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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推行河长制以来，全域河道水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让 碧 水 清 流 重 现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李保健

“我每天都沿着戴河走两圈，看看有
没有垃圾洒落河边，有没有污水流入河
内。环境治理好了，还得长期保持住。”日
前，《经济日报》记者在秦皇岛开发区牛头
崖管理区小米河头村见到党支部书记高
俊平，作为戴河分段的村级河长，他正带
领该村党员志愿队巡查戴河岸边环境。

“河长制是新时期加强河流管理与保
护、推进水污染治理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新
举措。”河北省水利厅副巡视员张宝全称。

让污染的河流清澈起来，让被阻塞的
河道通畅起来。如今，河北省多个城市都
已推行河长制，河北全域河道水环境质量
得到持续改善。截至 2016 年 10 月底，河
北纳入国家考核的 74 个水域断面中，达
到或好于Ⅲ类的水质断面比例为 43.2%，
比国家设定的年度目标高出 2.7 个百分
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36.5%，比年度
目标多下降5.4个百分点。地下水水质极
差比例控制为零。

责任到人——

条条河流有河长

“以前，橡胶坝部分河段长了好些水
草，现在都全部清理了，水质好多了！”在
承德市滦平县牤牛河边，谈起河流的变
化，住在附近的市民感叹道。

“关键就在于实现了‘一河一长’，从
而实现分区、分级、分类管理，实现了责任
主体、管理办法、整治任务三到位。”滦平
县相关负责人介绍，滦平县境内的潮河、
滦河两大水系蜿蜒流入密云水库和潘家
口水库，每年向京津地区供水 12.61 亿立
方米。从 2014 年起，滦平不断探索在全
县范围实施水资源管理、水污染治理、水
生态修复三位一体的河长制管理模式。
县长为县域河流一级河长，乡镇长任辖区
内河流二级河长。

目前，该县列入河长制管理的 5 个重
点河道断面水质达标率不断上升，6 处跨
界断面出境地表水监测数据均达到国家
标准。滦河、潮河在滦平县流域内断面一
直保持Ⅱ类优的水质。

河长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确定了河
流治理的责任主体，各级河长纵向形成了
治水的“首长责任链”，横向则能统一协调
发改、水利、国土、农业、环保等部门，形成
共治水污染、改善水生态的良好局面。

秦皇岛毗邻大海，河道纵横，有 17 条
入海河流。因种种原因，河流生态环境一
度遭到不同程度破坏。

为 让 碧 水 清 流 重 现 ，秦 皇 岛 市 于
2015 年全面推行“河长制”，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分别担任主要河流市级河长。
目前，秦皇岛市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
河长齐抓共管，覆盖全市所有河流和全部
流域范围的河道管理体系，17条入海河流
设立市级河长 34 名，县级河长 113 名，乡
级村级河长 1463 名，使得每条河、每个河
段、每米河道都有人管、都有责任人。

如今，河长制正在河北省更多城市推
开。石家庄市对洨河实行了分段河长制

管理；承德市在滦河、潮河、武烈河、柳河
等 8 条主要河流流域范围内，实行由县区
委书记、县区长担任辖区内河流的一级河
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担任辖区内二
级河长的管理体系，对辖区内水环境保护
负总责；邢台明确9名市领导分包17条河
流，强化河流污染治理和责任落实；沧州
市在全市 13 条重点河流推行河长制，由
市政府负责人担任河长，相关县（市、区）
政府负责人任河段长，治理区域内河段、
沟渠的水环境，北排河、沧浪渠、黑龙港河
等13条河流都有了河长。

量化考核——

治理污染成常规

大多数河流水环境良好，鱼类、鸟类、
藻类以及沿岸植物和谐共生，生态链条稳
定；海水浴场稳定达标，93.1％为Ⅰ类水
质，近海海狮、海豹、江豚频频出现⋯⋯在
秦皇岛，河长制带来的水治理效果正在
显现。

严格考核奖惩，秦皇岛市对河长制管
理实行菜单式分解、契约化管理、审计式
验收、公开化奖惩。对因失职、渎职导致
河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依法依规追究
责任单位、责任人的责任。

