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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兰山区解决城市管网难以覆盖的“盲区盲点”问题

“点穴治污”解难题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臧德三

找准水污染防治的关

键“穴位”，山东省临沂市

兰山区按照“政府引导、市

场主导、企业参与”的理

念，组织技术攻关和实践

创新，精准施策、合力攻

坚，解决城市管网难以覆

盖的“盲区盲点”问题，治

污效果显著

“黑臭水变清流，小时候记忆中
的柳青河又回来了！”71岁的山东省
临沂市兰山区枣园镇村民吕宗进重
新拿起搁置多年的钓具，稳坐“钓鱼
台”：“这里水清了、岸绿了，野鸭、白
鹭这些鸟儿也飞回来了，看着心里真
舒坦！”

兰山区的柳青河西支流全长 20
公里，流经 3 个乡镇、80 多个社区。
近年来，沿途建起数百家涉水工业企
业，城乡黑臭水体和农村生活污水两
大“顽疾”，导致柳青河水质长期不达
标。2016 年底，全国城市黑臭水体
整治监管平台显示：柳青河西支黑臭
度为重度。昔日载满乡愁的柳青河，
如今让人掩鼻侧目、避之不及。

找治理难点

兰山区委书记王君师告诉记者，
作为临沂市中心城区，兰山区域经济
活跃、城镇化水平高、外来人口多，随
着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
推进，特别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加
快了农村人口集中居住的趋势，城市
管网短时间内难以覆盖，偏远乡镇、
大型农村社区生活污水直排问题突
出，形成了污染源头和治污“盲区”。
同时，辖区河流小支流小污染源多，
收集难，污染物浓度和水量不稳定，
造成城乡黑臭水体问题突出，“年年
治理年年反复”，严重影响了人居环
境和经济发展。另外，部分农村社区
建设初期虽然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
但是受处理能力差、使用寿命短、维
护成本高、重建设轻管理等因素影
响，往往最终停运，造成了重复建设
和浪费，也影响了点源治污。

“让柳青河变清，成为百姓的热
切期盼。我们戳准水污染防治的关
键‘穴位’，精准施策，合力攻坚。按
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参
与’的治污攻坚理念，组织技术攻
关和实践创新，由金锣集团研发的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污水处理
技术和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点源
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实现了

‘点穴治污’，解决了关键难题。”王
君师说。

全流域治理

在兰山区半程镇永太河与柳青
河交汇处西北角，一个标有“金锣污
水处理设备”字样的搪瓷罐体格外引
人瞩目。它“吞进”刺鼻难闻的永太
河黑臭水体后，一股股清澈的水流喷
涌而出，流入下游柳青河。

源头不治，柳青河难清。金锣集
团创造性地将流域治水节点前移，从
主河道向支流和点源推进，坚持农村
治污与城镇治污并重、点源治理与面
源控制并重，确立了“治理点源、净化
支流、控制面源”的全流域治理新
模式。

以肉制品加工闻名的金锣集团
缘何跨行在污水处理上“鸣锣”？金
锣集团总裁郭维世告诉记者，他们在
处理企业生产自身产生的污水过程
中，经过长期科研攻关和工程实践，
总结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浓度长泥龄活性污泥技术、污泥过程
减量等工艺，并依托此技术成功研发
出金锣净水系统。该技术突破了市
政污水处理污泥过程减量和生活污
水分散处理、中水就地回用两项世界
性难题，其设备处理能力已处于国内

领先地位。在金锣集团的计划中，环
保产业将有望为集团每年带来三四
百亿元的收入。

2017 年 6 月份，治理柳青河西支
黑臭水体提上日程。金锣水务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赵力燕认为，治理黑臭
水体必须遵循水生态规律，从水生态
环境改善和水生态健康管理等角度
综合统筹考虑。“在治理柳青河黑臭
水体过程中，我们利用金锣净水系统
从治理好点源污染着手，再净化各支
流水体，从源头到各支流，让受污染
的水体逐渐变成‘清泉’，进而使整个
流域水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提升。”赵
力燕说。

