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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6月底，31个省(区市)百万名河长上岗

江河湖泊有了“健康守护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截至今年6月底，全

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全面建立河长制。通

过实施河长制，很多河湖

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

人管”、从“管不住”到“管

得好”的转变，一批河湖

管理保护难题得到解决，

河湖状况逐步好转

环境美不美，关键要看水。截
至今年6月底，全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已全面建立河长制，共
明确省、市、县、乡四级河长30多
万名，各地还因地制宜设置了村级
河长 （含巡河员、护河员） 76万多
名。水利部部长鄂竟平表示，通过
实施河长制，很多河湖实现了从

“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
住”到“管得好”的转变，推动解
决了一批河湖管理保护难题，河湖
状况逐步好转。

目前，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进
入新阶段，如何实现河长治、湖长
治，是摆在全国水利部门面前的重
要课题。

河长制优势初步显现

盛夏时节，浙江台州临海市灵
湖公园，水清岸绿，荷花朵朵，让
人心旷神怡。

“如今的灵湖景区已成为临海城
市建设的重要展示窗口。”浙江台州
临海市河长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罗文介
绍说，河长制实施前，这里土壤贫
瘠、植被稀疏，黑臭污水随处可见，
空气腥气难闻，水体蓝藻爆发频繁。
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整个城市
居山面海，境内河网密布，“断头
河”问题严重，河湖整治、管理任务
艰巨。

在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推进过程
中，台州市实施“大系统治水、大循
环治水、大项目治水、大民资治水”
四轮驱动战略，针对“断头河”成因
复杂、程度不一的问题，分类采取了
清淤疏通、明渠开挖、管道接通、箱
涵连通、保留循环及综合处理等方
法，在全省率先打响了“断头河”连
通战，推进全流域治理、全水系整
治，构建了覆盖全市域的循环生态美
丽水网。一年内，台州市104条“断
头河”全部连通。

守水有责，守水尽责，河长制
的核心是责任制。许多地方党政一

把手管河，一竿子插到底，层层压
实了河长责任。

“定南县是东江源区县，为确保
一江碧水流向粤港，自实施河长制
以来，形成了以县委书记为县级总
河长、县长为副总河长、6 个县级
领导为6条河流流域河长、7个镇镇
长为河段长、119 个村主任为专管
员的县、镇、村三级管理体系。”江
西省定南县河长办公室负责人李志
宏介绍说，一把手督战，以问题为
导向，以考核问责倒逼河长制落
地，并以水质水量监测、水域岸线
管理、河流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主要
考核指标，把全面推行河长制纳入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和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

鄂竟平表示，自2016年11月中
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
意见》以来，一张张河湖责任网在全国
层层织密。全国省、市、县、乡四级30
多万名河长中，省级河长有402人，其
中59位省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总
河长。29个省（区、市）将河长体系延
伸至村，设立76万多名村级河长，实
现了“每条河流都有河长”的目标，许
多河湖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
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

多方联动实现社会共治

河流环境问题，表象在水里，根
源在岸上。江苏省无锡市副市长刘
霞介绍说，在治理梁溪河时，水里疏
通河道的同时，岸上也关停了 76 家
化工企业，并建立了核心保护区。如
今，河边居民纷纷表示，“整条河道像
是清了肠，水不臭了，河里有鱼了”。

守一方水土，护一河清流，关
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为了形
成社会广泛参与、问题及时解决的
河长制工作格局，从区域到流域，
从大江到小河，福建省漳州市不断
完善基础数据，建立“一河一档”，
全市 138 个河长制办公室挂牌运
作，319名河长、1104名工作人员

以及1201名河道专管员全部上岗履
职，各地“民间河长”、志愿护河
队、义务监督员等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河流管护。

“我们的工作有苦、有酸、有
辣，也有甜。”福建漳州市平和县山
格镇河道专管大队长黄榕城坦言：

“我们这里是蜜柚产地，以前老百姓
环保意识不强，大家都往河里扔坏
柚子，我经常半夜接到举报，穿上
制服就往现场跑。乡亲们一开始不
理解我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现
在随着环境越来越好，大家的环保
意识逐渐增强，河里越来越干净。
特别是今年，河里一个坏柚子都没
有，家乡变美了，大家对我们的工
作也表示认可。”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治水靠一个部门单打独斗不行，
必须统筹上下游、左右岸系统治理，
特别是要引导公众参与，才能让河湖
管理保护意识深入人心。”鄂竟平举
例说，在南水北调工程上中线1400
多公里路段，约有1200座桥，每座
桥上都立了一个举报牌，只要你发现
南水北调工程有问题，你都可以举
报，上面有举报单位，还写明了有奖
举报。“自从立了这个牌子，效果非
常明显，有相当多问题都是从群众的
举报电话中得知的。”鄂竟平说，我
们要建立一套具有激励性的监督举报
机制，让更多的群众有动力参与到河
湖的管护中。

