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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罕见的强降雨，但由于
全面部署、积极备战，全区外防处于
安全状态。”斗门区水务局副局长王
宏龙介绍，全区七大联围211.938千
米的外江堤防安然无恙，围内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

斗门区水务外防包括七大联围
（即乾务赤坎大联围、白蕉联围、小林
联围、大沙联围、上横联围、竹艮联围
和三沙联围）以及外江堤防、118座外
江水闸、36 宗水库山塘（总 库 容
8534.69万立方米）、220宗泵站等。

未雨绸缪方能有效应对。在这
一轮强降雨前后，斗门区充分利用围
内外潮差，加大水闸调度频次，利用
潮位对围内河道进行预排，提前降低
围内水位。此外，山塘水库保持低水
位运行，对辖区内超汛限水位的水库
山塘，在坝顶及背水坡处铺设彩条

布，给水库安全运行再加一道保险，
暴雨期间组织专业技术力量下沉到
每座水库进行24小时监测指导。目
前全区水库达到鉴定年限的100%完
成安全鉴定、病险水库100%完成除
险加固、100%落实水雨情监测设施、
100%完成标准化建设，有效消除了
安全隐患。

“为切实做好这一轮强降雨的防
御工作，斗门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安全发展理念，立足最不利的
情况，用最严的标准，做最充足的准
备，进行最细致、最全面的防范，全
面部署，积极备战，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取得了防御强降雨的
阶段性胜利。”斗门区委书记苏虎
说。

大江大河、联围水网、水库山

塘……构成了斗门区的基本水情之
一。其中，既有丰富水资源的自然
禀赋，又有不断加强水利工程管养、
整治水浸黑点、提升污水处理能力
的长远谋划与奋斗。经过多年发
展，立足新发展阶段，斗门区目前正
以更高站位、更高标准、更高要求抓
紧抓细抓实各项水务工作，在全省
率先出台《珠海市斗门区水利基础
设施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方案
（2022-2024）》，构建“持久水安全、
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
境、先进水文化”的“大水务”体系，
全力打造“水美斗门”，为加快建设
富裕、美丽、幸福“大斗门”贡献水务
新担当。

该《方案》对加强水务外防作出
强有力的部署：

防洪潮体系建设再上新台阶。

优先保障水安全。结合斗门区“大交
通”需求，探索堤路结合新模式，打造
示范水利工程，启动123千米“百年一
遇”海堤建设的前期研究工作，开展
40千米“百年一遇”海堤建设，确保防
洪潮能力进一步提升，让城乡安全进
一步得到保障。

外江外排能力实现新提升。加
快外江现有病害水闸泵站的重建、改
建工作，重点推进五福、正涌、鸡咀、
乾务大涌、白蕉界河等 5座水闸重
建，满足防洪排涝和城市发展需求，
带动周边土地价值提升，吸引产业落
户斗门；重点推进横山片区外排泵站
建设。

水库山塘标准化建设迈上新高
度。完成对水库山塘的安全鉴定，对
三类以上水库山塘实施除险加固，探
索山塘标准化建设。

◆外防牢固

211千米外江堤防筑起安全屏障

刚刚过去的这一轮强降雨，斗
门区经历了“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的暴雨袭
击。

根据斗门区重大气象信息快报
公布的数据，从10日20时至15日8
时，白蕉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录得全
区平均累计雨量539.9毫米，最大累
计雨量760.9毫米。

这么大的雨量冲击，井岸城区没
有出现“城市看海”现象，通过各类防
御措施和提前预排，区内新涌现的水
浸点不多，发现的水浸点均能在短时
间内排干，交通未中断，较好地保障
了群众的安全出行。备受关注的白
藤头水产批发市场，从2020年至今就
没有出现过水浸。斗门区应急管理

局提供的防御近期强降雨工作情况
汇报显示：强降雨造成部分农作物、
花卉和部分水产养殖场水浸，但水浸
过程时间较短，未造成较大经济损
失；全区暂未收到因本次强降雨造成
的人员伤亡报告，实现“零伤亡、少损
失”目标。