在农村生活污水出村入河等点
源上，兰山区安装了 116 台日处理量
300吨的净水系统，让污水不出村、不
出沟渠；针对部分支流小污染源多、
污染物浓度大、水量不稳定和移动偷
排等情况，在其汇入柳青河节点处截
流，分别建设了日处理量 2000 吨、
4000吨和1万吨的大型净水系统，使
支流河道水体深度净化；充分利用日
处理 4 万吨的柳青河污水处理厂和
1.1万亩金锣荷塘湿地，最大限度降低
周边污染物负荷，进一步净化处理污
水和初期雨水。

一系列措施，使该流域水质有
了明显改善。检测水样显示，自项
目实施以来，柳青河西支河水水质
达到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
标准。

从源头入手

在临沂市环境保护局兰山分局
副局长余广彬看来，“金锣模式”的
优势是小型化，这一优势使其更容
易从“毛细血管”入手实施源头治
理，从而使河道“主动脉”治理“不治
而治”，能够长期稳定有效地改善提
升河道水质。

有关专家认为，兰山区的“点穴
治污”解决了城市管网难以覆盖的

“盲区盲点”问题。以往，城市老城
区、地下管网铺设困难区域、农村污
水管网难以覆盖的场所等，往往成
为污水治理的“盲区”。金锣一体化
污水处理系统减排能力强、占地面
积小、应用范围广，有效破解了这一
难题，实现了源头截污治污。同时，
金锣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还收到

“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以柳青河治
理为例，如果采用“污水处理厂+污
水管网”的治污方式，至少要修建
100 公里的污水管网，建设日处理
能力 2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共需费
用约 2亿元。以后每年配套设施维
护、污水处理、污泥处置还需要花费
约 1750 万元，而且建设周期长，需
要 2年的时间。如果采用一体化净
水设备，按照130台计算，建设完成
只需 2 个月时间，采用租赁方式每
年费用约2000万元，中水回用普及
后，还可以通过收取中水费用来弥
补租赁费用。在施工难度、经济成
本和建设周期上，“小设备”胜过了

“大管网”。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行，为革
命老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环保红
利’。依托专利技术优势，兰山区积
极布局环保产业。目前，兰山区的
治污模式已经在北京、浙江、重庆、
云南、青海等16个省区市得到复制
应用。”王君师说。

河南平顶山市新华区

工矿区废弃地披上绿衣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建勋

温暖春日，湖北兴山县朝天吼景区樱花盛开，游客在此踏青赏樱，乐享

春日大美时光。 李 赟摄（中经视觉）

全力让河道变清

上海今年劣V类水体占比低于12%
本报记者 李治国

2018年，通过综合施策，上海市
3158 条段河道已消除黑臭，1.02 万
条段河道消除劣V类，劣V类水体比
例从 38.7%下降到了 18%。“今年将
继续严格落实长江大保护要求，将劣
V类水体比例控制在12%以内，以生
态环境保护倒逼高质量发展，为长江
经济带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力争
2020年全面消除劣V类水体。”上海
市水务局河长制工作处处长马维
忠说。

如今，一些原本水质严重恶化的
河道已旧貌换新颜。在上海青浦区
泾北河，水质已长期稳定在 IV 类水
体标准，透明度超过了 1.2 米；青浦
区段的小涞港，在“瀑布（溢流堰）”、
水下森林、自动保洁船等全方位措施

处置下，从劣Ⅴ类提升到Ⅳ类，透明
度更是稳定维持在 1.5 米以上，局部
区域达到2米以上。

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的治理
成效更为显著，去年年底，“苏四期”
全面启动，截至目前，苏州河 855 平
方公里整治范围内，劣V类水体占比
已从 2017年的 68%下降至今年 2月
份的16.3%。

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公
共空间到明年将基本实现贯通开
放。记者了解到，苏州河健身步道

