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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朝晖

蓝天白云下，云南省玉溪市抚仙湖碧
波荡漾，湖畔草木葱茏、花团锦簇……这
是不久前记者在抚仙湖北岸采访时看到
的景象。

抚仙湖是云贵高原九大湖泊之一，也
是全国蓄水量最大的深水型贫营养淡水
湖泊，占全国淡水湖泊总蓄水量的9.16%，被
列入全国第二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试点、国家湿地公园试点。

近年来，玉溪市委、市政府按照“保护
第一、治理为要、科学规划、绿色发展”总
体思路，积极构建管理保护机制，精准施
策削减入湖污染，加快推进产业绿色发
展，在实现抚仙湖总体水质稳定保持Ⅰ类
的同时，让流域群众尽享生态红利。

构建管理保护机制，破解
“九龙治水”困局

抚仙湖流域横跨澄江市、江川区、华
宁县，以前管理职责分属 20 多个部门，统
筹保护治理工作难度大。玉溪市着力构
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
力的湖泊管理保护机制，破解“九龙治水”
困局。

2017 年 以 来 ，玉 溪 市 全 面 落 实 河
（湖）长制，抚仙湖流域 238 名市县乡村河
长巡河巡湖实现日常化。流域内 103 条
河道沟渠、11 座水库坝塘全部纳入管理
范围，实现河（湖）长制责任人巡河、整治
全覆盖、全监督。

玉溪市修订并严格执行《云南省抚仙

湖保护条例》，制定出台配套措施。全面
整合水资源保护治理的领导决策职责，统
一交由市河（湖）长制领导小组负责。将
江川区、华宁县抚仙湖径流区内的 12 个
村（社区）、84 个村（居）民小组整体委托
澄江市管理，科学合理鉴定抚仙湖试验区
管委会及三县（市、区）在统一托管工作中
的职责权限。设置市级湖泊管理机构，组
建湖泊管理处和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湖泊
统管统治统保护格局初步形成。

玉溪市还成立了市抚仙湖生态环境
保护工程管理中心，从中国工程院、中国
环境科学研究院等机构聘请十多名专家，
为精准治湖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建立由
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市河长办、县（市、
区）党委参加的抚仙湖治理联席会议制
度，深化环湖区域联动合作。在沿湖县

（市、区）分别成立抚仙湖联合党委，建立
区域性党组织，联动解决湖泊保护治理重
大任务、重点项目推进问题。

实施截污治污，划定底线红线

玉溪市坚持问题导向，统筹上下游、
陆上水上、河道湖泊，开展污染防治与生
态修复，全力推进还湖、还林、还湿地，筑
牢生态防线。

为削减面源污染，玉溪市制定抚仙湖
径流区耕地休耕轮作实施方案，轮作区化
肥、农药施用量分别减少 7597.5 吨、88.8
吨，削减率达 90.5%和 68.3%；抚仙湖流域
674.69 平方千米全部划定为禁止养殖区，
1090 个养殖场全部关闭退出。

玉溪市全面启动 151 个村组截污工

程，完善城镇污水配套管网，铺设污水主
管 139.6 千米，安装入户支管 205.83 米，完
成澄江市污水处理厂管网完善工程和沿
湖 69 个村落应急截污工程，铺设老城区
雨污分流管网 18.4 千米；修复村落污水处
理设施设备 102 套。建成湖滨缓冲带两
万亩、生态调蓄带 11.2 千米。加快实施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 46 个
项目，流域森林覆盖率从“十一五”末期的
26.5%提高到目前的 34.81%。开展径流区
西部和北部 9 个矿山修复治理，完成 22 个
磷矿开采点生态修复。

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副局长施纯律
介绍，玉溪市坚持规划引领，科学制定湖
泊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以及环湖地
区迁村并点等专项规划，严格划定底线红
线，全面促进抚仙湖流域空间品质提升。

据了解，玉溪市整合抚仙湖径流区
15 个专项规划，修编《抚仙湖径流区保护
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2018-2035）》《澄
江市抚仙湖流域控制性环境总体规划》

《抚仙湖流域禁止开发控制区规划》，划定
径流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域 336 平方千米、
保护岸线 66.82千米。

