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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大数据平台建成大数据平台 开展十二大专项行动开展十二大专项行动 推进试点示范工程推进试点示范工程

泰州从岸到水全面治理泰州从岸到水全面治理
守护长江健康守护长江健康

◆◆顾继红顾继红 张卫兵张卫兵周俊鹏周俊鹏

强化科技引领，建好一个平台

初春时节，江苏省泰州市长江大
桥下碧波荡漾。而在几年前，这里建
造了数十家砂石场、造船厂和化工厂，
岸线资源被非法侵占。近年来，泰州
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决策部署，把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实施一系列
行动，让长江母亲河焕发新的生机与
活力。

2019 年以来，泰州市全力推动长
江生态环境安全从被动应付型向主动
保障型、从传统经验型向现代高科技
型、从单一监管型向立体管控型的战
略转变，取得一定成效。

在“健康长江泰州行动”大数据平
台视频智能分析屏上，工作人员发现，

长江靖江段附近一工地裸露土未完整覆
盖。随后，通过平台智能推送，这一预警
信息被转派给当地相关部门，执法人员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了处置。

这是泰州市借力科技保护长江生
态的一个缩影。通过强化科技引领，
解决了长江泰州段沿岸 3 公里范围内
数千家企业统一监管的难题。

据介绍，泰州市去年建成全国长
江流域首个集检测、评估、预警、应用
功能于一体的大数据平台，彻底颠覆
了传统的水生态监管模式。

“通过高科技手段，我们实现了对
排口、工业、农业等八大核心生态要
素，1054 个排口、257.67 平方公里生态
空间管控区域 24 小时智能监控。”平

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外，平台通过有效整合生态环

境、住建、交通、海事等 18 个部门的数
据资源，在长江泰州段构建起了水、
陆、空立体式监测监控网。

如何确保监测监控发现的问题能
得到及时处置？

泰州市创新组建并实体化运行的
“健康长江泰州行动”指挥中心，为长
江泰州段生态环境保护增加了一支

“快速反应部队”。
这一指挥中心实行 24 小时工作

制，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机制、应急处置
机制和快速响应机制，去年以来，已自
动生成生态环境监管信息 2.4 亿多条，
已下发预警信息 1万条。

坚持标本兼治，开展十二大专项行动

多年来形成的长江生态困局，并
非一朝一夕能够破解，泰州市市委、市
政府以改善长江生态环境质量为核
心，坚持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两手发
力”，通过开展一批专项行动，全力构
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新格局。

继 2019 年开展长江生态修复、沿
江水体治理、饮用水水源地治理、农业
农村污染治理等八大专项整治行动
后，2020 年，泰州市专项整治行动进
一步调整扩容，先后实施污水治理、沿
江船舶污染治理、长江禁渔、非法采
砂 、打 击“ 三 无 ”船 舶 等 十 二 大 专 项
行动。

“今年的江水比早年的水清了，鱼
也多了。”63 岁的高港人周押宝打了
47 年的渔，亲眼见证了长江的鱼从多
到少，如今由少变多。

渔业资源的恢复，正是得益于长
江禁渔专项行动的开展。今年 1月 1日
起，泰州市全面禁渔，周押宝所在的高港
区190多条渔船全部退渔还江。“洗脚上
岸”的周押宝与几位老伙伴一起加入护
渔队，从“捕鱼人”变身“护鱼人”。

“靠江吃江了一辈子，现在也该为保
护长江尽一份力了。”周押宝说。

泰州江边的改变不止如此。
在沿江地区危险废物处置行动

中，泰州市对靖江、泰兴、高港区和医
药高新区等沿江地区危险废物环境隐
患点位开展全面排查，逐一复核，不断
消除环境隐患。

针对沿江化工行业整治，泰州市
实施了化工园区环境专项整治和循环
化改造，提升了园区环境监控预警平
台建设水平。

针对沿江港口码头污染防治，泰
州市从源头管控和治理着手，强化港
口码头船舶污染物接收能力建设，完
善船舶污染物排放管理机制，规范船
舶污染物处置，保障沿江生态环境安
全和稳定……

整治入河排污口
构建排口信息系统

对江河湖泊等水体而言，陆源污染是主要来源，而入
河排污口是污染物进入河流的“闸口”。只有摸清排污
口，才能找准症结，精准发力。

2019 年，泰州市以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全国试
点为契机，摸清长江沿线 1054 个排口的底数。有了长江
生态环境的“体检”结果，还要对症开方下药。

今年 3 月，泰州市继续先试先行，按照“取缔一批、整
治一批、规范一批”的原则，对排口进行规范整治。在具
体整治中，泰州市构建排口信息系统，建立排污口电子档
案，设立带有二维码的排污口标识牌 1054 块。

