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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自生态环境部部署
启动黄河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
作以来，青海省以湟水流域综合
治理为主线，持续推动黄河流域
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今年 3 月，生态环境部向青
海交办湟水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清
单，最终确定湟水河流域入河排
污口 2334 个，其中干流 989 个、支
流 1345 个，涉及工业企业、农业
农村、城镇生活、雨洪沟渠、灌溉
退水等排污口类型。目前各地正
在按要求有序推进监测、溯源及
整治工作。

西宁作为省会城市，以湟水
河污染治理及流域主要水质考核
断面为重点，全面开展湟水河流
域入河排污口的监测溯源和排查
整治工作，对全市 1693 个湟水河
流域入河排污口进行把脉问诊。
目前已完成所有交办排污口现场
监测溯源、手机 APP 及纸质版数

据信息录入工作，正在组织人员
随机抽取 10%的排污口，再次进
行技术质控现场核查。

海东市是湟水河流过的主要
地段，通过对湟水河流域干流、支
流入河排污口进行遥测、数据采
集、人工排测，目前已全面摸清全
市 524 个湟水河流域入河排污口
底数，完成采样监测 218 个、完成
溯源 280 个。在此基础上，海东
市按照“一口一策”原则，逐一明
确每个排污口的整治要求、具体
措施、责任单位、完成时限等，建
立整治销号制度，部分问题得到
整治。

海北州组织州县两级生态环
境部门、属地乡镇及河长办相关
工作人员组成联合核查组开展监
测、溯源及整治工作。截至目前，
交办的 117 个排污口均已完成溯
源，完成采样监测 23 个，立行立
改 9个。 夏连琪

以湟水流域综合治理为主线

青海推进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我们村的这个功能型湿地污水处
理站，原来就是一个雨水坑。”苑占辉说，

“一到下雨的时候，全村的雨水都流到这
里，形成一坑‘死水’。夏天闷热，臭味儿
甭提多难闻了，还有好多蚊子苍蝇。乡
亲们一到这儿，都紧走几步快点离开。”

如今纳污坑塘被改造成了污水处理
站，成片的芦苇荡成了“过滤器”，摇曳生
姿的荷花装饰着蓄水池。污水处理站东
侧 700 平方米的小广场被收拾得干干净
净，成了村民健身和遛弯的“打卡地”。

“近两年来，晋州市本着‘雨污共治，
削峰填谷，生态治理，建管统筹，资源利
用，景观提升，全民动员’的原则，加快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改善农村生态环
境。”彭玉宗介绍，截至目前，晋州市完成
25 个村庄的污水治理，建设污水收集管
线 65 千米、排水沟 4.2 千米、功能型湿地
污水处理站 30 个，日处理污水 2035 立方
米，1.7万户、6.2万人直接受益。

晋州市是石家庄因地制宜，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的一个缩影。

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把“持续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和管控工程”列为利民

惠民实事之一，从规划布局入手，统筹整
体推进，使农村污水治理工程从零星分
布向全域覆盖转变，越来越多的农村旧
貌换新颜。

“我们采取因村制宜、分类施治的办
法，对有条件接通污水管网的村庄，将农
户旱厕改造成水冲式厕所，所产生的污
水通过村级污水处理站进行治理；暂时
不具备铺设污水管网条件的村庄，对农
户厕所进行无害化改造，采用三格式化
粪池进行处理，使农村生活污水得到全
面有效管控。”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

“自从村里有了污水处理站，老百姓
没人乱泼脏水了，街道干干净净。处理
后的污水成了村里的景观用水。夏天，
村里街道两边的花花草草不缺水，长得
倍儿精神，看着心里就舒坦。”苑海军高
兴地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石家庄市今年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年度目标任务已提前完
成，新增完成 176 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
累 计 1195 个 村 庄 实 现 生 活 污 水 有 效
治理。

晋州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废弃坑塘来当家 污水雨水资源化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郭运洲

深秋时节，在河北省晋州市槐树镇龙头村功能型湿地污水处理站里，整齐茂密的
芦苇在风中摇曳，构成一幅水墨风景图，倒映在清澈见底的池塘中，显得剪影斑驳，格
外迷人。

记者在这里看到，湿地南侧是收集塘，里面存储着收集来的污水。这些污水经过
“湿地一游”，变得清澈通透，汇入景观水池。随行人员介绍：“如果夏天来这里，可以看
见满池绿叶、荷花朵朵、金鱼游动，非常漂亮。”

