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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对太湖流
域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进行了水资源质量监测。水质评价标准
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湖泊营养状况评价
采用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中湖库营养状
态评价标准。

一、太湖流域省界水体水质
（一）省界河流水质
2015年3月太湖流域省界河流34个监测断面，17.6%的断面

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准，其余断面水质都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其中Ⅳ类占 29.4%，Ⅴ类占 20.6%，劣于Ⅴ类占 32.4%。与 2014年
同期及上个月相比，省界河流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比例增
加了 11.8%和减少了 8.9%。苏沪边界 6个河流监测断面中，大、小
朱厍港珠砂港大桥、急水港周庄大桥 2个断面水质为Ⅳ类，其它 4
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苏浙边界 14个河流监测断面中，芦墟塘
陶庄枢纽断面水质为Ⅲ类，斜路港章湾圩公路桥、南横塘长村桥、
北横塘栋梁桥、頔塘苏浙交界、江南运河（京杭古运河）北虹大桥、
双林港双林桥、新塍塘圣塘桥、新塍塘洛东大桥8个断面水质为Ⅳ
类，长三港升罗桥、上塔庙港乌桥、澜溪塘太师桥 3个断面水质为
Ⅴ类，其它 2 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浙沪边界 12 个河流监测断
面中，丁栅港丁栅枢纽、坟头港大舜枢纽、俞汇塘俞汇北大桥 3个
断面水质为Ⅲ类，红旗塘横港大桥、清凉港清凉大桥、六里塘六里
塘大桥、范塘和尚泾朱枫公路和尚泾桥4个断面水质为Ⅴ类，其它
5 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苏浙沪边界太浦河金泽断面水质为Ⅲ
类。浙皖边界泗安塘杨桥断面水质为Ⅰ类。

（二）省界湖泊水质
太湖 33 个监测点，分 9 个湖区进行水质评价。评价结果显

示：本月太湖水域 0.2%为Ⅲ类，18.8%为Ⅳ类，8.6%为Ⅴ类，
72.4%为劣于Ⅴ类。营养状态评价结果显示，本月太湖 0.2%的
水域为中营养，27.1%的水域为轻度富营养，72.7%的水域为中度

富营养。太湖主要水质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高锰酸盐指数
4.37㎎/L，氨氮 0.17㎎/L；太湖营养状况评价指标平均浓度值分
别为：总磷 0.091㎎/L，总氮 2.10㎎/L，叶绿素 a22.7㎎/㎥。与
2014 年同期相比，太湖水质类别持平，主要水质指标氨氮、总氮
浓度有所下降；高锰酸盐指数、总磷、叶绿素 a 浓度有所上升；富
营养化状况略有改善。

淀山湖水质为劣于Ⅴ类，营养状态评价结果为中度富营养；
元荡水质为劣于Ⅴ类，营养状态评价结果为轻度富营养。

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质
东南诸河省界水体监测断面共 10 个，其中甘岐水库监测断

面水质未达到Ⅲ类水标准，其余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
准。浙皖边界新安江街口断面水质为Ⅱ类。浙闽边界 9 个河流
监测断面中，甘岐水库监测断面水质未达到Ⅲ类水标准，其余水
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准，其中汇甲溪南溪水库入库口断面
水质为Ⅰ类，寿泰溪 S52 寿泰溪大桥、寿泰溪柘泰大桥寿泰溪断
面、东溪柘泰大桥东溪交汇口下游、东溪柘泰大桥东溪交汇口上
游、安溪庆元政和交界处、竹口溪新窑、松原溪马蹄岙水库坝头 7
个断面水质为Ⅱ类，甘岐水库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

三、省界缓冲区水质达标评价
按照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对省界缓冲区水质进行达标评价，

本月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共评价省界缓冲区 54个。
太湖流域省界缓冲区共 44 个。省界河流缓冲区 41 个，有 5

个水质达标，达标率为 12.2%。其中苏沪边界 6 个缓冲区，水质
均不达标；苏浙边界 16 个缓冲区，有 1 个水质达标；浙沪边界 18
个缓冲区，有 3 个水质达标；浙皖边界 1 个缓冲区，水质达标。省
界湖泊缓冲区 3 个，分别为太湖苏浙边界缓冲区、淀山湖苏沪缓
冲区、元荡苏沪边界缓冲区，水质均不达标。

东南诸河省界缓冲区共 10 个，照澜溪福鼎闽浙缓冲区水质
不达标，其余水质均达标，达标率为 90.0%。

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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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大精密仪器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工商注册号：440301103688248）