建立河湖管护长效机制

当前我国水资源短缺、水环境
污染、水生态损害和水灾害等新老
水问题交织，集中体现在河湖水
域，全面推行河长制还存在一些薄
弱环节。有的地方河长责任不落
实、履职不到位，有的河湖突出问
题整治力度不够，有的地方部门协
同、区域联动机制尚未全面建立，
有的地区技术力量薄弱，河湖管理
手段比较落后。

“目前，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进
入新阶段，下一步要推动河长制从

‘有名’到‘有实’转变，名实相
符。”鄂竟平解释称，所谓“有实”
就是要解决河湖管理和保护中的问
题。同时，水利部将会同相关部门
与地方党委政府，坚持问题导向，
细化、实化河长制任务，聚焦管好

“盆”和“水”，即管好河道湖泊空
间及其水域岸线、管好河流湖泊中
的水体，向河湖管理顽疾宣战，打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河湖新格
局，还河湖以健康美丽。

怎 么 盯 住 “ 盆 ”？ 主 要 盯 住
“盆”里的“四乱”现象，即乱建、
乱采、乱堆、乱占，从而开展相关
的整治工作。如何保护“盆”里的

“水”？就是要盯住水脏、水少和水
多的地方，也就是解决水污染问
题、解决水生态问题、解决防洪安
全问题。其中，与有水河道比起
来，无水河道的问题更多，“四乱”
现象更严重。

“无水河道是下一步推进实施河
长制的重点，也是难点。”鄂竟平表
示，为了还无水河道本来面目，一
方面将依托清“四乱”专项行动，
重点清理无水河道；另一方面，将
努力实施无水河湖生态补水措施，
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工程调度，
向无水河道进行生态补水，以保证
无水河道不但能清理，今后还能长
期维护良好的面貌。

河湖管理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河湖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
长期积累形成的，全面推行河长制
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鄂竟平
表示，为推动实现河长治、湖长
治，下一步将建立完善河湖档案，
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给每条河
流一份健康承诺，到2020年，力争
全国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
体的比例超过70%，重要江河湖泊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80%以
上，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
丽河湖景象逐步显现。

2020年再退出1000家一般制造业企业

北京散乱污企业将动态清零
本报记者 杨学聪

盛夏时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八师143团14连的棉花试验田里一
片郁郁葱葱，几乎每一片棉叶上，都
能看见蚜虫的天敌——草蛉和瓢
虫。“其他棉田已经打8次农药了，我
家才打了 2 次，虽然药量减少了，但
棉花长势更好。”种棉户李加新说。

7 月下旬是棉花从开花到结铃
的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防治与水肥
管理的重要阶段。一般情况下，在
苗期阶段需要施用 2 到 3 次农药，
以预防和防治害虫。而在试验田，
前期不喷洒农药，通过采取相应的
拌种技术，棉种吸收药液后，抵抗
棉蚜的危害持效期可达 40 至 50
天。因为前期不用农药，保护了棉
花害虫的天敌，为棉花生长中后期
抑制蚜虫或其他害虫提供了保障，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逐步改善棉田

生态环境。
去年，棉花主要害虫大面积发

生，造成严重减产。棉户为防治虫
害多次、大量喷洒农药，普遍施药
7 至 10 次，有的甚至达到 15 次，
给土地带来负担，对生态环境造成
了污染。“一些种棉户环保意识不
强，经常打‘安慰药’‘放心药’，
甚至针对同一种防治对象使用几种
不同的农药。”新疆农垦科学院植
物保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振辉告
诉记者，新疆北疆棉田存在过度施
用和滥用农药的情况，造成生态环
境污染和害虫抗药性增加。比如，
磷肥施用过多就会造成土壤板结，
氮肥施用过多会让有效氮尚未利用
就挥发掉，导致农民购买化肥成本
升高。