合理规划抚仙湖流域人口、产业、用
地、城市建设等发展，从源头管控环境风
险。退出一级保护区内的 22 家中央和
省、市、县属企事业单位，以及 16 户私营
企业及个体单位、集体所有建筑；关闭一、
二级保护区餐饮住宿服务点 153 户；制定

《澄江市迁村并点专项规划》，启动沿湖
3.1 万余人生态移民搬迁。目前，正在抓
紧推进剩余 5678 户 2.2 万余人生态移民
搬迁和万亩湿地建设。

走好绿色发展新路，助力
群众增收致富

2019 年，澄江市龙街街道龙街社区
人均纯收入 12500 元。社区党总支书记
陈兴仑告诉记者，社区 13 个村民小组全
在抚仙湖径流区，村民把耕种的 5500 多
亩田地全部流转后，有的在租地企业管护
香 根 草 、蓝 莓 ，收 入 渠 道 增 多 且 更 加 稳
定。现在，集体经营的 300 亩荷塘景区游
客逐年增多，大家日子越过越红火，参与
保护抚仙湖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

近年来，玉溪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新路子，立足现有条件倾力
做好优化一产、调整二产、发展三产这篇
大文章，让流域群众在积极支持和参与湖
泊保护治理的同时得到更多实惠。

玉溪市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着力
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启动抚仙湖绿色生
态经济区创建工作，推进径流区休耕轮作
和流域智慧绿色农业试点工程，实施休耕
轮作 5.8 万亩，加快建设以田园综合体为
主的 11 个农业产业绿色示范点，建设两
万亩绿色优质水旱轮作示范区。

玉溪市将工业布局在抚仙湖径流区
之外的工业园区，严禁有污染的企业进入
流域。关闭径流区磷矿开采点 42 个、砂
石料场和砖厂等 37 个，工矿企业全部退
出径流区。2019 年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
8.9∶23.0∶68.1，抚仙湖流域文化旅游产业
体系初步形成。2019 年，实现旅游总收
入 115.3 亿元，增长 13%；实现第三产业增
加值 93.6亿元，增长 9.8%。

湖清岸绿生态美 致富增收生活好
云南玉溪抚仙湖水质稳定保持Ⅰ类，助力流域群众增收致富

用好普查成果
助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

自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开展
以来，山东省将数据质量控制贯穿普查工
作全过程，保质按期完成了普查清查确定
名录库、入户调查填报基础信息、数据整
改提升、产排放量核算及数据汇总分析等
各阶段工作任务，共确定近 27 万个调查
对象、填报 200 多万张普查报表 4000 多万
个指标，摸清了各类污染源基本状况及污
染物产生、排放、处理情况。

下一步，山东省将在做好普查公报发
布、普查验收的基础上，加强普查数据成果
的开发应用，最大程度服务环境管理决策。

强化组织保障，夯实普查基础

自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启动
以来，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把污染
源普查工作作为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确保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着力推进。

山东省成立了由分管省长任组长，省
政府分管副秘书长、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省统计局局长为副组长，17 个省直部门
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的普查领导小组。
省生态环境厅成立普查办，抽调 10 名业
务骨干集中办公，专职从事污染源普查工
作。全省 16 个设区市、137 个县（市、区）
全部成立了政府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

山东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

员鞠振平告诉记者：“为夯实普查基础，全
省共划分普查小区 8.3 万个，选聘普查员、
普查指导员 3.8 万余人，建立了普查员、普
查指导员台账。组建了由省、市业务骨干
组成的省级培训师资队伍。就清查、入户
调查等阶段技术规定、软件使用、质量核
查 等 工 作 内 容 ，全 省 各 级 共 开 展 培 训
2000 余期 13万余人次。”

山东省专门成立了污染源普查专家
咨询委员会，设立普查专家秘书处，明确
了专家咨询工作制度，为专家参与普查决
策、解决污染源普查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提
供了平台。

掌握全面的污染源对象名录是开展
污染源普查入户调查工作的基础，也是评
判普查数据质量的重要方面。山东省坚
持将完善普查名录库贯穿普查全过程，开
展查漏补缺专项行动，集中开展了对第四
次经济普查企业名录、用电企业名录、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清单、重污染天
气应急名单、行政处罚清单、环评审批名
录、各级信访台账等 21 个名录的比对核
实工作。省级层面统一将相关名录合并、
筛重后，与普查对象名录进行匹配，共筛
选比对各类污染源调查对象 86.8 万个，拆
分后下发各市核实、甄别，查漏补缺。