原股东潘晓军、施金泉已于 2015 年 4 月

19 日依法将所持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

给深圳市安特高科实业有限公司，现登

报公告，自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各债权债

务人尽快向我公司进行债权债务登记，

如未在有效期内登记的，我公司不予

承认。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大精密仪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20 日

股权转让公告

加快汉江生态经济带开放

开发，是湖北省委、省政府主

动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

中游城市群”建设大局的战略

举措，也是对国内外江河流域

综合开发经验的成功运用。

一、勇担光荣使命，充分
发挥襄阳在汉江流域开放开发
中的战略引擎作用。汉江，是

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推进汉

江流域开放开发，是发展工业

文明与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机统

一，是推进中部地区战略崛起

与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机

统一，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与

确保国家重大工程有效运行的

有机统一，是实施扶贫攻坚与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有 机

统一。

三千里汉江，精要在襄

阳。历史上襄阳“南船北马、

七省通衢”，“汉晋以来，代为

重镇”。而今肩负着省委、省

政府赋予的在汉江生态经济带

建设中发挥战略引擎作用和国

家赋予的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

创新示范的双重责任。引领汉

江流域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和绿色化，是襄阳义不容辞的

光荣使命。

二、勇于改革创新，积极
为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探路示
范。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法

治优良、功能完善、生态一

流、人民幸福，是推动汉江流

域开放开发的应有之义和客观

要求。近年来，我们坚持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统领工作全局，认真贯彻

落实湖北省委“一元多层次”

战略，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坚定不移稳增长、抓投

资、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强作风，全市上下呈现

出竞进提质的发展态势。

（一） 放手发展规模、努力提高质量，不断提升综

合实力。以“市场决定取舍、绿色决定生死、民生决定

目的”为指导，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步

伐，推动主导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传统产业

品牌化。以加快推进“中国有机谷”建设为抓手，加快

现代农业强市建设步伐，全力以赴做强一产；以建设万

亿工业强市为目标，加快建设“中国新能源汽车之

都”，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全力以赴做优二产；以

建设“襄阳云谷”为依托，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大数据

产业、科技服务业发展，全力以赴做大三产；以深化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举措，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全力以赴

提高经济的科技含量和绿色化程度。

（二） 全面深化改革，确保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

有潜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构建“一枚印章管审批、一个部门管市场、一支

队伍管执法”的运行机制；实行项目审批零障碍、注册

零收费、服务零距离“三零机制”；推行权力清单、负

面清单、监管清单“三张清单”，全面落实“非禁即

入”投资政策。深化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改革，变

资源为资产、掘潜力为活力。整合对外开放平台，充分

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三） 以强烈的文化意识指导城市建设与管理、统

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以自然山水

为风貌，以彰显城市特色魅力为根本，以弘扬城市历史

文脉为核心，以人民满意为标准，用物化的建筑彰显文

化的特色，用一流的环境彰显生态的优美，用宜居的标

准彰显人本的理念，用文明的素质彰显城市的精神，丰

富“一城两文化”内涵，打造“千古帝乡、智慧襄阳”

城市品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 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民，不断为人民群众

增添新福祉。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念好“衣食住

行、业教保医”八字经，全面实施 《改善民生三年行动

计划》，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五） 严格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大力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严明抓落实的工作清单、责任链条和纪

律规范，确保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坚持

以上率下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切实担当“两个责任”，

认真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树立注重学识、注重

发展、注重创新、注重实绩、注重勤廉“五个注重”的

用人导向，强化“功成不必在我，但建功必须有我”的

责任担当，弘扬“做官务必做事，但做事绝不做秀”的

务实精神，保持“既看重组织考核，更注重群众感受”

的公仆情怀，用电子日志构建“全程留痕、实时监控、

过程管理、动态评定”的干部绩效考评机制，把从严治

吏落到实处。

三、勇于合作共赢，推动汉江流域开放开发转型升
级增效。要恪守绿色决定生死的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掌握市场决定取舍的科学方

