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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岗区综合治污

让碧水长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初秋的深圳，天气依然炎热。
不过，在深圳龙岗区的大康河岸，
却见河中碧波荡漾，两岸绿意盎
然，市民们晚饭后在这里散步休
闲，感受着秋夜的凉爽和恬静。“以
前还没走到河边就能闻到臭味，现
在 ， 环 境 好 多 了 。” 市 民 们 纷 纷
说道。

打好河道整治硬仗

大康河是龙岗河上游右岸支
流，流域面积 25.63 平方公里。由
于历史原因，大康河曾是脏乱差的
典型之一，也是龙岗区重点整治的
黑臭水体之一。

“消除黑臭水体是大康河整治
工程中最重要的任务。”龙岗区水务
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横岗园山片区项
目负责人曾令奎告诉记者，“大康河
综合整治工程于 2016 年 11 月份开
工，黑臭水体整治从 2017年 5月份
开始，将在今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
全部整治内容。这其中有 5 个多月
的汛期很难达到正常施工条件。而
大康河截污管道多处存在沿岸两边
分别铺设的情况，管道铺设长度达
8.1公里，超过了黑臭水体治理总长
度。”

“面对紧张的工期，我们施工
队加班加点，在汛期‘见缝插针’，
利用断断续续的无雨时间‘打游
击’，最终顺利完成了‘消黑’任
务。其中完成河道清淤总长度 4.3
公里，平均清淤深度为 0.6 米，清
淤总量约为 2.8 万多立方米。”参与
大康河整治的中电建水环境园山工
区项目现场负责人郭鹏说。

抢时间要紧，克服空间困难更是
工程中的“硬骨头”。广东水电二局
大康河综合整治项目部现场技术总
工吴义明告诉记者，大康河下游有部
分河道与道路交叉，形成 3 段共计
460 米的暗涵，由于涵口太小，大型
设备进不去，改用小型设备又无法扛
起大型管道，导致工程无法进行。经
过多方探讨研究，项目部将原本笨重
的混凝土管道更换为轻便达标的PE
管，将重量减少至 1 吨以下，使得管
道运输和铺设顺利完成，保证了施工
流程及时推进。

如今，大康河已完成防洪工
程、截污工程、补水工程、景观工
程，实现雨污分流，河道干净顺
畅，水流无臭清澈，两岸污水直排
入河道的景象不再出现。河中还出
现了对水质要求高的鲤鱼，加上河
岸绿意盎然的环境，成为龙岗区一
道亮丽的风景。

大康河整治成效只是龙岗区整
体治水提质的一个代表，通过推进
治水提质“大会战”，龙岗区落实“硬
要求”，拿出“硬举措”，展现“硬作
风”，通过开展全流域综合治理，推
动河流“长治久清”，推动绿水青山
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018年完成
治水提质投资额达到 87.43 亿元，
完成 34 条黑臭水体主体工程、764
公里污水管网建设、1478个小区正
本清源改造等核心任务。

努力实现“长治久清”

龙岗区经过20多年的城市建设
和发展，交通、通讯、电力、燃气
等公用网络设施遍布地上地下，管
情复杂。在开展污水管网建设、河
道治理过程中，许多项目与已建成
铁路、地铁、高速公路、各类高压
燃气、电力、通讯管线交叉重叠，
施工空间严重受限，与各类道路、
管线主管部门协调时间长、设计变
更多，工作难度大。

“此外，治水项目施工黄金期
为每年的 10 月至次年 4 月的非汛
期，全年施工期不足 180 天，雨污
分流管网工程、正本清源项目遍及
众多成熟社区，居民对施工时间有
严格要求，投诉多、协调难。”曾令

奎说。
为了推动水资源保护、水安全

保障、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
水生态修复、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
护、执法监管等工作，龙岗区从
2017 年就全面推行河长制，落实
属地责任，将全区 62 条河流全部
纳入河长制。通过充分发挥统筹、
协调、督导河流综合整治和管理保
护方面的主体作用和推动作用，凝
聚全区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
调动各方面力量实现河流的长治
久安。

龙岗区的河长制实行“分级负
责、分片包干、一河一长”，62 条
河流均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
河长，负责辖区内河流水资源保
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
水环境治理等综合治理工作的责任
制。通过建立部门协作联动、流域
统筹协调、河长工作会议、河长定
期巡查、日常督察督办和信息共享
互动机制，全面推进河长制的落实。

