

10 西宁市 湟源县 尕庄村 101.1878 36.5514 种植型 是 否

11 西宁市 湟源县 麻尼台村 101.2472 36.6678 种植型 是 否

12 西宁市 湟源县 克素尔村 101.1725 36.5375 种植型 是 否

13 西宁市 湟源县 和平村 101.255 36.6172 种植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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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3 大型规模化养殖场名单

附表 5-4 农村千吨万人水源地名录

序

号

所在市

州
详细地址 养殖场名称 畜禽种类

养殖规模

（头/只）
负责人 联系方式

1 西宁市 湟中县田家寨新村 青海圣亚高原牧场有限公司 奶牛 1000 张经理 15500532766

2 西宁市 湟源县大华乡池汉村 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 奶牛 748 张经理 17809173888

序

号

所在市

（州）
水源地地址 水源地名称

水源地

类型

服 务 人

口（人）

日供水能力

（吨）

1 西宁市 大通县桦林乡
瓜拉河桦林乡桦林乡、朔北乡、长宁镇、黄家寨镇、桥

头镇河流型水源地
河流型 87883 10621.92

2 西宁市 大通县桥头镇
桥头镇大通县东部新城保障房住户和附近的村户地下水

型水源地
地下水型 20000 5479.45

3 西宁市 大通县城关镇
城关镇城关镇下毛百胜村、东门村、好来村、城关村、

西门村、西关村地下水型水源地
地下水型 20000 1041.1

4 西宁市 大通县景阳镇
黄河干流景阳镇中岭村、哈门村、甘树湾村、下岗村、

苏家堡村、土关村、大寨村、小寨村水库型水源地
水库型 12105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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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宁市 大通县青山乡

青山乡生地村、西北岔村、马场村、沙尕图村、多兰村、

东山村、西山村、关巴村、聂家沟村、佐士图村地下水

型水源地

地下水型 9530 1142

6 西宁市
大通县极乐乡、斜沟乡、

逊让乡
河流型 31200 3156.16

7 西宁市 大通县青林乡 河流型 19400 2246.58

8 西宁市 湟中县土门关乡 南川河土门关乡贾尔藏村水库型水源地 水库型 10286 617.16

9 西宁市 湟中县多巴镇 西纳川多巴镇马申茂村河流型水源地 河流型 12535 726.03

10 西宁市 湟中县上五庄镇
湟水上五庄镇拉寺目村、北庄、合尔盖、邦巴、华科、

友爱、峡口等河流型水源地
河流型 65043 3902.58

11 西宁市 湟中县上新庄镇 上新庄镇静房村、新城村、白路尔村、地下水型水源地 地下水型 14778 1773

12 西宁市 湟中县上新庄镇
湟中县上新庄镇刘小庄、地光、红牙合、西庄、马家滩、

水草沟、桦山村河流型水源地
河流型 7926 1285.32

13 西宁市 湟中县上新庄镇
湟中县上新庄、黑城、班隆、周德、上新庄镇区河流型

水源地
河流型 6000 2460.2

14 西宁市 湟中县李家山镇 湟水李家山镇加子峡河流型水源地 河流型 44207 2017

15 西宁市 湟中县李家山镇 湟水李家山镇峡口村水库型水源地 水库型 44207 2652.42

16 西宁市 湟中县共和镇 湟水共和镇东岔村河流型水源地 河流型 24327 1459.62

17 西宁市 湟中县共和镇
湟中县共和镇城东、城西、城中、银格达、王家庄、丰

胜、北沟、凤凰小区共 7 个村，1小区水库型水源地
水库型 33303 4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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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西宁市 湟中县鲁沙尔镇 湟水鲁沙尔镇河流型水源地 河流型 22000 1320

19 西宁市 湟中县鲁沙尔镇
湟中县鲁沙尔镇甘河工业园区及甘河滩六个村地下水型

水源地
地下水型 50000 2640

20 西宁市 湟中县田家寨镇
南川河田家寨镇群塔尔、阳坡、窑洞、毛家台、谢家台、

毛一、毛二等水库型水源地
水库型 20923 1255.38

21 西宁市 湟中县田家寨镇
南川河田家寨镇群塔尔、阳坡、下营、窑洞、毛家台、

谢家台、泗尔河等河流型水源地
河流型 20923 1255.38

22 西宁市 湟中县田家寨镇
湟中县田家寨镇安宁、永丰、平台、丹麻村河流型水源

地
河流型 5006 1022.7

23 西宁市 湟源县大华镇
大华镇池汉村、拉拉口村、大华、拉卓奈、莫布拉、石

崖庄、何家庄、三条沟村地下水型水源地
地下水型 10765 16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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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2019 年省级重点排污单位名单