▶晋州农村改造后的废弃坑塘。

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建得好——选择合适的技术事半功倍

龙头村，现有村民908户、3280人，是
个普普通通的平原村，经济水平并不高。

龙头村党支部书记苑占辉介绍：
“为了解决村里生活污水横流问题，我
们本着‘少花钱办成事’的原则，与镇政
府、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晋州分局联合
外出考察、反复研究技术路线，最终选
择建设湿地污水处理站这种模式。因
为其前期建设经费可控，后期运维成本
低，可以有效利用起来。”

“这片芦苇荡下面就是湿地净化系
统。龙头村的生活污水经收集、过滤、
沉淀后汇入湿地，借助微生物分解利
用、植物吸收和矿物填料固定的协同作
用，去除污染物，净化污水，达到无害化
排放标准。”龙头村功能型湿地污水处
理站建设项目负责人时光寨介绍，“考
虑到北方冬天较冷，工作人员专门为湿
地系统做了保温设计，以保障污水处理
站在冬天也能正常运行。龙头村功能
型湿地污水处理站建成两年多，已经成
功经受了两个冬季的考验。”

龙头村湿地污水处理站设计水量

为 197 立方米/日，建有污水收集主管
网 3.7 千米，建设景观水池 500 立方米、
污水收纳池 3000 立方米。污水处理站
建成后，通过四通八达的管网，将龙头
村各家各户的生活污水和自然降水汇
聚到污水收纳池，经过功能型湿地净化
处理后，进入景观水池。降水少的时
候，常有村民前来取水，浇灌树木花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晋州市利用
湿地净化技术建设的村级污水处理站，
平均下来一个处理站前期建设费用约
为 100万元。

“为减少前期资金投入，在工程建
设时，村里组织村民在第三方技术公司
的指导下进行施工。尤其是在入户、入
巷管网建设时，财政出资购置物料，村
集体组织村民实施，大大节约了用工投
入。”苑占辉介绍，“在选址上，我们充分
利用村里现成的雨水坑塘，既实现纳污
坑塘的有效整治，还省去了征地费用，
同时最大限度压缩了工程量和施工费
用，省时省事省工省钱，可以说是一举
数得。”

用得上——低成本达标运行是关键

后期运维成本低，是功能型湿地污
水处理站最大的优势。

湿地污水处理站建成后，龙头村村
民苑海军承担了日常巡查维护工作。

“每天要通过观察井，查看污水收纳池
运行情况，随后沿污水导流路线查看湿
地功能情况，最后到出水的景观水池观
察出水水质。巡查完了，还要对湿地污
水处理站进行清扫，确保干干净净。如
果在巡查中发现什么问题，必须及时通
知第三方公司的技术人员前来维修。”

“村集体巡查，专业公司维护，政府
适当经费补助”的运维模式，确保污水处
理站出现故障能及时发现，同时避免了
全部由专业公司运营造成的高成本。

据测算，龙头村功能型湿地污水处理站
处理一吨污水的能耗成本不到 0.1 元，
远远低于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成本，实现
了“既建得好，又用得好”的惠民目标。

“我们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坑塘
改造相结合，通过功能型湿地技术，因
地制宜改造村中废弃坑塘，将处理后的
污水、净化后的雨水进行回用或回补地
下水。”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晋州分局
副局长彭玉宗介绍，这一治理模式实现
了“污水不出村，出村无污水”的治理目
标，达到“一个污水处理场站，一个乡村
湿地公园”的治理效果。有条件的村庄
还依托湿地污水处理场站建设村民健
身广场，提升村民环境治理获得感。

▶晋州市龙头村湿地污水处理站。

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惠民生——处理站水清草绿变身“打卡地”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为摸清入河（湖、海）排污口底数，江
苏在全国较早启动排查整治，较早制定有
关管理办法及相关整治指南，较早全面完
成排查、监测、溯源，并建立长江入河排污
口名录。面对闪亮的成绩单，江苏依旧思
在先走在前，计划 2023 年底前完成全省
骨干河道和重点湖泊排污口排查，以及长
江、太湖流域入河排污口整治。2025 年
底前，完成省内骨干河道和重点湖泊排污
口及入海排污口整治。

三级排查摸清底数，为测、
溯、治打好基础

“排查整治排污口，推进水陆统一监
管”是长江修复战役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整个排查工作可以说是‘天地’结合，‘人
机’互补。”泰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
局水科科长李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深有
感触，“这是一次全口径的体检，通过对排
污口、工业、农业、航运、码头、岸线、生态、
水质等 8 个方面进行全方位检查，深入查
找环境问题、环境风险和生态环境隐患。”

