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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年10月,昌吉州人民政府牵头,州生态环境局落办,组建了昌吉州大气污染防治指挥中心(以
下简称“州指挥中心”),并于2019年,“乌-昌-石”区域四县市分别组建县市分指挥中心。后以州指挥
中心为核心,第三方服务为支撑,各县市分指挥中心、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上令下达、形成集
监测、预警、指挥、执法、管理五位一体的环境监管体系,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有力支撑,持续推动昌
吉州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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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建立责任与奖惩体系。严格落实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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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6 日-12 月 31 日昌吉州六项污染物平均浓度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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