一、西宁市（46 家）

序

号

行 政

区代码
市（州） 县（区） 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详细名称 所属行业

名录类别

（废水、

废气）

备注

（排污许可证编号）

1 630105 西宁市 城北区 91630000226580626R 青海制药厂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业 废水 91630000226580626R001P

2 630105 西宁市 城北区 916300007105647323 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炼焦 废气 916300007105647323001P

3 630105 西宁市 城北区 916300002265939457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 废气 916300002265939457001P

4 630105 西宁市 城北区 91632900579900111F
西宁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西宁市第四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
废水 91632900579900111F001R

5 630105 西宁市 城北区 91632900579900111F
西宁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西宁市第五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
废水 91632900579900111F006R

6 630105 西宁市 生物园区 91633100710433599W() 青海小西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液体乳制造 废水

7 630105 西宁市 生物园区 91633100226635527H() 青海天露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液体乳制造 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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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30105 西宁市 生物园区 916300007574093424 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啤酒制造 废水

9 630102 西宁市 城东区 91630100710528184F 青海百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屠宰及肉类加工 废水 91630100710528184F001R

10 630102 西宁市 城东区 91632900579900111F
西宁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西宁市第一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
废水 91632900579900111F004U

11 630102 西宁市 城东区 91632900579900111F
西宁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
废水 91632900579900111F002R

12 630102 西宁市 东川工业园区 9163000078143357X3( ) 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
其他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
废水

13 630102 西宁市 东川工业园区 91632900781444797J( )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铜压延加工

废水（含

重金属）、

废气

14 630102 西宁市 东川工业园区 91632900781437490R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新能源分公司

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
废水、废

气

15 630104 西宁市 城西区 91630000757422440G
青海雄越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
废水 91630000757422440G001R

16 630103 西宁市 城中区 91632900579900111F
西宁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西宁市城南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
废水 91632900579900111F007V

17 630103 西宁市 城中区 91632900698542767M 西宁城投环境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处置 废气

18 630103 西宁市 南川工业园区 916300002265936544 青海雪舟三绒集团有限公司
毛纺织及染整精

加工 废水 916300002265936544001P

19 630103 西宁市 南川工业园区 91630000679198817Q 青海大自然地毯纱有限公司
毛纺织及染整精

加工 废水 91630000679198817Q00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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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630103 西宁市 南川工业园区 91630000781443612N 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毛染整精加工 废水 91630000781443612N001P

21 630103 西宁市 南川工业园区 916333006619089132 青海裕泰畜产品有限公司 屠宰及肉类加工 废水 916333006619089132001W

22 630121 西宁市 大通县 91630121595037864Y 青海鑫兴源食品有限公司 屠宰及肉类加工 废水 91630121595037864Y001P

23 630121 西宁市 大通县 91630000710558797X 青海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火力发电 废气 91630000710558797X001P

24 630121 西宁市 大通县 91630121710545857L 青海华电大通发电有限公司 火力发电 废气 91630121710545857L001P

25 630121 西宁市 大通县 91630000710495888C 青海桥头铝电股份有限公司 铝冶炼 废气 91630000710495888C001P

26 630121 西宁市 大通县 91630000710494041X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铝冶炼 废气 91630000710494041X001P

27 630121 西宁市 大通县 91630000661934812Y 青海物产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铝冶炼 废气 91630000661934812Y001P

28 630121 西宁市 大通县 91630000710404560K 青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废气 91630000710404560K001P

29 630121 西宁市 大通县 916300002265925042 青海省新型建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水泥制造 废气 916300002265925042001P

30 630121 西宁市 大通县 91630121074591843N
北京凯达环保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大通县城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
废水

31 630121 西宁市 大通县 91630121679175017Q() 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初级形态塑料及

合成树脂制造

废气（含

重金属）、

废水（含

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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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630122 西宁市 湟中县 91630122564946803F 华能西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火力发电 废气 91630122564946803F001P

33 630122 西宁市 湟中县 9163012266190383X7 青海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废气 9163012266190383X7001P