落实责任，层层示范。去年，秦皇岛
市主要领导带头落实河长负责制，对分包
的戴河、洋河进行首次徒步踏查。他们从
两河入海口沿河道上溯，踩河冰、走田园、
访住户，详细了解河道生态建设、沿岸产
业布局以及污染物治理等情况。

严格考核，刚性凸显。去年，秦皇岛
市 7 名科级干部因治污不力、工作不到位
受到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

如今，对 17 条入海河流的流程、流域
进行实地踏查，成为几乎每个双休日秦皇
岛市、县、乡、村 1600 多名河长及各级水
务、环保、城管、发改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的

“必修课”。截至 2016 年底，全市共拆除
临河房屋、码头、仓库等违章建筑 151 处、

7.2万平方米，关闭河道非法采砂场31个，
关停、整改临河养殖场 2317 家。加强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2016 年全市调减大田
玉米种植 25 万亩，退出涉水重污染企业
115家。

随着河长制的刚性考核，河北各地河
流污染整治由过去阶段式治理变成常规
的行政行为，激发了各地治水管水的积极
性，促进了流域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承德市设置了 80 个跨县区、跨乡镇
的河流生态考核断面，将河长制落实情况
纳入年度环境保护目标，考核结果直接用
于县处级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沧州市
要求河长做好牵头组织开展河道水质和
污染源现状调查，形成“一河一档”，研究
制定水资源治理措施和方案，形成“一河
一策”；在邢台，河长现场踏勘要做到五必
看：河流沿途入河排污口必看；沿途村庄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置情况必看；沿途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必看；沿途
工业企业生产设施运行情况及污水排放
情况必看；国控断面、省控断面、各县市区
出境断面水质情况必看。

机制到位——

管段污染需买单

“流域生态补偿管理机制”是河北省
配套河长制治理水系污染的一项重要举
措。早在2008年3月，河北省就在子牙河
流域率先实施水系生态补偿金管理机制，
规定子牙河水系各市，当河流入境水质超
标，而出境断面污染物浓度继续增加时，
按照规定扣缴生态补偿金。

扣缴生态补偿金与河长制是治理水
污染的两把利器。2008 年，在子牙河流
域扣缴生态补偿金管理机制开始实行一
个月后，石家庄市因流域出境水污染超
标，当月被扣缴 360 万元。在此教训下，
石家庄市开始亡羊补牢，政府出台河长
制，由副市长每人包一条河流，同时制定
了红黄牌制度。结果，水质考核排名末

位、主要河流 COD 浓度严重超标的深泽
县得到一张“红牌”；无极、栾城、赵县、高
邑等 COD 浓度超标较严重的 4 县则各得
一张“黄牌”。高压之下，污染企业或关
停、或整改，当年 9 月份，石家庄市出境断
面水质全部达标。

非常之时，非常之举，让人们看到了
非常效果。2012 年，河北省在省内全面
推行跨界断面生态补偿金扣缴。据统计，
生态补偿金扣缴制度实施以来，全省扣缴
生态补偿金达 10 亿多元。2012 年，河北
省“流域生态补偿管理机制”获得第六届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这是全国首个
获得该奖项的环保类项目。

2016 年，河北省再次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河流跨界断面水质生态补偿的通
知》，收严了考核标准、加大了惩罚力度、
引入了奖励机制，进一步加大了河流水质
治理力度。“到 2017 年底前，对具备建站
条件的饮用水水源地、国省控河流断面、
跨市河流断面、入海河流控制断面建设水
质自动站，实现水质实时监控；到 2019
年，完成全省具备建站条件的跨县界河流
断面水质自动站建设，并实现省市县环境
保护部门联网。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全
省规范统一、天地一体、上下协调、信息共
享的水生态环境监测网。”河北省环保厅
副厅长赵军说。

近期，河北省再次修订了实行河长制
工作方案。按照规划，今年年底前，省、
市、县、乡四级河长制组织体系将全面建
立。全省将围绕实施水资源保护、河湖水
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
生态修复、执法监管 6 大任务，研究制定
河长名单公告、河湖管理会议、河湖信息
共享、工作督查、绩效考核评价、河湖管理
奖惩 6 项配套制度，探索建立省级管总、
市县分级负责的责任机制和公平公正激
励问责的奖惩机制，逐步构建责任明确、
分级管理、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
理保护体系，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
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江西省抚州市麻岭下村走生态路、吃生态饭:

