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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13日
下午，斗门区水务局做客斗门电台
928民生热线，就城乡水利防灾减
灾工程、黑臭河涌、河长制、涉水治
污等话题，回应、解答听众疑问。

据介绍，防灾减灾工程一直是
水务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斗
门区在推进重点水利设施项目建设
方面，分年度投入13亿元对鹤洲北
海堤、黄杨河东堤、乾务联围海堤及
白蕉、莲洲、乾赤联围三大易涝区和
白藤大闸等11个重点水利项目进
行达标建设。目前已完成5个重点
项目，还有6个重点项目正在全面
有序推进，累计完成投资5.89亿元。

据悉，这11个重点水利项目全
面完成后，将使全区所有外江海堤
达到五十年一遇以上防洪标准，围
内排涝安全也将进一步提升。

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水务部门
积极推进十大民生实事黑臭水体
整治项目。目前，斗门区8条黑臭
水体中有2条已通过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初步评估，黑臭河涌水生
态修复 PPP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4.05 亿元，约占项目总投资的
72%。其中，20公里长的截污工
程目前已基本完成，并同步开展

控源截污、面源污染控制、水生态修
复、海绵城市和生态景观提升工程。

在推动河长制重点项目方面，斗
门区在三年行动计划阶段性目标的基

础上，结合实际情况，细化全区
17个重点项目，2019年计划总
投资7.52亿元。截至目前，已完
成3个项目，余下14个项目完成

投资约2.3亿元。斗门区已启
动全面推行河长制河道整治工
程项目，投入3.43亿元对45条
河涌进行整治。

斗门区积极推进十大民生实事黑臭水体整治项目

重点项目正在全面有序推进

经过有效治理，白蕉镇月坑村白头翁涌黑臭水体有了可喜的转变。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位于城区东部的南湖是南宁市
的地标之一。南湖所在的南湖公园
多年来是南宁市民休闲旅游的好去
处，南湖作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也
承担着市内防洪蓄洪、排污的任
务。久而久之，水体出现富营养化
等一系列问题，水质逐渐混浊，影响
了整体生态环境。

从2017年开始，南宁市政府对
南湖公园景观水体进行为期一年
的全面改善，以提升南湖水环境品
质。改造后的南湖，水质清澈，湖
底的水生植物随波飘摇，与岸上亚
热带园林植物相得益彰，湖中新建
的几座生态湿地岛屿，不仅丰富了
南湖的景观，更营造了良好的生态
环境。

据南宁市南湖水质改善项目
负责人景波介绍，这次改造项目建
设的四座生态岛总面积超过两万
平方米，且岛屿主体是利用生态袋
装置湖底淤泥后堆积而成，“用湖
底淤泥建岛不仅可以保持南湖蓄
水量不变，还能为岛上植物生长提
供养分。”

岛上种植了种类多样的挺水植
物和乔灌木。“所选取的植物在注重
季节、色彩搭配的同时还考虑到利

于鸟类取食、筑巢，让岛屿逐渐形
成一个完整的生物链。”景波说。

现在的南湖生态岛屿，每天
聚集了各种鸟类，成为鸟的天堂，
也吸引了摄影爱好者们。一位姓
陈的市民是鸟类摄影爱好者，以
前总要驱车前往郊外寻找鸟类栖
息地进行拍摄，“南湖自从有了湖
中湿地岛屿，鸟变多了，让我有了
固定的拍摄地，再也不用跑到郊
外了，这里甚至还有我叫不出名
字的鸟。”

在城市另一端的那考河湿地
公园内，绿植、鲜花组成的层层

“梯田”也吸引了许多游客。公园
中，清澈的河水倒映着蓝天白云，
花朵与游鱼相映成趣，游客们纷
纷举起相机记录下这眼前美景。

“真没想到，多年的臭水沟就
变成了美丽的湿地公园。”在河边
居住了几十年的老人梁静说，以
前这里水体污染严重，水中常常
散发阵阵异味，令人掩鼻。

那考河是南宁内河竹排江上
游两大支流之一。以前，河道沿
岸有40个污水直排口，水质多为
劣五类，极大地影响了下游竹排
江、南湖的水质，加上垃圾及施工

弃土堆放挤占河道，在许多老南
宁人眼中，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
臭水沟。

2015 年，南宁市成为国家
首批“海绵城市”试点城市，针对
以往内河整治中存在的“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问题，那考河项目
创新了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提出
了“全流域治理”的创新理念。“6
公里多的河道，从河道治理、两
岸截污、污水处理到水生态修
复、景观建设等，全流域同步启
动、统筹推进。”项目建设方南宁
北排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希龙说。

改造之后的那考河，水质指
标已基本满足地表四类水水质指
标，河道行洪满足50年一遇的洪
水标准要求，那考河项目的成功
运行为南宁其他内河治理提供了
可复制模式。

如今的南湖公园和那考河湿
地公园，已经成为南宁市内两块
巨大“海绵”，不仅为城市生态调
节起到重要作用，更维护了整个
城市的生态多样性，让南宁的天
更蓝水更清，人民生活更幸福。