2019年是深圳“水污染治理决
战年”，深圳市水务系统按照 9 个

“全覆盖”的要求，全面排查整治小
微黑臭水体，巩固已消除黑臭水体
治理成效，确保年内全面消除全市
黑臭水体。到2020年力争实现“长
治久清”，2021 年后推进滨水空间
开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龙岗区
深入推行“河长制”，早谋划、早启

动，全力以赴确保全面完成44条黑
臭河流和约 780 个小微黑臭水体的
治理任务，实现正本清源、雨污分
流管网“两个全覆盖”；有效打通清
污剥离通道，同时加快推进河流综
合整治，以期全面完成防洪达标任
务，全力消除内涝灾害。

为了有效推动治水提质“大会
战”，龙岗区建立了“战时机制”，下
沉资源和力量，先后抽调30余名工
程管理相关专业的干部到一线参与
黑臭水体治理。龙岗区住建局住房
和保障管理中心副主任李新辉就是
抽调干部之一，主要负责园山片区
的各个支流、岔渠、明沟的治水提
质工作。“2018 年龙岗区主要是整
治主河道，今年将继续往小河道和
岔渠延伸，只要是看得到的都要整
治。”李新辉告诉记者，一方面是继
续开展河道清淤整治，确保雨水畅
通，另一方面推动雨污分流，把支
流和河渠两岸的小区排污“扭”回
岸上，进入市政管网。

“河道污染根源在岸上，岸上
都是清水，河道就不会脏。”李新辉
表示，近年来龙岗区治水提质已取
得较好的效果，目前主要是系统梳
理、查漏补缺，把没有打通的管网
全部打通，把错接乱接的“扭”回
岸上，最终目的是实现污水管网

“全覆盖”，从源头减少污水产生，
避免污水入河。

深圳龙岗区通过推进治水提质“大会战”，落实“硬要求”、拿出“硬举措”、展现“硬作风”，通过

开展全流域综合治理，推动河流“长治久清”，推动绿水青山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

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北疆草原，集二国际干线沿线
树木在风中摇曳，中国铁路呼和浩
特局集团公司集宁工务段职工们用
近20年的艰辛付出，让这条曾经的
沙 漠 铁 路 变 成 列 车 畅 通 的 生 态
坦途。

集（集宁）二（二连浩特）国际干
线全长 335.6 公里，穿越茫茫的浑
善达克沙地。由于沙地生态系统一
度严重受损，生态防护功能明显减
弱，浮尘、扬沙和沙尘暴天气频发。
恶劣的生态环境不仅制约着区域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还影响了铁路
运输安全。

为改善集二国际干线环境状
况，集宁工务段组织技术人员对沙
害进行专题研究，采用“麦草网”来

“收服”沙尘暴。他们选取不短于
60厘米的麦草横铺在沙地上，将麦
草拦腰扎入沙子深约15厘米左右，
麦草头尾自然竖立合拢，横1米、竖
1米，交错扎制，形成麦草方格。这
样不仅起到了防风固沙效果，而且
可以在方格中种植沙蒿、柠条等固
沙树种。在草格子遮蔽下，植被遇
风吹不走，遇雨就能发芽生长，而麦
草腐化后形成的“沙结皮”在固住流
沙的同时，成为植物生长的养分。
对沙害严重地段，他们采取设置尼
龙网格沙障、栽植高立式沙障、以黏
土覆盖稳固沙源等措施，形成封沙
育草带、前沿阻沙带、固沙防火带、
防护造林带“四带一体”的防风固沙
科学防护体系。铁路沿线黄色的沙
地逐渐减小，绿色的草木由点连成
线，由线串成片。截至 2018 年底，

集二干线绿化率达87.3%。
“工程治沙治标，种草植树治

本。集宁工务段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种草植树。为确保种植的每一
棵小树苗都成活，治沙工们必须在
树木返青前让这些小树苗得到充分
灌溉。”每到春季，已经从事治沙工
作近 30 年的治沙车间工长郭晓明
就带领职工每天徒步行走 10 多公
里，一棵树一棵树地检查。

如今，主要沙害的铁路两侧宽
64 米至 86 米范围内的治沙防护林
带穿越浑善达克沙地，直达位于二
连浩特边境的铁路国门。这些治沙
绿植有樟子松、新疆杨、榆树、沙枣、
枸杞等16个树种、116.8万株树木，
绿化面积达到682公顷。树木涵养
水源、固沙治沙效果初步显现，浑善
达克沙地空气湿度明显增加3%。