在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行动正
式开启前，泰州市生态环境局于 2018 年
与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合作，通
过航测对入河排污口进行排查，并在战役
开始前基本上完成了一级排查任务。为
此，泰州市成为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全国试点城市之一。
这次排查采用“三级排查法”。第一

级排查是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按
照“全覆盖”的要求开展技术排查，分析辨
别疑似入河排污口；第二级排查是组织人
员对发现的疑似排污口进行徒步现场排
查；第三级排查是组织业务骨干对疑点、
难点问题进行重点攻坚。

“每一处长江入河排污口都经历了人
工现场排查。”参与排查的泰州市靖江生
态环境局副局长刘晓林说，排查中一旦发
现指标过高、水质异常等情况，工作人员
便通过排查 APP 上报，后台调动专业监
测人员进行规范采样。2019 年 11 月 15
日，泰州全面完成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
监测、溯源这前三阶段的工作，基本实现

“有口皆查、有水必测、有口必溯”的目标。
无锡市滨湖区自 2019 年起开展入河

排污口排查，当年确定排污口 733 个。今
年 3 月，江苏自加压力启动太湖流域入河

（湖）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滨湖生
态环境局副局长顾惠芳告诉记者，目前滨
湖区在太湖入河（湖）排污口排查中确认
的排污口有 779个。

今年 5月下旬，太湖流域江苏境内 5市
启动二级人工排查，对前期无人机航测解
译出的疑似点位逐一进行现场核实，新发
现排污口 3000 余个。7 月下旬，各地利用
无人船、水下机器人等，对水下疑似排污口
和工业园区河道开展三级技术核查，新发
现排污口约 300 个。通过三级排查，江苏

基本摸清了太湖流域入河（湖）排污口
底数。

目前，太湖流域入河（湖）排污口
监测、溯源的现场工作已基本完成。
太湖流域江苏境内 5 市已完成全部排

查、监测、溯源及分类任务，全面进入整治
阶段。

江苏省在长江排污口排查的基础上主
动作为，2019年启动沿海三市（南通、盐城、
连云港）入海排污口排查。江苏将入海排污
口划分为七大类15小类，根据各类型排污口
的性质，参考相关行业或领域排放标准，因
类制宜确定除流量、pH、化学需氧量、总磷、
氨氮、总氮等常规监测因子外的其他特征因
子，确保体现各类型排污口的水质特征。

“在滩涂杂草中，有时找一个排污口或
取个样，要跑上三四趟。”南通市如东生态
环境局水科副科长李智红说，面对任务重、
人手少的情况，大家工作到夜里是常态。

规范制度流程，加强排污
口管理

泰州市靖江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晓
林告诉记者，靖江生态环境局在泰州市生
态环境局的指导下，开发了长江入河排污
口整治监管平台及 APP。平台集排污口
整治的工作流、数据流、责任流于一体，建
立排污口电子档案。目前，平台正在逐步
完善后续管理流程，并设立带有标准编
号、名称、二维码的排污口电子标识牌，结
合日常巡查记录和监测记录，逐步形成

“权责清晰、监控到位、管理规范”的长江
入河排污口长效管理体系。

泰州则在全面排查的基础上，集成整
合长江各类生态环境数据，成立健康长江
泰 州 行 动 指 挥 中 心 ，发 布“ 长 江 健 康 指
数”，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为加强江苏省入河排污口设置管理，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专门制
定《江苏省入河排污口设置分类分级管理

办法（试行）》，与原来的管理办法相比，在
扩大审批范畴、调整审批形式、明确审批
权限、改革验收方式等方面有了变化。同
时，加快构建入河排污口信息管理平台，
实现全省排污口监督管理“一张网”。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太湖生态环境处
先后制定太湖流域入河（湖）排污口现场
排查、监测、溯源工作手册，还组织专家组
成技术团队，开展太湖流域入河（湖）排污
口整治规范研究编制。同时，编制形成

《太湖流域入河（湖）排污口命名、编码及
标志牌设置规范》以及 8项整治指南。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海洋生态环境处编
制《江苏省入海排污口专项排查技术规范》

《江苏省入海排污口溯源整治技术指南（试
行）》《江苏省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分类、命
名与编码、标识牌设置规则（试行）》，明确入
海排污口查、测、溯、治各阶段的工作任务、
进度安排和相关技术规范。

同时，江苏将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纳入
江苏省湾（滩）长制综合管理系统，对每个入
海排污口建立电子信息档案，实现入海排污
口监测、溯源、整治信息全过程管理。