强化科技支撑，狠抓质量控制

自普查工作开展以来，山东省始终把
“数据准不准、对象全不全”放在工作首
位，建立了普查质量管理岗位责任制，明
确各级普查机构数据质量负责人，制定下
发了《山东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
控制方案》，提出了各阶段质量控制标准、
质量评估及核查要求，实施全过程质量

控制。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共涉及五大

类普查对象、60 张表格、1796 项指标，数
据审核量、审核难度均较大。

为确保数据质量，山东省按照“软件
审核与人工审核相结合，重点审核与全面
审核相结合，微观审核与宏观校核相结
合”的数据审核思路，制定数据审核方案，
开发数据审核程序，借助信息化手段开展
数据审核，提高数据审核效率，确保全面
覆盖；注重发挥行业专家的力量，做好重
点行业企业审核，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现场
复核；注重与现有宏观统计数据的比对分
析，确保宏观数据合理性，稳步推进全省
普查数据质量提升工作。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普查办负责人刘
宪勇告诉记者：“在清查阶段，我们制定了

《山东省清查阶段数据审核规则》，对全省
清查数据进行批量审核修改，提高清查数
据质量。在入户调查阶段，制定了《山东省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入户调查数据审核
规则》，又单独开发了数据审核软件，通过
软件校核，全省错误指标率降至 1%以下，
为产排放量核算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保证普查数据的真实性和行业结
构合理性，山东省开展了多轮次的部门独
立会审、联合会审等工作，并通过普查工
作总结、数据分析报告编制进一步发现问
题，多角度开展数据比对分析，确保数据
经得起考验。还开展了在线监测数据规
范性整理工作，并着重提升工业源 VOC
产排放量数据质量，对生态环境部强化监
督定点帮扶工作中发现的博兴县彩钢行
业聚集等 VOC 焦点问题开展现场调研，
逐家摸排产能、工艺等基础活动信息。通
过多维度比对分析，确保各类污染源数

量、活动水平数据、结构和分布状况真实
可靠，区域、流域、行业污染物产生、排放
和处理情况准确合理。

强化责任担当，确保普查质量

“在比对分析普查数据时，由于要开
展大量的数据比对、分析、核实，寻找差异
原因，我们每天加班到夜里两三点钟才回
家。”在关键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普查
办的工作人员对夜间加班已习以为常。

王琳琳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面对现场
检查、培训指导、审核规则制定等繁重工
作毫无怨言，2019 年全年出差近 80 天，遇
到周末加班，经常是带着孩子到办公室，
还多次受国家普查办邀请到外省授课并
受到好评。

有着 32 年环保工作经验的济南市环
境研究院技术中心主任、研究员王永新，
参加污染源普查工作以来，勇挑重担，创
新实施了排污口走航排查、燃气用量倒查
生活源锅炉、干污泥量确定污水运行情
况、逻辑审核确定漏排工艺等一系列质量
控制手段，确保了普查数据质量。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海阳分局副局长
杨育杰是一名环保老兵，参加过历次污染
源普查或调查工作，对普查工作的系统
性、技术性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本次
污染源普查工作中，他被海阳市政府任命
为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既是指挥员
又是战斗员。他对普查工作的每一个环
节都精心研究、部署，着力构建起全市一
盘棋的工作格局；身体力行，和普查人员
一起清查、入户调查，带病先后组织了 8
轮数据自审，每个步骤都亲自把关，紧盯
数据质量不放松。

正是视数据质量为普查工作生命，山
东省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培训力度，强化
质量控制，始终坚持思想不乱、队伍不散、
工作不断、干劲不减、标准不降，锻造出了
一支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污染源普查

“铁军”。他们敢于担当、无私奉献，舍小
家顾大家，为全省污染源普查工作的顺利
开展、保质保量提供了强大的力量。

本报记者朱智翔 晏利扬丽
水报道 日前，全国首个生态环境
健康体检中心——浙西南生态环
境健康体检中心在浙江省丽水市
揭牌成立。

生态环境健康体检中心由浙
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和丽水市
生态环境局合作共建，具备生态
环境质量全面“体检”、生态环境
健康状况评估“诊断”、生态环境
问题“治疗”、环境突发事件“急
诊”等多元功能，是浙江深化生态
环境监测，强化生态环境问题预
测预警预防，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预干预、预介入，助推区域高质量
绿色发展的又一次创新实践。