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培育科学发展的战略

眼光，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保持开

放包容的宽广胸襟，正确处理差异化发展与合作共赢

的关系。要把科学发展、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作

为第一要务；把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作为根本动力；

把建设“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作为重要途径；把

生态优先、绿色化发展作为基本方法；把惠民生、增

福祉作为共同追求，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着力建设

“美丽汉江”。要加强横向合作，共商发展大计，寻求

利益“最大公约数”及实现途径；加强生态联保，保

护绿水青山，建设金山银山；加强互动互助，广泛开

展国际合作，鼓励流域内各部门、民间商会和企业之

间友好交往，凝聚合力，共同推动汉江生态经济带开

放开发，为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本版编辑 秦文竹 陶 玙

加快开放开发

实现合作共赢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

、襄阳市委书记

王君正

最近一段时间，河北承接京津功能
疏解和产业转移好戏连台。北京丰台区
的新兴际华凌云建材化工有限公司原料
药碳酸氢钠项目通过技术改造升级，整
体搬迁到武安新兴铸管工业园区；北京
海淀区中关村产业园在秦皇岛建设的秦
皇岛分院正式开园；北汽集团在沧州黄
骅市建设的 50 万辆整车生产基地开始
投产；北京市投资 301 亿元在涿州建设
的医疗后勤保障基地正式开工；天津市
与河北省共同打造的天铁产业园在邯郸
正式开建；北京市与河北共同打造的曹
妃甸科学发展示范区开始起步⋯⋯

京津如此多项目集中落户河北，表
明河北在建立承接京津功能疏解和产业
转移平台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据河北
省省长张庆伟介绍，河北全力推进了 40
个产业承接平台建设，仅去年一年就从
京津引进资金 3757 亿元，占引进省外资
金总量的 51％，承接京津转移项目 163

个，完成投资超过 1000亿元。
资料显示，京津冀三地中河北占有

84.5% 的 国 土 面 积 、 65.9% 的 人 口 总
量、76%的水资源、91%的煤炭储量、
77%的石油储量、93%的铁矿石储量，
这为河北承接京津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
的资源优势。通过近些年的建设，河北
已形成各类产业园区 196 个，可以大规
模承接外来项目落户。为了做到科学发
展、错位竞争，河北省委、省政府通过
对全省各类园区优中选优，确定了 40
个重点承接平台，包括综合类平台 6
个、公共事业休闲旅游类平台 5 个、生
产制造类平台 23 个、商贸物流园区 5 个
和现代服务业类园区 1 个。其中张家口
和承德地区侧重于对接绿色产业、高新
技术产业；秦皇岛、唐山、沧州沿海地
区特别是曹妃甸和渤海新区，侧重于承
接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廊坊、保定
侧重于承接新能源、装备制造以及电子

信息产业；冀中南地区侧重于承接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端产业制造和一般制造
业的整体转移。

河北省除了精准规划产业承接平
台，还在打造好这些平台上狠下功夫，着
力推进了改善生态环境、强化服务措施、
优化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工作。

在改善生态环境上加大力度。全省
实施了 2017 年底前削减 6000 万吨钢、
6100 万吨水泥、4000 万吨煤炭、3600 万
重 量 箱 平 板 玻 璃 的 6643 节 能 减 排 工
程。2014 年淘汰改造燃煤锅炉 3.96 万
台，削减煤炭消费量 1500 万吨，首次实
现煤炭消费负增长；综合整治重污染行
业企业，完成钢铁、水泥、电力、玻璃等重
点行业脱硫脱硝除尘改造项目 528 个，
956家重点企业实施污染源在线监控，搬
迁主城区重污染企业 36 家；完成 307 座
矿山、3060 家储煤场粉尘治理，淘汰黄
标车 66.7 万辆；全省单位生产总值能耗

下降 6.5%，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节能
目标。

在强化服务措施上加大力度。河北
省先后就三地协同发展梳理出 64 项重
点工作进行了逐一分解，并落实到每一
个责任单位，把上门全程一站式服务贯
彻到整个招商引资中。比如为做好两地
对接，2014 年河北省工信厅与北京市经
信委组织了北京的 27 个园区与河北的
57个园区分批进行 6次产业对接。

在优化政策环境上加大力度。河北
各地的承接平台不仅在土地使用、配套
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国家政策允许范围
内的优惠。还实施了比较灵活的税收分
享政策，比如在中关村秦皇岛分院建设
中，海淀区和秦皇岛市双方经过商定，对
这些北京转移来秦皇岛的企业实施4∶4∶2
的税收分享政策，即对外迁企业在当地
上缴税收，由两地政府各占 4 成，其余 2
成返还企业作为发展基金，使得两地三
方实现互利互惠。