淮河流域入河（湖）排污口
排查整治提上日程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执法监督局局长
崔恒武表示，江苏已全面完成长江沿线、
太湖流域及沿海岸线的排污口排查、监
测、溯源。工作人员按照生态环境部技术
规范，对长江入河排污口进行统一命名和
编码，建立长江入河排污口名录。沿江 8
市全部以市政府名义印发排污口分类整
治方案。其中，南京市已于 2020 年自行
组织开展内河排污口的排查整治。目前，
各地正在编制“一口一策”整治方案。其
中，无锡、南京部分县区已完成编制。

江苏如今仅淮河流域没有全面展开
排污口排查。经梳理测算，这一流域入河

（湖）排污口排查面积为 7400 平方公里，
是太湖流域排污口排查面积的 3.4 倍。据
相关负责人介绍，淮河流域入河（湖）排污
口排查整治已提上日程，实施方案正在紧
锣密鼓筹划中。

江苏力争江河湖海排污口整治全覆盖
已全面完成长江沿线、太湖流域及沿海岸线排污口查、测、溯，淮河流域

入河（湖）排污口排查整治提上日程

为提升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能力，甘肃省甘南州生态环境局近
日在甘南州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模拟疫情防控期间因司机超负荷
工作导致转运车辆侧翻、医疗废物散落地面的情形，开展应急处置
演练。 齐昊供图

资讯速递

本报讯 江西省新余市近日
印发《关于对全市机动车排放检
验机构实行记分管理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为规范全市机动
车排放检验工作、提升机动车污
染防治监管能力、减少尾气排放
提供了制度保障。

《通知》将机动车排放检验机
构记分项目分为检测设备、标准
物质、监控视频、检测过程、检验
报告、维修复检、内部管理、联网
规范、检测数据、机构备案十大
类，并细分 36 项记分项目，制定
详细的记分规则和相应的惩戒措
施，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分别记
12分、6分、4分、3分、2分和 1分。

根据《通知》，对于用其他车
辆替代受检车辆进行检验的，篡
改受检车辆排气检验数据、信息
资料或相关参数，出具虚假排气
检验报告，采用弄虚作假的手段
通过排气检验，车辆存在严重烧

机油或肉眼明显可见黑烟仍出具
合格检验报告，未将检测探头插
入车辆排气管进行取样仍出具合
格检验报告等情况一次记 12分。

根据《通知》规定，累计计分
达到 6 分(含)以上的，在全市范围
内进行通报，暂停环保联网一个
至 3个工作日，并列为重点监管对
象，加大监管频次；达到 12 分(含)
以上的，约谈环检机构负责人，并
暂停环保联网 3 个工作日至 15 个
工作日；达到 18 分(含)以上的，约
谈环检机构负责人，暂停环保联
网 15 个工作日以上，并将有关情
况抄送至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
管等部门，对其实行联合惩戒。

据了解，新余市将不定期对
全市所有的环检机构进行抽查
检查，结合日常巡查、专项检查
等方式，落实记分规则，对违规
者采取惩戒措施。

吕卓然 李星雯

新余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实行记分管理
对篡改数据等违规行为记 12分

本报记者朱智翔 通讯员孟
琳湖州报道 位于浙江省湖州市
德清县莫干山高新区的地理信息
科技园（一期）项目近日正在进行
土方施工。

产生的渣土如何处置？项目
负责人在手机上点击“浙里办”
APP 的渣土服务事项，输入运输
时间、出土量，不用去人工窗口就
能完成处置申报，并匹配到渣土
消纳场地和 44辆渣土运输车。

工程渣土随意倾倒、违规运
输和跨区域偷倒等问题一直是城
市管理中的顽症。近日，德清县
依托工程渣土数字化服务管理系
统，在全省率先上线工程渣土一
件事多跨场景应用，提供在线审
批、智能匹配、动态监管等功能。

渣土处置实现全要素、全流程、全
闭环数字化服务管理。

这一系统接入省域空间治理
数字化平台、投资项目在线审核
系统、“智慧交警”等 6 个业务系
统，调用工程车辆营运证、道路许
可证、统一身份认证等 12 个数据
接口，整合 43 项需求数据。工程
出土、车辆运输、渣土消纳等只需
通过“浙里办”服务端自主申请

“线上约车”。系统会根据申报的
出土地点、土质和方量，科学匹配
合适的消纳场所。

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浙政钉”
治理端进行线上审核，开展跨部
门业务协同联办，让项目方“跑零
次”，同时将审核时间从 15 天缩
短至 5天。

湖州德清数字化管理渣土处置
项目方“跑零次”，审核时间缩短至 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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