“生态环境体检中心的成立，
对于推动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系统
有效服务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在成立揭牌仪式上，浙江省
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以淼说。

浙西南生态环境健康体检中
心的成立，也是浙江省生态环境
厅与丽水市政府 2018 年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之后，厅市合作的又
一具体实践，很好地实现了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

“ 乙 方 为 甲 方 园 区 转 型 升
级、降低污染物排放提供技术服
务”，“乙方为甲方推进千峡湖区绿

色产业培育及千峡湖转型升级提
供技术服务。”在揭牌仪式上，丽水
生态产业集聚区松阳分区管委会、
千峡湖青田县开发建设管理处现
场签约，成为浙西南生态环境健康
体检中心成立后的首批合作单位。

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
任张胜军介绍，在生态环境状况
的“把脉会诊”方面，体检中心要通
过监督性监测、企业委托监测、定期
抽测等环境管理模式，大气遥感、地
面巡航、水下机器人探查等现代
化手段，对生态环境现状及污染
源排放状况进行全面“体检”，“评
估”生态环境健康状况，并进行

“会诊”，提出针对性“诊治”建议。
在生态环境多领域科研创新

和技术培训方面，体检中心将积
极申报国家级、省市各类环保科
研项目，推进科研与技术创新工
作，定期开展大型仪器设备操作、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进修培训和应
急演练等，强化技术交流与培训。

在生态环保的技术支持服务
方面，体检中心将组建一支以年
轻技术骨干为主的专业队伍，向基
层及企业派遣“环境健康指导员”，
重点服务于市、县政府部门及各类
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重点乡镇、
重点企业，通过交流合作加强技术
支持，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视数据质量为普查工作生命

山东把数据质量控制贯穿普查全过程

浙江成立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健康体检中心
具备“体检”“诊断”“治疗”“急诊”等多元功能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
丁波上海报道 上海市生态环境
局的首个区派出机构崇明区生态
环境局长兴分局日前正式挂牌成
立。上海市崇明区政府发出倡
议，希望各驻岛企业进一步强化
环保主体责任，与生态环境局长
兴分局共同推动长兴地区生态环
境品质不断提升。

据了解，长兴岛是上海的国
际海洋装备岛，承担着大型船舶、
港口机械、海洋工程等产业发展
重任，也是上海市重要的饮用水
水源地，保障着全市 10 个区、近
1500 万市民生活用水。长兴岛
的生态环境质量，事关海洋装备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和上海市人民
的健康生活。

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推动成立崇明区生态
环境局长兴分局，是上海市委、市
政府立足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加强长兴地区
生态环境治理、筑牢生态安全防
线作出的重要决策，为实施“海洋
强国”战略、加强上海生态水源地
保护和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加
筑一道生态屏障，有助于全面提
升长兴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这位负责人介绍，长兴分局
主要承担长兴、横沙辖区生态环
境保护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工
作，为长兴建设世界先进的海洋
装备岛、上海的生态水源岛和独
具特色的景观旅游岛保驾护航。

上海成立首个区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
长兴分局正式挂牌

本报记者史小静6月3日北
京报道 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关
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
弱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明确提出了四大领域 17 项
建设任务，提出要抓紧补上疫情
暴露出的县城城镇化短板弱项，
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
城镇化战略提供重要支撑。

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的
重点任务有哪些？《通知》瞄准市
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政府
支持引导的公共领域，明确提出
了四大领域 17 项建设任务。同
时指出，当前最为紧迫的是适应
常态化疫情防控需求，优先支持
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设施、医疗废
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抓紧落实

《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
案》，加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建
设，提高平战结合能力；抓紧落实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能力建
设实施方案》，健全医疗废物收集
转运处置体系，防止疾病传播。

《通知》要求，要推进环境卫

生设施提级扩能。在完善垃圾无
害化资源化处理设施方面，主要
是建设生活垃圾焚烧终端处理设
施、危险废物处理设施等。在健
全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方面，主要
是提高管网收集能力、提标改造
污水处理厂、建设污泥无害化资
源化处理设施等。