青 石 巷 中 游 古 村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彭国正

麻岭下，一个极富诗意的地方。作为
江西省抚州市首批 36 个重点打造的抚河
流域生态示范村镇之一，南城县建昌镇麻
岭下生态示范村吸引了《经济日报》记者前
往探访。

“别看咱们村落只有百来户人家，名气
却不小呢。”村支书梅卫星告诉记者，麻岭
下村山秀景奇、泉清水碧、人文荟萃，自古

就是当地市民休闲的“后花园”，《南城县
志》记载，山水田园诗鼻祖谢灵运曾游历麻
岭下，留下了“铜陵映碧涧，石蹬泻红泉”的
佳句；“反围剿”时期，毛泽东曾经在此指挥
作战，现在还保留着他的故居⋯⋯

既有山脉、水脉之景致，又有文脉、人
脉之传承，麻岭下村无疑是个有品质、有故
事的地方。“打造优良的生态环境、优美的

生活环境、优越的生产环境，让麻岭下村既
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又留得住乡愁。”梅
卫星说。

依山傍水的麻岭下村有着优美的自
然环境，坐落于麻源水库下游，紧邻“洞天
福地”的著名仙山麻姑山。“守着这么好的
资源，我们绝不能不作为。”梅卫星说，在发
展中，他们特别注重将独特的竞争优势和
发展潜力优化，做强产业支撑。如今，“走
生态路、吃生态饭”已然成为麻岭下人的共
识。沿着这一思路，麻岭下村以“水生态文
明+新农村建设+绿色生活方式”为主要内
容，充分挖掘当地绿色、古色、红色旅游资
源，着力打造集文化创意、民俗展示、体验
观光、娱乐休闲为一体的样板生态旅游示
范区。一年四季，无论哪个时节，漫步村
中，沿着青石巷，处处可见流水、小桥、栅
栏、荷池、菜地，如同欣赏一幅优美的水墨
画。而环绕着村子的两千亩无公害蔬菜和
百果园以及百亩莲池，更是构成一道美丽
的自然景观带：春天百花争艳、姹紫嫣红，
夏天莲叶田田、鱼翔浅底，秋天天高云淡、
硕果累累，冬天万径踪灭、独钓江雪。一年
四季美景迭出，彰显着现代田园的自然之
美⋯⋯

“重现乡村之美，需要全体村民参
与。”梅卫星告诉记者，在抚州市首批生
态示范村镇创建中，麻岭下坚持按照生活
宜居适度的要求，统一设计户型，统一绿
化，统一配套路、水、垃圾箱等设施，高

标准施工，形成了配套齐全、怡人怡心的
农庄布局。去年，全村以变革的决心“治
脏”，全面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坚持
突出群众主体作用，鼓励村民投工投劳，
清淤治水，拆除家中散养猪牛舍，彻底改
变了昔日臭气扑鼻来、粪便随处见、蚊蝇
满天飞的生活环境。在打造最美村居过程
中，设计者还匠心独运，按照“修旧如
旧”的原则，对原有的几十栋破败民居妥
善进行了修缮，较好保存了古建筑的地方
特色风貌。每到农闲时节，打糍粑、磨豆
腐、做米糖⋯⋯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更是
增添了村庄的吸引力。

“美好生活必须体现生产发展、物质富
足、生活幸福。”梅卫星说，麻岭下村致力抓
生态建设、抓环境整治，归根结底还是为了
促进农村的产业发展，实现农民增收，提升
群众幸福指数。借助全县在这里建设首个
现代农业示范园平台的契机，村里引进先
进的农业品种、技术和理念，将农民手中的
土地全部进行集中流转，实行规模化生产、
产业化经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除
了享有固定的流转租费外，或外出打工，或
到农业园区当产业农民，收入渠道不断拓
宽。如今，村里的千亩蔬菜大棚，六百亩水
蜜桃、葡萄、仙枣、枇杷等特色水果基地，以
及百亩莲池都已渐成规模。以花果为媒，
一年四季前来旅游观光的城里客络绎不
绝，农家乐、民俗游、民宿成为经济发展新
亮点。