34 630122 西宁市 湟中县 9163012271058336XC
湟中县江源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湟中县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
废水

35 630122 西宁市 甘河工业园区 91633000059141270T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西宁发电分公司
火力发电 废气 91633000059141270T001P

36 630122 西宁市 甘河工业园区 91630000661911725E 黄河鑫业有限公司 冶金（铝冶炼） 废气 91630000661911725E001P

37 630122 西宁市 甘河工业园区 91633000679168722J 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废气 91633000679168722J001P

38 630122 西宁市 甘河工业园区 91633000564938862D 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铜冶炼
废气（含

重金属）
91633000564938862D001P

39 630122 西宁市 甘河工业园区 91630000661913886U 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 氮肥制造 废气、废

水
91630000661913886U001P

40 630122 西宁市 甘河工业园区 9163300071056701XP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锌业分公司 铅锌冶炼
废气（含

重金属）
9163300071056701XP001P

41 630122 西宁市 甘河工业园区 91633000757426636F 青海西部铟业有限责任公司 再生金属冶炼
废气（含

重金属）
91633000757426636F001W

42 630122 西宁市 甘河工业园区 916300002268841956
青海百河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含再生铝业）
铝冶炼 废气

916300002268841956001P

91633000MA752EHX1Y001P

43 630122 西宁市 甘河工业园区 91633000595003576K
青海甘河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东区生活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
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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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630122 西宁市 甘河工业园区 916300002265804310( ) 青海际华江源实业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废气

45 630123 西宁市 湟源县 91630123226900861M 青海江河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水泥制造 废气 91630123226900861M001P

46 630123 西宁市 湟源县 916301236985115573 湟源县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
废水



74

附表 7

西宁市 2019 年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序号 行政区划 重点企业详细名称 辖区 重点监控项目

1 城东区 青海鑫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川工业园区 废水、废气

2 城东区 青海高速乳业有限公司 东川工业园区 废水

3 城东区 青海青海湖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东川工业园区 废水

4 城东区 青海聚能钛业有限公司 东川工业园区 废水

5 城东区 青海瑞合铝箔有限公司 东川工业园区 废水

6 城东区 青海洁神环境能源产业有限公司 东川工业园区 废气、废水

7 城东区 国家电投集团西安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 东川工业园区 废水

8 城东区 青藏铁路公司西宁机务段 城东区 废水

9 城中区 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 南川工业园区 废水

10 城中区 柴达木羊绒有限公司 南川工业园区 废水

11 城中区 青海好朋友乳业有限公司 南川工业园区 废水

12 城北区 青海西宁娃哈哈启力饮料有限公司 生物园区 废水

13 城北区 三普药业有限公司 生物园区 废水

14 城北区 青海西北骄天然营养食品公司 生物园区 废水

15 城北区 西宁鑫源屠宰肉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城北区 废水

16 城北区 西宁远翔工贸有限公司 城北区 废气

17 湟中县 青海苏锡铝业有限公司 甘河工业园区 废气

18 湟中县 青海金广镍铬材料有限公司 甘河工业园区 废气

19 湟中县 青海开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甘河工业园区 废气

20 湟中县 青海鑫豪铝业有限公司 甘河工业园区 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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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湟中县 青海利亚达化工有限公司 甘河工业园区 废气

22 湟中县 力同铝业（青海）有限公司 甘河工业园区 废气

23 湟中县 青海鲁丰鑫恒铝材有限公司 甘河工业园区 废气

24 湟中县 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 甘河工业园区 废气

25 湟中县 泽林硅业有限公司 甘河工业园区 废气

26 湟中县 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化工） 甘河工业园区 废水、废气

27 湟中县 青海百河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河工业园区 废气

28 湟中县 青海西矿同鑫化工有限公司 甘河工业园区 废气、废水

29 湟源县 青海天源乳业有限公司 湟源县 废水

30 湟源县 青海青海湖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湟源县 废气

31 湟源县 湟源县华瑞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湟源县 废气

32 大通县 青海中铝铝板带有限公司 大通县 废气

33 大通县

青海桥电实业有限公司

（氟化盐分公司）（铸造分公司）

（建材分公司）

大通县 废气

34 大通县 青海展大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大通县 废水

35 大通县 青海熠晖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大通县 废气

36 大通 青海新月铝业有限公司 大通县 废气

37 大通 青海瑞琪丰铝棒有限公司 大通县 废气

38 大通 青海鸿瑞铝材有限公司 大通县 废气

39 大通 青海亚豪铝业有限公司 大通县 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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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青海省 VOCs 排污单位名录