在摸索整治经验过程中，泰州市还结合沿江市（区）长江
入河排口特点，因地制宜推进实施入江河流整治、工业园区
排口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排口整治、港口码头排口整治等一
批示范工程，为各地整治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

泰兴经济开发区的污水处理尾水涵养湿地工程就是
排口整治的一个典型。以往，开发区的污水由污水处理
厂处理达标后排入长江。现在，污水处理厂的达标尾水，
要通过地下管道进入生态缓冲区，经过生态净化后再排
入长江。

“这一道净化关，让尾水水质明显提升，主要指标从
地表水劣 V 类提升到Ⅳ类。”泰州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去年夏天，在尾水涵养湿地不仅能看到水鸟出
没，还发现了具有生态修复成功指标物种——蜻蜓的踪
迹。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王永平博士看来，这从侧面
证实了湿地的生态效应。

数据显示，2020 年，泰州市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示
范工程投入约 2亿元。

泰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刘晓蕾表示，当前，长江大保
护、污染防治攻坚战正处在关键时期。“十四五”时期，我
们将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源头治理作为
根本策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以更大的决心、更硬的作风、更实的举措守护一江
碧水，奋力推动长江经济带泰州段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走
在前列。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
时强调，要坚决贯彻新发展理
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发展思
路，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
效益相统一，走出一条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路子，为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泰州市委、市政府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决策部署，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
性位置，如今，长江泰州段岸线
绿意盎然，干流常年保持Ⅱ类
水质。环境好了，动物也多了，
“水中大熊猫”江豚频频亮相长
江泰州段，“湿地精灵”反嘴鹬
首次选择在泰州江滩歇脚，用
它们的美丽身姿为长江泰州段
的生态点赞。

图为航拍长江泰州段的亲水栈道。
泰州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
推进长江大保护

本报通讯员刘晓玲 见
习记者王雯 记者晏利扬
在人们印象中，码头露天堆
场很容易产生扬尘，然而，
浙江嘉兴海宁市最近投用
的盐官公用码头，却轻松消
除了这一现象。

公用码头位于盐官镇
联丰村新塘河东港司桥附
近，占地约 30 亩，码头岸线
长 190 米，设 500 吨级泊位
两个，由盐官镇政府和社会
资 本 投 资 2000 多 万 元 建
设，为 PPP 项目。

记者在现场看到，运沙
大船靠岸后，一台 10 吨位
的吊机先抓取船上砂料，投
入料斗，通过防尘装置除尘
后，再进入一条 500 米长的
输送带，输送带全部加设防

尘罩，将砂料全封闭输送进
储料库。

“平常在码头我们看到
很多砂料都是露天堆放，输
送过程也是完全敞开的状
态，这样难免会有扬尘。现
在我们直接通过封闭式输
送带将砂料输送进入车间，
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码
头建设方海宁宝峰综合码头
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利伟说。

目前，码头上 8 个料库
基本储满，并用防尘网盖得
严严实实。在露天场地上，
从货场出入口到码头口岸，
布设了 10 套喷淋设施对场
地喷洒除尘。码头方计划
再建一个大库房，将所有货
料全部入库，为船户和居民
创造一个清洁的环境。

海宁一码头
轻松解决扬尘问题

投入2000多万元，建设储料库房和全封闭输送带

资讯速递

实行错时生产，加强执法排查

廊坊打响臭氧污染防控攻坚战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
员刘玉静 田硕廊坊报道
记者近日了解到，5 月至 8
月，河北省廊坊市已进入臭
氧污染防控攻坚阶段，在此
期间，将采取常态化防控措
施，强力攻坚减少臭氧污染
危害。

廊坊市提出，在臭氧污
染管控期间，涉 VOCs排放
企业实施错时生产。列入河
北省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
企业、市疫情防控相关物资
生产保障类企业、重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绩效分级达到A、
B级和引领性企业，在确保污
染防治设施有效运行、严格
落实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
下，免予错时生产。

同时，加强油品储运销

全过程 VOCs 排放控制、市
政作业、露天焚烧管控以及
执法排查管控。廊坊市将
集中围绕工业涂装、包装印
刷 、家 具 制 造 、石 化 等 涉
VOCs 行业，开展企业废气
收集率、治理设施同步运行
率和去除率专项执法检查。

并且，强化原辅材料管
控，开展相关产品强制性质
量 标 准 实 施 情 况 监 督 检
查。对含 VOCs 物料储存、
转移和输送、设备与管线组
件泄漏等无组织排放环节
开展重点排查。

此外，加强机动车尾气
排放监管。持续开展路检
路查、入户抽查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超标排查，加大违法
超标车辆打击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