“由于降雨强度大、降雨时程长、
山洪水下泄快而集中等原因，导致部
分低洼路段排水不及时，形成水浸，
我们采取打开雨水箅、清理树叶垃圾
和泵车应急排水等措施，大部分水浸
点在1小时内排干。”斗门区水务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

厘清缘由，方有成效。经分
析，水浸原因主要包括超标准暴雨
频发、场地竖向不协调、管渠迁改

不规范、排水系统标准低、工程施
工破坏排水设施等因素，水浸内涝
点具有动态性。为此，斗门区采取
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举措，做
好水浸治理。比如，陆续实施部分
雨水管渠新改建、井岸城区水浸整
治、白蕉联围排涝整治、乾赤赤坎
联围易涝区整治等工程，收效明
显；在收到气象预警前，各水管单
位根据水位情况对围内河道提前
进行预排，尽可能增大围内集雨盆
子面积；提前对管网进行疏通，确
保排水顺畅，强排泵车应急待命，
可第一时间根据需求出动。

据介绍，斗门区列入我市内涝
整治名录的内涝点有16处，目前 8
处内涝点已按要求整治完成，3 处

正在实施中，其余 5处正结合暴雨
情况分析水浸原因，逐步落实“一点
一策”和整治措施。

水浸给居民日常出行和工作生
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也是政府部门必
须下大力气办好的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今年斗门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之一，就是加快
水利基础设施发展，统筹做好雨污分
流、防洪排涝等重点工作。

为做好下阶段防汛工作，切实做
好水浸治理，斗门区将落实海绵城市
建设理念，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
系；结合水利工程实施，确保外防到
位；做好内部管网建设，确保内排到
位；落实水浸点“一点一策”，完成内
涝隐患整治。

◆内涝治理

水浸快速排除 实现“零伤亡、少损失”目标

“这段时间，郴州、南宁、厦门、佛
山、九江、西安、揭阳、福州等地青岛啤
酒生产企业，纷纷通过各种线上方式，
向我们咨询啤酒废水‘变废为宝’这个
项目。”位于富山工业园的青岛啤酒
（珠海）有限公司（下称青啤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檀二苗表示。

作为具有全球品牌影响力的国
际一流企业，青岛啤酒目前在全国各
地有60多家啤酒生产企业，青啤公司
是其在广东的5家企业之一。青啤公
司扎根斗门23年来，累计实现产值超
83亿元、利润超15亿元、税收超25亿
元，并积极主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为斗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
了企业力量。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让青岛
啤酒众多生产企业如此感兴趣？

几天前，在富山工业园管委会、
市生态环境局富山分局、斗门区水务
局等部门的协调支持下，青啤公司在
其污水处理工段举行啤酒废水价值
共享项目启动仪式，青啤公司与富山
水质净化厂签订水污染物约定排放
浓度限值协议正式生效执行。这份
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变废为宝、实

现共赢”，既能为青啤公司每年节
省近百万元污水处理费，又能为富山
水质净化厂节约碳源购买成本20多
万元。

檀二苗介绍说，2020年12月，生
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联合发布《啤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修改单，允许啤酒制造企业与下
游污水处理厂通过签订具有法律效
力的书面合同，共同约定水污染物排
放浓度限值，不再受纳管排污标准的
限制。这一惠企政策出台后，富山工
业园管委会、市生态环境局富山分局
第一时间送政策上门，支持企业低碳
发展，积极推动啤酒废水价值共享项
目。

市生态环境局富山分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啤酒生产过程中的废水有
机物浓度很高，可生化性极好，且不
含有毒有害物质，原本可以作为污水
处理厂碳源的绝佳补充，但过去受啤
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制，一直无
法得到有效利用。对污水处理厂而
言，其主要依靠微生物“吃掉”污染
物，以此实现净化水质目标。如果进
水有机物浓度太低，微生物就会“吃

不饱”，连带影响水质净化效果。为
了维持微生物的活性，污水处理厂需
要外购有机物作为碳源，无疑将大大
增加运行费用。“当污水处理厂喝上

‘啤酒’，将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
的共赢。”