推 进 市 政 公 用 设 施 提 挡 升
级。在完善市政管网设施方面，
主要是更新改造水厂和老旧破损
供水管网、完善燃气储气设施和燃
气管网、集中改造燃煤锅炉、推进
路面电网和通信网架空线入地等。

《通知》要求，加大财政资金
支持力度。各地区要坚持“资金
跟着项目走”，落实政府投资重点
支持“两新一重”建设的要求，针
对县城公益性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设计多元化的财政性资金投
入保障机制。同时吸引社会资本
投入。各地区要针对县城准公益
性及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设计市场化的金融资本与工商资
本联动投入机制。

国家发改委印发通知加快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

明确17项建设任务支持新型城镇化

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集中式电动汽车充电站日前在五棵松体育中心地下停车场投入使用，200 个
充电桩单日可提供最大约 1300 车次充电服务。目前，北京各类充电桩数量已达 20.51 万个，去年服务各
类电动汽车充电量约 12.9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72万吨。 本报记者邓佳摄 上接一版

在辽源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扩
能的同时，辽源市同步实施县、乡
污水处理厂提标、扩能、新建工
程，东北袜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扩能、东辽县开发区污
水处理和市东辽河流域 6 个重点
建 制 镇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项 目 ，于
2019 年底全部通水试运行并实
现达标稳定排放。

当治污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控制农业点源面源污染就成为当
务之急。

赵盟是东辽县兴农肉鸡养殖
合作社负责人。为了解决粪污问
题，他投入 130 余万元上了一套
有机肥转化装置，通过发酵罐将
粪便加工为有机肥料。

辽源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袁
学高表示，近年来，辽源把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作为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抓手，作为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
取得了积极成效。

同时，辽源市还强化源头管
控、规划约束和监督执法。实施
工业点源污染专项整治，对 78 家
问题企业责令改正；立案调查 44
户企业，处罚金额 2085 万元，关
停“散乱污”企业 50 家；实施排污
口 专 项 整 治 ，登 记 入 河 排 污 口
617 个，明确责任部门规范管理
368个，封堵取缔 249个。

以治本为策
“大考”面前责无旁贷

一条河亟须治理，一座城等
待焕新。

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说，
治水之战，也是背水之战，是吉林
必须通过的“大考”。

“大考”面前，任何人责无旁
贷，一切工作归于治本。

为从根本上解决流域生态环
境问题，发挥辽源市作为辽河上

游的生态屏障作用，2018 年 11 月
29 日，辽源市委书记柴伟在湿地
建设情况调度会上提出，通过退
耕还林提升森林覆盖率，根治由
于生态空间萎缩、水源涵养不足、
生态基流少等原因导致的东辽河
水污染问题。

这一想法得到了吉林省委、
省政府和国家林草局的高度重
视。2019 年 3 月，百万亩造林工
程目标任务和实施方案正式出
台。工程总面积 68680 公顷，总
投资 103亿元。

这一年的春天，栽树、种树成
为全市乃至全省最“燃”话题，省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分别率队来
辽源参加义务植树，市委、市政府
倾全力推动植树造林。

堤 坝 、沟 塘 插 上 了 绿 柳 ；湿
地、荒滩披上了新装；山坡上被侵
占的林地得以退还，一块块“疥
疮”被悄悄填平；公路旁多年形成
的垃圾山、违建棚厦得以彻底清
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划
一的小树苗、一处处独具匠心的
绿色景观。

为动员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
力 量 参 与 辽 河 流 域 生 态 治 理 ，
2019 年 12 月 3 日，辽源市人民政
府与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就推进辽源市
百万亩造林工程建设签署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据了解，2019年，辽源市共完
成造林 12万亩，其中种植柞树 5万
亩，其水源涵养能力相当于14座小
型水库。同时实施了东辽河干流
沿岸 50米内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工
程，栽植水源涵养林4756公顷。

在全市各级河长的共同努力
下，截至目前，东辽河水污染防治工
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水清了，鱼来
了。东辽河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河清断面自有监测记录以来首
次在一季度消除劣Ⅴ类水体，在国
家和省级的断面水质考核中，自“十
三五”以来首次全部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