通过互惠双赢的产业平台建设，河
北各地吸引京津产业项目落地大见成
效。其中保定全力打造环首都、环市
区、环白洋淀 3 个功能疏解承接平台，
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园区达 34 个。投资
35 亿元的中国航天涞水科技研发基地、
投资 53 亿元的解放军总医院涿州后勤
保障基地、投资 350 亿元的涞源中美科
技园等一批优势项目先后签约并开工。
沧州市则紧紧依托河北省规划的任丘石
化产业基地、渤海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
和沧州市中心城区产业基地 3 大平台，
整合 8 家开发区的力量，全力引进京津
工业项目和高科技项目、实现区域产业
错位发展。目前，全市与北京实施的合
作项目达 431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163
项。引进天津项目 432 个，亿元以上项
目过百项，其中仅汽车产业就引进北汽
黄骅基地、北京现代沧州第四工厂、京冀
合作的河间再制造基地等项目，预计全
部投产后，将形成年生产新车 100 万辆，
汽车起动机、发动机再制造 400 万台的
大型汽车生产基地。

精准规划 优势互补 错位发展 强化服务

河北搭建大平台承接京津产业转移
本报记者 雷汉发

产业转移是京津冀协同

发展率先突破的着力点之

一。河北省对省内各类园区

优中选优，确定了40个重点承

接平台对接京津功能疏解和

产业转移，还在打造好这些平

台上狠下功夫，着力推进改善

生态环境、强化服务措施、优

化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工作

4000 平方米的展区，近千幅
珍贵的文物图片，把观众带回遥远
的海上贸易时代。在 5 月 17 日至
21 日举行的首届“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博览会暨第十七届海峡两岸
经贸交易会”上，承载这些历史记
忆的老照片展区引人入胜。这些曾
经在联合国总部以及国内多个城市
巡回亮相的文物精品图片，涵盖了
包括福建在内的 7 省市海上丝绸之
路的历史记载，大量产自中国和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精美瓷器、
丝绸、陶器、金银器、香料照片，
将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的精华一一

呈现。
以“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开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愿景”为主
题的本届博览会，以经贸交流为主
线，集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合
作、旅游合作和文化交流为一体，是
中国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搭建互利合作桥梁、福建和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扩大与其他国
家和地区经贸交流的重要平台。博
览会 7 场主要活动都与建设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密切关联。其中既
有深化区域合作的亚洲工商大会，
又有展示自贸试验区风采的高层级
论坛；既有体现人文交流特色的“一
带一路”文化经贸之旅，又有探讨服
务业创新发展的合作对话；既有加
强商品贸易的采购洽谈会，又有“高
端引智”的高校座谈会，丰富的内容

极大地提升了博览会的影响力。
首次在福建举办的以加强区域

合作为主的亚洲合作对话——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论坛暨亚洲工商大
会吸引了来自 31 个国家的 600 位
工商界人士。大会围绕“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提升亚洲务实合作水
平”的主题，分别就亚洲工商大会与

“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发展、相互促
进、互利共赢，发挥本地区多边金融
机构优势，推进“一带一路”金融合
作，发挥会展优势推进亚洲经贸合
作等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

此次博览会将进一步扩大福建
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与国内沿线城市中的影响力，加强
区域间经贸、文化、旅游等方面的
交流与合作，打造经济融合、文化
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福建：笑迎八方“海丝”客
本报记者 石 伟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通讯员杨少

明报道：大连海关与辽宁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日前在丹东签署《丹东地区海关、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三互”合作试验区
实施方案》，正式建立关检“三互”合作
通关试验区。

本次关检改革合作具体包括：打造
关检信息交换及共享平台、加快推进电
子口岸建设、共同推进“单一窗口”建
设、深入推进关检合作“三个一”、推进
监管结果互认、推进一体化通关管理、
推进服务措施互认、深化关检协同防
控、深入推进“共同查验”、优化行邮物
品 X 光机“一机两屏”查验模式、深化关
检协同执法、共同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发
展等 14项内容。

“三互”合作通关试验区为大连海
关关区、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辖区丹
东地区两关两检，通过“三互”合作全面
开展关检一体化，进一步推进口岸大通
关建设。实验区覆盖丹东地区的陆路、
海 运 、空 运 、旅 检 行 邮 和 特 殊 监 管 场
所。大连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三互”
通关模式叠加了关检合作“三个一”、海

关无纸化通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无纸化报检等改革成
果，实现了海关和检验检疫之间、辖区各口岸之间的信息
互换、监管互认和执法互助。

这是工人在秦皇岛市开发区风电企业托运风扇叶片。近年来，河北省秦皇岛市千

方百计引进发展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工程及新医药、电子信息（大数据）等产

业项目，取得良好效益。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辽宁建立

﹃
三互

﹄
合作通关试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