污水处理，关乎产业发展，同样
关乎民生福祉。富山工业园啤酒废
水价值共享项目的实施，将为企业内
部、上下游和跨行业间提供可复制、
可借鉴的环保解决方案，成为斗门区
城乡污水处理的生动实践范例。

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再提升——
2021年，新青水质净化厂、井岸

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和白藤水质净
化厂提标扩容基本完工，全区污水处
理能力由20万吨/天提升到28.5 万
吨/天，出水水质提高至一级A；2021
年全区污水收集率超目标值29.1%，
是全市唯一超额完成任务的行政区。

按照《珠海市斗门区水利基础设
施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方案
（2022-2024）》，2022年，斗门区将进
一步提升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全面完
成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容，力争超
额完成年度投资4.8亿元的目标，将

全区污水处理能力提升至38.5万吨/
天，厚植生态底色，满足“大产业”高
质量发展需求。

农村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2021年，斗门区在全省率先建立

农污设施“站长制”，形成了责任到人
的精细化管理模式。据统计，全区共
有行政村 101 个，涉及自然村 291
个。将生活污水处理向自然村延伸，
是解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出路之
一。目前，291个自然村被认定基本
完成污水治理和雨污分流、管网收集
或暗渠化。

2022年，斗门区将进一步健全农
污设施“站长制”，完善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运行监督和考核机制。出
台《斗门区“十四五”农村污水治理及
管网建设规划》，结合城镇污水管网
建设布局，整合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统一纳入市政污水处理系统。推进
区级样板村农村污水治理项目建设，
对薄弱自然村的生活污水设施提质
增效。拟投入8500万元，启动村内
道路升级改造及雨污分流等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打造山清水秀干净
整洁新农村。

◆污水处理

今年全区污水处理能力提升至38.5万吨/天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经斗门区农业农
村局摸底排查，斗门区现存的大量围内农田
水利设施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不能满
足现有需求。为提高全区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斗门区将新建、提升修复围内农田生产性
泵站413座，预计2023年年底全部完工。

据介绍，这413座围内农田生产性泵站
分布在全区五镇一街。其中井岸镇33座、
白蕉镇 133座、斗门镇 27座、乾务镇 155
座、莲洲镇50座、白藤街道15座。

项目总投资额约2亿元。该项目目前
已经立项，各镇（街）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项
目用地报批、勘察测量、初步设计和概算编
制工作。按照项目推进计划，各镇（街）项目
将于8月份进行施工招标，预计9月底前完
成合同签订，待汛期结束后尽快进场施工，
2023年年底有望全部完工。届时，将在加
强围内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高防灾减灾能
力、保障全区粮食生产、用水防洪安全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建提升修复农田生产性泵站413座
预计2023年年底全部完工

5月17日，天气终于放晴，灿烂的阳光重新“上
线”。

回顾刚刚过去的这一轮最强降雨，斗门区经历了
“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的暴
雨袭击。斗门区重大气象信息快报数据显示，从5月
10日20时至15日8时，白蕉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录
得全区平均累计雨量539.9 毫米，最大累计雨量
760.9毫米。

历经这样一轮罕见的强降雨，斗门区全面部署，
积极备战，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区外
防牢固，七大联围211.938千米的外江堤防安然无

恙，山塘水库低水位安全运行；内排及时，水浸黑点得
到有效整治；污水处理厂正常运作……水安全有保
障，内涝点能治理，水环境在改善。

水资源、水生态、水安全，水情与斗门密不可分：
既有大江大河、联围水网的自然禀赋，又有不断构建
水安全的谋划与奋斗。经过多年发展，立足新发展阶
段，斗门区正以更高站位、更高标准、更高要求抓紧抓
细抓实各项水务工作，构建符合城乡发展需求的“大
水务”体系，打造“水美斗门”，不断丰富“善雅斗门”内
涵，为加快建设富裕、美丽、幸福“大斗门”贡献水务新
担当。

采写：本报记者 张帆 摄影：本报记者 吴梓昊 余浩然 通讯员 斗宣

斗门区水环境、水生态日益改善。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向自然村延伸。

富山水质净化厂。

青岛啤酒（珠海）有限公司
废水处理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