汽车沿厂区道路蜿蜒前
行，车窗外一边是滚动的煤
炭传输带、钢花四溅的炼钢
高炉和高耸的炼焦烟囱；另
一边是茵茵的绿树、盛放的
花朵和清澈的碧水。

“要是早几年来三钢，我
可不敢带你们到厂区参观。
那时焦炉车间烟囱冒的是黑
烟，工厂上空经常罩着一层
黑云。”总经理曾兴福说。

钢铁企业的污染物主要
是二氧化硫，而国内当时的
脱硫技术尚不过关，省市两
级政府和三钢下决心在脱硫
技术上进行突破。2014 年，
这座有着近 60 年历史的大
型钢铁企业全生产线实现了
从半脱硫到全脱硫的跨越。

“三钢在三明属于污染
物排放量最大的企业，但治
理力度最大，成效最显著。”
三明市环保局局长吴成球
说，在三钢的示范和带动下，
当地企业环保意识显著增
强，2014 年，三明市减少固
废排放20万吨，污染物排放
1 万多吨，全市二氧化硫排
放减少了50%。

福建省坚持把生态文明
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科学有
效的长效机制之上，以法治
污 ，依 法 护 绿 。 2016 年 8
月，福建省被确定为首个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2016 年 12 月，福建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式开市
运行。这项以市场化机制推进环境污染治理的改革
试验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能。首日成
交的 1822 万元碳排放权创下全国试点省市开市首
日成交量新高。

从“谁污染，谁治理”到“排污者付费，专业户治
理”，福建省推出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新模式以市
场化、专业化、社会化为导向，以环境公用设施、重点
区域和重点行业污染治理、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领域
为重点，通过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推进环境污染第三
方治理。

以斩断污染资金来源、助推环保产业发展为目
标的绿色金融是福建省近年来力推的一项重要举
措。2015 年以来，全省绿色信贷贷款余额达 1500
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余额的5%以上，从高污染、高
耗能和高环境风险行业累计退出贷款 1100 多亿
元。三明市建立企业“红黑榜”与信用评价挂钩，从
初期的40余家企业扩大到178家企业，根据评价结
果分别授予环境优秀企业、环境良好企业、环境合格
企业、环境不良企业 4 个等级。环境信用评价不良
的企业不仅在信贷方面受到限制，还在行政许可、评
先创优、资金补助等各方面受到相应的约束和制裁。

福建省环保厅厅长朱华介绍，在环境治理由以
往政府投资为主向市场化治理转变的同时，福建省
还对环境监管模式进行同步改革，从过去监督企业
为主向监督地方政府转变。由省委、省政府派出的
环境保护督察组相继开展了对各地的环保督察，督
察结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任免的重要依据。

图为厦门环岛路风光。 （资料图片）

福建创新生态保护长效机制
—

—

环境监管变督企为督政

本报记者

石

伟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近日，广州市人民政
府印发实施了《广州市城市环境保护总体规划

（2014-2030年）》，将国家、省已划定的法定生态保
护区及广州市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保
护、水土流失等生态系统重要区，划入生态保护红
线，并对全市环境资源承载能力进行全面评估，编制
形成了广州首个环境空间规划。

《规划》还制定了21项环境指标，其中生态保护
红线区面积比例、PM2.5 年均浓度和空气质量达标
天数比例等12项为底线指标，要求规划期内必须达
到。按照《规划》提出的指标，今年广州要建立完善
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确立环境空间管控体系，空气
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达到 85%，PM2.5 年均浓度不高
于35微克/立方米。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要形成有序的环境空
间管控局面，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态保护红线得
到严格管护，产业园区布局得到优化，城市水体力争
消除黑臭，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达到90%，PM2.5
年均浓度达到 30 微克/立方米，污水垃圾处理等环
境公共服务覆盖到所有行政村。

广州市环保局透露，目前正在制定生态保护红
线绩效考核办法，考核结果将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综合评价及责任追究、离任审计的重要参
考。对违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造成严重生态
破坏的部门、机构和有关责任人员，要按照《党政领
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和法律法规规
定，实行责任追究。

图为治理后的河北迁西滦河新貌。 （资料图片）

依山傍水的江西抚州麻岭下村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图为麻岭下村村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