（长宁段）东起江苏北路，西至外环
线，长度 11.2公里，建成后将串联起
沿线包括临空1号、2号公园、风铃绿
地、天原河滨、虹桥河滨公园、中
山公园 6 个公园绿地。苏州河健身

步道 （长宁段） 贯通后，将与上海长
宁区 6.25 公里的外环林道生态绿
道、3.7 公里的新泾港沿线慢行系统
连成网络，有效串联长宁区东西部
绿地、商业、体育、文化、旅游等
元素，形成一张形状如同“大拇
指”的慢行生态网。

近年来，以河长制推动河长治，
上海建立了市—区—街镇—村居四
级河长体系，上海全市 4.3 万条河
道、41 个湖泊、6 个水库、5037 个其
他河湖落实河（湖）长共7787名。河
长办工作体系全面建立，上海 16 个
区、204 个街镇成立河长办，分管副
市长担任市河长办主任；河长制工作
机制更加健全，上海市政府与 16 个
区分别签订了河长制工作重点目标

责任书，联合上海市委督查室、上海
市政府督查室开展全市河长制工作
大督查，制定消黑除劣考核办法、约
谈办法、水质通报规则，建立“周报月
评”、媒体曝光等机制，出台区、街镇
河长办能力建设指导意见，启动首批
河长制标准化街镇建设，开展中小河
道整治攻坚战立功竞赛活动，组织

“最美河道”评选，示范引领作用进一
步显现。

今年，上海将加快完成 91 公里
市政污水管网完善工程、197个建成
区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1245 个住
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8万户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工作，并采用
人工增氧、人工湿地、生态浮岛等科
技手段，逐步修复受损水生态系统。
同时，深入推进首批 79 个河长制标
准化街镇建设，培养一批具备专业技
术力量的“河长助理”，不断提升河长
治水能力；充分发挥青浦区、崇明区
在水环境执法“行刑衔接”方面的典
型示范作用，探索新形势下水环境治
理司法保护模式，并尝试在上海全市
推广“河道警长”“生态检察官”等先
进经验，不断提升水环境执法监管能
力水平。

3 月 25 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新
华区焦店镇郏山阳村红土坑造林现
场，专业绿化公司的工人们正忙着
给树苗刷白防虫，十几天前栽下的
树苗，已抽芽吐绿。

放眼望去，昔日坑洼不平的废
弃黏土矿采矿区和破损荒山经过造
林绿化，如今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据了解，该废弃地块面积有
100 多亩，原是附近一家水泥厂的
黏土采矿区，企业生产调整后改为
渣场，最多时堆放 7 万多立方米渣
土和数万立方米建筑垃圾，后因长
期废弃，污染周围环境，虽进行覆土
处理，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原来这里刮风天尘土飞扬，下
雨天泥水横流。我承包后，在政府
的支持和指导下重新规划，平整土
地，铺新土 1 米多厚，仅拉土就有
3000 多车，这样栽树才能保证成
活。”郏山阳村村民、承包大户马永
辉介绍，今年已种植桃树、梨树、核
桃、石榴等果树和大叶女贞、罗汉松
等绿化树种共计 5000 余棵，绿化
面积近 70 亩。“3 年后就能给城里
人提供一个游园赏景、采摘鲜果的
好地方。”马永辉说。

同一天，在焦店镇郭庄村北矸
石山上，同样是一片繁忙景象。来
自该区焦店镇政府、区农业农村和
水利局等单位的 300 多名志愿者，
奋战在义务植树现场，大家扛苗运
送、挥锹挖土、扶苗填坑、培土浇水。

平顶山市因煤而立、依煤而兴，
新华区作为中心城区，过去长期倚
重煤炭企业，矿山开发历时数十载，
遗留下大量工矿废弃地，成为一个
个污染治理点和生态脆弱区。

对此，新华区实施“退场造林”
工程，对矿区煤场、渣场、料场、采石
场、矿院等工矿废弃地实行拉网式
排查，最终确定“退场造林”污染源
场地28处、面积约1200余亩，全面
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探索工矿区生