新华社南宁8月12日电

广西南宁：

湿地建设筑起城市生态屏障

云 南 梅 里 雪 山 一 景
（2017 年 3 月 28 日摄）。云
南省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
中国最美丽省份”这个新时
代命题，争当生态文明建设
排头兵，从守护绿水青山到
打造“绿色能源、绿色食品、
健康生活目的地”三张牌，云
南以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跨越。

“十二五”期间，云南省
共淘汰落后产能 2398 万余
吨，全省河流水质优良率、达
标率分别较“十一五”提高了
14.5和15.5个百分点。九大
高原湖泊水质整体向好，持
续改善。2018年抚仙湖、泸
沽湖水质继续保持 I 类；滇
池全湖水质达到Ⅳ类，为30
年来最好。天更蓝，地更绿，
水更清，云南正用心抒写绿
色发展答卷。 新华社发

七彩云南四时春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加快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的意
见》明确，将加快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
基地，到2035年，国家储备林建设将
达2000万亩。

据了解，国家储备林是在自然条
件适宜地区，通过人工林集约栽培、现
有林改培等营造和培育的工业原料
林、乡土树种、珍稀树种和大径级用材
林等多功能森林。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
省明确，鼓励通过国有林场与社会资
本合作、林权抵押融资等促进多主体

参与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同时，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推动贫困群众
脱贫增收。探索森林康养、林下种
植养殖等短期项目，解决国家储备
林短期收益问题。

意见还明确，将加强国家储备
林保护培育与利用等研究，注重用
材林树种优良品种选育及种苗繁育
的科技攻关，制定技术推广和人员培
训计划，建立专家咨询库。此外，推
进营林及采伐机械化，引领推动林业
生产实现机械化、信息化、现代化。

新华社贵阳电

贵州：

将建设国家储备林2000万亩

他山之石

记者7日从安徽省统计局获悉，
今年以来，安徽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整体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上半年，全
省休闲农业接待游客1.1亿人次，综
合营业收入490亿元，从业人员73.6
万人，其中农民就业人数58.3万人。

据介绍，经过近年来发展，安徽省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已成为繁荣农
村、富裕农民的新兴支柱产业。2018
年，全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主
体17047家，比2016年增加4281家，
年均增长15.6%；综合营业收入787
亿元，年均增长13%；接待游客1.96
亿人次，年均增长21.4%。

今年以来，安徽省休闲农业整体
产业规模继续扩大，主体多元化、业态
多样化、设施现代化、发展集聚化和服务
规范化的态势进一步彰显。目前，全省
共创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14个，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园
区（农庄）162个。 据新华社合肥电

安徽休闲农业带动
农民就业58万余人

炎炎夏日，森林成为避暑纳凉好
去处。江西省林业局介绍，为推动江
西省森林旅游资源发展，江西7日举
办首届森林旅游节，打通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

江西省林业局局长邱水文介绍，
举办森林旅游节，是为了推动森林旅
游普惠各地民生福祉，真正走出一条

“不砍树、能致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让满眼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
山银山。

江西是林业大省，是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11个设区市全部成功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江西森林面积
1079.90万公顷，湿地面积91.01万
公顷，森林覆盖率居全国第二。江
西拥有良好的森林资源禀赋，去年
江西省森林旅游资产达937亿元，
接待游客1.64亿人次。然而一些
森林资源却没有得到很好开发，成
为“沉睡”资产。

新华社南昌电

江西：

举办首届森林旅游节

记者12日从内蒙古自治区应急
管理厅获悉，内蒙古计划于年底前关
闭70余座非煤矿山，消除安全隐患，
严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据介绍，此次明确关闭的非煤矿
山包括，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被依法责令停产整改，逾期不整改或
整改后仍达不到法定安全生产条件的
非煤矿山；拒不执行安全监管指令、逾
期未完善相关手续的以及相邻小型露
天采石场开采范围之间最小距离达不
到300米等条件的非煤矿山，都将纳
入年底前关闭范围。

据介绍，各地将组织自然资源、生
态环境、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相关部
门，依法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

非煤矿山企业。纳入关闭范围的非
煤矿山，将吊销或注销采矿许可证
等证照，拆除供电、供水、通风、运输
等设施、设备，地下矿山将炸毁或填
实矿井井筒，露天矿山将完成边坡
治理，尾矿库将完成闭库治理并公
告销号，设立明显警示标志。此外，
有关部门还将清理收缴矿山留存的
民用爆炸物品和危险化学品。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区有1386
座非煤矿山。关闭70多座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的非煤矿山，有利于
提高内蒙古非煤矿山安全运行水
平，促进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好转。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内蒙古：

年底前将关闭70余座非煤矿山

8 月 13 日，工作人员在甘南藏族
自治州碌曲县尕海镇尕秀村帐篷城景
区内准备整理客房。

近年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围绕少数民族风情和独特的生态资
源，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结合“全域无