“培养‘天敌’，利用‘天敌’，取

代农药，消灭害虫。”今年，新疆农垦
科学院提出的棉花全程绿色防控技术
管理方案为保护棉田生态环境、确保
棉花质量和产量开辟了一条新路。该
院主持开展的“新疆北疆棉区棉花化
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研究与示范”研
究方案提出，最大限度保护棉花害虫
的天敌，为其提供繁殖场所，从而预
防虫害。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棉花“双
减”项目首席专家陆宴辉认为，化
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会影响农田生物
多样性，发挥科技作用，减少农药
用量，是一条必走之路。他表示，
通过包衣技术可以控制早期害虫发
生；苦参碱等生物农药的使用，不
但可以控制害虫数量，还会减少对
其天敌的伤害。

对此，课题组针对北疆棉区棉
花生长情况，研究农药减施增效技
术，针对棉花育期不同病虫危害特
点，突出“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的植保理念，采取以农业防治和生
物防治为主、加强物理防治、辅助
化学防治的防控策略。同时，建议
注重合理用药、隐蔽用药、精准用
药，降低化学农药用量，为到2020
年全国化肥农药使用实现零增长做
出贡献。

新疆农垦科学院提出棉田环保新思路——

培育害虫天敌 减少喷洒农药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通讯员 王冰姿

北京市日前出台的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2018年至2020年行动计
划及 2018 年工作要点提出以下目
标：2020 年，高质量完成京津冀协
同发展中期目标任务，初步形成协
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到
2020 年，北京将再退出 1000 家左
右一般制造业企业，实现散乱污企
业动态清零。

近 4 年来，北京不断加强顶层
设计。在梳理过去工作情况的基础
上，2018 年至 2020 年行动计划和
2018 年工作要点除延续上一轮行
动计划中需要持续推进的事项外，
增加了新的内容。其中，坚定有序
疏解非首都功能仍然是重中之重。

“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牛鼻子’，也是北京工作
的‘牛鼻子’。”北京市委主要负责同
志表示：“疏解非首都功能要一抓到
底，不会‘换频道’，‘疏解整治促提
升’专项行动要坚定有序推进。聚
焦这个核心任务，需始终保持‘舍’
的定力，集中攻坚，务求实效；着力
从以零散项目、点状疏解为主转向
以点带面、集中连片，央地协同、形
成合力，系统联动、整体推进。”

北京市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8 年上半年，北京已关停退
出一般制造业企业 473 家，疏解提
升市场 112 家、物流中心 15 个，建
设和规范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
742个。部分学校和医院疏解稳步
推进——北京工商大学良乡校区二
期新建工程已开工，北京电影学院
怀柔新校区一期工程完成主体结构
封顶，同仁医院亦庄院区等项目有
序推进。到2020年，北京将基本完
成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建筑大学、北

京电影学院新校区建设，稳步推进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新校区建设。

据了解，在非首都功能疏解方
面，今年北京还将推动三环内区域
性专业市场疏解取得明显进展；加
快推动规划土地、财税价格等措施
落地，构建完整的疏解政策体系。

未来 3 年，北京将聚焦核心任
务，坚持疏控并举，聚焦重点领域和
重点区域，持续推进“疏解整治促提
升”专项行动，不断优化提升首都功
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强化两翼联动、合力打造非
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同时，北京
还将着力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生态
环境协同保护和治理，全力打造京
津冀区域绿色生态屏障，携手构建
山川秀美的京津冀。同时，实施新
一轮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协调推进
北运河、潮白河等跨界河流水环境
治理和生态工程建设，持续推进京
冀生态水源保护林、京津风沙源治
理、太行山绿化等京津冀区域重大
生态工程建设，实施新一轮百万亩
造林绿化工程，构建“廊道+斑块”
的生态格局。

此外，北京还出台了非首都功
能产业疏解配套政策意见，联合津
冀印发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
点平台建设意见并积极落实，利用
科博会等平台开展对重点承接平台
和产业合作项目的宣传推介。

2018年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期目标的起步之年，目前，北京推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各项任务有序
推进，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超半。
据了解，今年1至6月，北京不予办理
不符合条件的新设立或变更登记业
务903件，累计达1.95万件。

纳木错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

2012年《西藏纳木错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实施后，纳木错生态环境保护
管委会大力实施退化土地生态修复试点、纳木湖乡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等9
个项目，治理退化草地、修复道路景观……一系列措施使纳木错的生态环境
得到了明显改善。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纳木错展现大美生态

纳木错湖面清澈洁净，引来飞鸟在此嬉戏。

游客在纳木错湖边拍照留念。

新疆农垦科学院课题组工作人员在
棉田里进行实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