态建设的创新之路。
今年初，新华区因地制宜科学

规划，首期确定12处“退场造林”试
点，面积约 550 余亩。通过招聘专
业园林绿化设计公司，对宜林场院
按照“一块一景”进行工程规划设
计，制定生态恢复方案。按照“属地
管理”原则，列入“退场造林”规划的
场院由所辖镇、街道（管委会）协调
土地流转，负责平整土地、回填种植
土等造林准备工作，采取挂牌植树、
援建等方式进行绿化，实现增绿和
消除污染源。

工矿废弃地大多土壤疏松贫
瘠，地表裸露，水土极易流失，造林
难度大、成本高。为确保造林成活
率，新华区制定了“退场造林”工程
技术规程，从平整场地、覆盖种植
土、防漏保墒、苗木种植、后期养护
等方面明确具体技术要求。“目前，
今年的‘退场造林’计划已基本完
成，总投资 1000 多万元，回填覆土
30 万立方米，种植各类苗木 8 万余
株，将逐步改善北部矿区周边生态
环境。”新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局
长韩占伟说。

新华区还鼓励大户承包“退场
造林”地块，政府给予政策扶持，每
亩每年补贴800元。没有大户承包
的地块，由所属镇（街道）负责，实施
专业队栽植及后期管护，每年绿化
委验收合格后，每亩补贴 800 元作
为地租和养护费用，坚决“不造无主
林，不栽无主树”，变租地植绿为花
钱买绿，确保生态效益。

“我们把国土绿化与环境治理
结合起来，修复利用工矿区废弃
地，开展矿区‘散乱污’根本治
理，还绿于民，实现了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有效解决了国土绿化和生态文明建
设钱从哪里来、树往哪里栽、成果
怎么保的难题。”新华区委书记乔
彦强说。

赏花乐游

生态修复后的柳青河水清岸绿。 付然锋摄（中经视觉）

柳青河成为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重点打造的一条景观河。

付然锋摄（中经视觉）

本报讯 记者薛志伟报道：办
结一起案，恢复一片绿，教育一群
人。近日，福建厦门首个“生态审判
碳汇教育实践基地”在厦门市同安
区揭牌。这是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和同安法院为提升全民生态文明意
识和法律意识，推进生态修复工作
的新举措，也是打造“保护、打击、修
复”的“碳汇+”生态司法新格局的
重要环节。

“我们集中管辖厦门六区的一
审涉生态案件。如果判决结果涉及
生态修复，而被告所破坏的林地又
无修复条件，那么，在基地内就可实
现集中修复。”同安法院副院长李隽
说。此外，这片绿地也对市民开放，
接受绿植认养。

“碳汇”是指从大气中清除二氧
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在林业中
主要指植物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固
定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该气
体在大气中的浓度。生态审判碳汇
教育实践基地不仅作为破坏生态环

境刑事犯罪被告人异地补植复绿的
园地，同时也是向公众开放的开展
生态法治教育实践的场所。

“同安区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市
之首，溪流流域面积全市最大，是厦
门一座名副其实的生态之城。早在
2015年，同安法院就组建了生态环
境合议庭。这也为后来生态环境审
判庭和生态审判碳汇教育基地的设
立打下坚实的基础。”李隽说。

作为生态教育窗口，厦门生态
审判碳汇教育实践基地将向社会
公众开放，开展法律知识宣传、司
法案例警示教育、法治文化推广和
法治成果展示等。“我们将持续创
新预防教育、专业审判、公益诉讼、
生态修复等工作机制，努力打造

‘保护、惩罚、修复’的‘碳汇+’生
态司法新格局，坚持保护发展与治
理环境并重、防治污染与修复生态
并举、严惩涉生态犯罪与保护生态
环境并行。”厦门市中级法院副院
长吴丽雪说。

“生态审判碳汇教育实践基地”揭牌

厦门打造“碳汇+”生态司法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