垃圾”创建行动提升甘南藏区旅游
品质，打造出尕秀、香告、扎尕那等
上百个藏族文化特色浓郁的旅游示
范村，引导农牧民群众在参与乡村
旅游等文旅产业的过程中实现“绿
色”致富。 新华社发

甘南藏区：

生态旅游助牧民“绿色”致富

新华社北京8月 12日电 记者
11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上海振华
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环境违
法问题突出被中央环保督察组责令
整改。在此之前，生态环境部陆续通
报了青海欣固公司沥青项目违法投
产，甘肃酒泉市化工企业生产废水渗
坑排放，海南澄迈县肆意围填海、破
坏红树林等多个环境违法问题。

2019年7月，针对海南、青海、上
海等六个省（市）和中国五矿、中国化
工两家中央企业的第二轮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实施以来，多个环境违
法问题陆续被曝光。其中，督察组在

进驻上海后频繁收到关于上海振华重
工环境污染问题的投诉。随后，督察
组在现场调查中发现振华集团作为中
央企业，环保意识十分淡薄，环境违法
问题突出，社会责任长期落实不到位；
当地以罚代管，企业肆意排污问题始
终没有得到解决。

督察组要求上海市有关区县和部
门依法严肃查处振华集团长兴基地各
类环境违法问题，敦促企业加快整改
进度。

此外，7月15日，中央第六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青海省后在针对
西宁市甘河工业园区青海欣固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进行现场突击检查
时，发现该项目违法投产，污染严
重。具体情况显示，青海欣固公
司年产8万吨沥青混合料项目，
在相关污染防治设施尚未建成情
况下，该项目于2019年5月即违
法投入试生产，截至督察时已累
计生产沥青混合料7000余吨，污
染十分严重。

7月12日，中央第五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进驻甘肃省开展
第二轮督察工作。在下沉督察
阶段，督察组现场督察发现酒泉
市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

园四家非法投入生产的化工企
业，均存在渗坑排放等恶劣环境
问题。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进驻海南后在下沉督察
阶段发现，澄迈县花场湾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盈滨内海顶风而
上，肆意围填海、破坏红树林，性
质十分恶劣。

根据安排，第二轮第一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时
间为一个月。针对督察期间发
现的这些环境违法问题，督察
组要求地方依法依规查处，整改
到位。

中央环保督察再曝光多起环境违法案件

敦促企业加快整改进度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西区
海堤白蕉联围达标加固工程符合相关
工程建设的环保要求，同意此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通过验收。”市城乡防洪设
施管理和技术审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
珠海市西区海堤白蕉联围达标加固工
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与会专家一
致认为：西区海堤白蕉联围达标加固
工程实施过程中，依法落实了环境保
护方案以及批复文件提出的具体要
求，项目建成后对周边环境影响不明
显。这也标志着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顺
利通过了技术专家组的验收。

记者获悉，我市西区海堤白蕉联
围达标加固工程位于斗门区，达标加
固堤线总长44.34公里，包括东堤23
公里、西堤18.14公里、东堤二段3.2
公里。全堤重建水闸12座，重建船闸
1座，新、重建涵窦35座，其余穿堤建
筑物按设计标准进行维修加固。工程
主要分一、二、三期和新八顷险段及附
属工程施工，已于2013年3月完工。
工程的建设完成，为我市城市防灾减
灾、安全度汛提供了坚实保障。

珠海市西区海堤白蕉联围达标加
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完
成，为下一步顺利推进此工程的竣工
验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区海堤白蕉联围达标

加固工程通过环保验收

为城市防灾减灾
提供坚实保障

吉林省近日出台《关于深入推进
辽河流域治理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
确提出将严格考核问责，实行双周一
调度、一月一核查、一季一通报、适时
预警约谈督办等举措，对辽河流域治
污不力的县市和干部严肃问责。

据了解，吉林省将定期对境内辽
河流域两市五县水环境质量目标、
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
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各级领导干部
奖惩和提拔的重要参考。年度任务
未完成、考核不合格的市县，党政主
要负责人和相关领导班子成员不得评
优评先。

吉林省明确，对在生态环境方面
造成严重破坏负有责任的干部，不得
提拔或者转任重要职务。对造成生态
环境质量恶化、生态严重破坏的，对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没有落实、推诿扯皮
的，依纪依法严格问责、终身追责。

意见还要求，持续开展辽河流
域生态环境联动执法，统一执法标
准，坚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共享市
场主体违法行为惩戒信息；完善流
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
环境责任协议制度，使各市县自觉
融入辽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辽河是我国七大江河之一，
东辽河在吉林省发源，西辽河流
经吉林省。辽河在吉林省境内的
流域面积为 1.54 万平方公里，境
内河长321公里。吉林省境内的
辽河流域虽属重度缺水地区，却
是全国重要的优质商品粮基地之
一，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吉林省
境内辽河流域治理各项任务仍然
艰巨，实现水质改善目标的形势
仍然严峻。

新华社长春电

吉林：

辽河流域治污不力将被严肃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