序号 企业名称 行政区域 备注

1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宁市

2 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

3 青海制药厂有限公司 西宁市

4 青海新型建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

5 黄河鑫业有限公司 西宁市

6 青海百河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

7 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 西宁市

8 中国铝业青海分公司 西宁市

9 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

10 西宁城投环境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西宁市

11 尹家沟生活垃圾填埋场 西宁市

12 沈家沟生活垃圾填埋场 西宁市

13 刘家沟生活垃圾填埋场 西宁市

14 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 西宁市

15 青海桥头铝电股份有限公司 西宁市

16 青海桂鲁化工有限公司 西宁市

1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销售分公司

西宁市

多巴

18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公司 大通

19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公司 湟源

20 青海省恒力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湟源

21 青海富鑫商贸有限公司

22 青海青业石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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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2019 年市本级医院监测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1 省人民医院 13 省红十字医院

2 省妇女儿童医院 14 省第五人民医院

3 省中医院 15 市第三人民医院

4 青大附属医院 16 省第四人民医院

5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

障部队第九四一医院
17 省藏医院

6 省心血管医院 18 省交通医院

7 青海仁济医院 19 市疾控中心

8 省疾控中心 20 水电四局医院

9
中国人民解放军

32278 部队
21 省第三人民医院

10 省武警总队医院 22 市中医院

11 市第一人民医院

12 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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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监测项目
	3、监测时间


	每月15日前完成所有断面的采样、送样工作；每月25日前，完成实验室分析工作（法定节假日可顺延）。针对
	4、数据报送时间

	按照采测分离方式开展监测断面的监测数据，监测站于每月15日前，通过总站数据平台—国家水质手工监测应用
	承担地表水监测任务的各级监测站，于每月10日前将断流、结冰等无法开展监测的证明材料（干涸、水面不连续
	各县监测站于每月13日前向市环境监测站报送辖区内所有断面监测数据。
	采用采测分离模式监测的断面出现水质异常，处置程序执行《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采测分离管理办法》；其
	5、数据审核

	所有断面（点位）监测分析结果须经过单位内部三级审核；采用采测分离模式监测的断面（点位）要按照《国家地
	6、质量保证
	承担国考断面监测任务的有关单位，要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环
	7、组织实施与发布

	市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地表水监测，并将监测信息在市生态环境局门户网站发布。 
	（九）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
	1、监测点位
	2、监测项目
	3、监测频次


	每4个小时进行一次采样分析，根据需要可调整至1小时监测一次。
	4、质量保证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质量保证工作执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5、数据报送方式及时间

	国控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实时自动上传至总站数据平台-国家水质自动监测综合监管平台。
	省级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实时自动上传至青海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传输与管理平台。
	6、组织实施与发布
	    （十）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
	1、监测范围
	根据2015年12月29日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青海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青政〔2015〕10
	2、监测项目


	（1）地表水水源地
	①常规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的基本项目（23项，化学需氧量除外，
	②全分析：《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109项。
	（2）地下水水源地
	① 常规监测：《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表1中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微生
	② 水质全分析：《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93项。
	3、监测时间
	（1）常规监测
	① 西宁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② 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
	（2）全分析
	4、数据报送

	（1）常规监测数据
	 （2）全分析监测数据和评价报告
	5、数据填报格式
	监测数据填报和修约参照执行《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修约处理规则》（总站水字〔2018〕87号）。
	报送监测数据时，若监测值低于检测限，在检测限后加“L”, 表1的基本项目检测限应满足地表水Ⅰ类标准值
	报送取水量时，水源地当月未取水填写“0”，并注明原因 （如
	备用水源地）；未获得取水量信息填写“-1”。
	若在用水源地当月未监测，则该水源地数据行填“-1”，并注明原因（如备用水源地）；已停用水源地则不再报

	6、质量保证
	7、组织实施与发布

	（十一）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
	1、监测范围
	包括12个必测村庄（环办〔2015〕69号）和其他选测村庄，必测村庄名单详见附表5-1。
	选测村庄（名单详见附表5-2）确定原则：
	①已列入国家县域生态考核的县域全部进行监测；
	②选择监测1个参加“以奖促治” 村庄所在县域；
	③选择1个未参加“以奖促治”村庄的县域；
	④每个县至少选择3个村庄。
	2、监测项目
	其他具体内容和技术要求详见《全国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技术方案》（环发〔2014〕125号）。
	3、监测频次
	环境空气质量、饮用水源地水质和地表水水质每季度监测1次、全年4次；土壤环境质量每5年的第1年监测1次
	4、工作方式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中，12个必测村庄监测为中央事权，由国家和省级保障工作经费；其他为地方事权，由市
	5、数据报送
	监测任务承担单位通过总站数据平台-环境监测数据平台系统报送本行政区域监测数据及监测报告。每季度的后1
	6、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内部质控执行《全国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技术方案》（环发〔2014〕125号）文件有关要求，监测任务承
	7、组织实施与发布
	按照属地负责的原则，农村环境质量监测试点工作由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环境监测机构完成；本县不具备环境监
	（十二）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
	1、监测范围
	2、监测项目
	3、监测频次
	4、工作方式
	5、数据报送
	6、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及《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
	7、组织实施
	按照属地负责的原则，农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工作由当地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组织环境监测机构完成；
	（十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排放物监测
	1、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排放物监测
	①、监测范围

	尹家沟生活垃圾填埋场、沈家沟生活垃圾填埋场、刘家沟生活垃圾填埋场。
	②、监测频次和项目
	①、监测范围
	②、监测项目
	③、监测频次
	④、数据报送

	⑤、组织实施
	按照属地负责的原则，乡（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排放物监测乡（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单位负责完成，并将
	（十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
	1、监测范围
	我市共3个重点生态功能区被考核县：大通县、湟中县、湟源县
	2、监测内容
	3、监测频次
	4、数据报送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执行《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地表
	6、组织实施
	县域的年度环境空气质量、地表水水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水质、土壤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测工作，由县人民
	（十五）声环境质量监测
	1、监测范围
	西宁城区、大通县、湟中县、湟源县。
	2、监测项目
	包括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和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
	3、监测频次
	 执行《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的规定。
	每季度监测1次，每个点位连续监测24小时。
	    4、数据报送方式与时间
	（1）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监测数据
	市环境监测站于11月30日前向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报送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监测数据
	（2）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市环境监测站于3、6、9、12月的1日前向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报送每季度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试点布设功能区噪声自动监测点位的城区，向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上报该点位每季度第二个月第10日的自动监测
	5、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6、组织实施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声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市环境监测站负责监测数据汇总与上报。
	三、污染源监测
	（十六）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监督性监测
	1、监测范围


	省级重点排污单位（详见附表6）和市级重点排污单位（详见附表7），县级重点排污单位由县级生态环境局结合
	2、监测项目
	3、监测频次
	4、监测任务分工
	各地根据污染源监管的需求，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确定的本地区重点排污单位开展监测，并保障工作经费。本地无
	5、监测结果报告
	6、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严格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开展污染源监测。
	7、组织实施及发布

	四、专项监测
	（二十一）重金属重点防控区环境空气重金属监测
	1、监测范围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东川工业园、大通县北川工业园。
	2、监测项目
	铅、汞、砷、镉、六价铬，共5项。
	3、监测时间
	按月开展重金属污染物监测，每次连续采样5天，每天连续采样24小时，全年有效采样天数不少于60天。监测
	4、数据报送方式及时间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各工业园区环境空气重金属监测工作，所属环境监测机构负责辖区内工业园
	文件名称按照“2019年×季××市（州）××重点防控区环境空气重金属监测报告”。报送监测数据时，若监
	市环境监测站负责全市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质量年度评估报告编制，于12月15日前报市生态环境局。
	5、组织实施单位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重金属重点防控区环境空气重金属监测工作，不具备监测能力的地区可委托本省有资质

	五、环境监测外部质量监督与核查
	（二十二）国家环境监测网量值溯源/传递
	（二十三）国家环境空气监测质量监督核查
	（3）土壤环境监测监督核查
	（7）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

	六、医疗机构监测
	（二十四）医院污水监测
	七、环境质量报告编制
	   （二十五）年度环境质量报告书
	1、报送范围
	2、报送内容
	3、报送时间
	4、报送方式
	5、报告要求
	6、组织实施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