沿线绿化面积逐渐增多，易发
生牛羊啃食现象。同时，春冬两季
风大物燥，极易发生绿化带“火烧连
营”的情况。针对这些新的问题，集
宁工务段成立4支检修小组对管内
网围栏进行加固整修，成立3支巡视
小组加密巡视防护林带，防止牲畜
进入破坏，成立1支宣传小组对林带
周边牧民挨家挨户上门讲解、宣传
保护铁路防护林带的相关知识和消
防安全知识，并制订了防火抢险应
急预案。绿化林带的安全，确保了
货运列车畅通，降低了公路运输的
压力，有效减少了尾气排放。从
2016年起，浑善达克地区沙尘暴逐
年减少，蓝天白云天数连续3年保持
在275天以上，同比增加48天。

中铁呼和浩特局集宁工务段积极治沙

沙漠铁路变成生态坦途
本报记者 王轶辰

综合整治后的深圳市龙岗区梧桐山河水质清澈，河岸环境优美。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政府投资把池修，垃圾分类往
里丢；塑料纸壳可回收，卖点小钱打
豆油；电池药瓶有毒害,千千万万入
黄袋……”罗朝运是四川省眉山市丹
棱县龙鹄村党支部书记，早在 2011
年就编出这套顺口溜，引导村民分类
投放生活垃圾。如今，这个顺口溜已
成为村民每日践行的垃圾处理指南。

“以前村民没有环保意识，垃圾
随手倾倒。”罗朝运说，“村民大会开
了好多次，建议提了好多条，就是没
有顶用的。村民抱怨恶劣的生活环
境，却不改乱扔垃圾的毛病。”

转机出现在 2011 年 3 月份，丹
棱县在龙鹄村试点，推行生活垃圾

“两次分类、源头减量”做法，探索“分
类收集、村民自治、市场运作、三方监
督”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新模式。

“农村垃圾散、杂、多，在源头做
减法是性价比最高的垃圾处理方
式。”丹棱县县长黄秀航介绍，“两次

分类”是指村民初步分类和垃圾清运
承包人二次分类。村民对垃圾进行
初步分类后，再由垃圾清运承包人对
倾倒池的垃圾进行二次分类处理。

“通过两次分类，待处理的垃圾减量
达 60%。其余的 40%交由县里进行
统一清运、集中处理。”黄秀航说。

垃圾清运承包人谁来当？龙鹄
村召开垃圾承包公开竞标大会，村民
都可以投标，出价最低者中标，签订
承包合同，成为垃圾收运和公共区城
常态保洁的责任人，每天按时将全村
垃圾池中的垃圾清理干净。

承包人的薪酬由全村每人每月

缴纳的1元钱“卫生费”来支付，差额
部分由村集体资金补齐。

“可不要小看这 1 元钱，它大大
增强了村民的责任心。”黄秀航说，

“通过公开竞标，实现了承包人从‘要
我干’到‘我要干’的转变；通过收取
1元钱，实现了村民从‘要我监督’到

‘我要监督’的转变。”
1 元的卫生费撬动了农村垃圾

治理“老大难”问题，村组干部、承包
人、村民形成了有效的三方监督机
制，共同维护村容村貌。“现在乱倒垃
圾的现象很少出现了，村里总是干干
净净的。”黄秀航说。

黄秀航说，垃圾处理经费采取
“村民交一点、村集体收入担一点、财
政补一点”的方式，与之前的垃圾处
理方式相比，每年可为县财政节省垃
圾处理费用超过150余万元。

为了进一步降低垃圾收集和运
转硬件设施建设费用，丹棱县打破乡
镇、村组行政区域界线，按照“方便农
民、大小适宜”的原则，以邻近的3至
15 户为一小组，修建一个联户定点
倾倒池，并在每 1至 3组的中心位置
建一个联组分类减量池，用最低成本
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投入难、
减量难、保持难问题。

截至 2018 年底，眉山全市农村
保洁人员总数突破1万人，配备保洁
人员的行政村占比达到 100%，主动
交纳卫生费年均在 2000 万元以上，
走出了低成本、高适用、可持续的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新路。

1元钱，解了垃圾治理“老大难”
本报记者 曾诗阳

“绿色生态网‘编’出好年景，因
为环保整改带来的损失很快就‘找’
了回来。”山东惠民县李庄镇金冠网
具公司负责人任文凯说。

绳网产业在李庄镇有300多年
的历史，从最初的车马挽具到建筑
物安全网安全带，到现在的遮阳网、
防风网、防虫网、海参养殖网、高空
作业安全绳（带）等，李庄镇的绳网
产品涵盖交通运输、园林绿化等20
多个领域，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绳网
产业基地，市场份额占全国 80%以
上，相关生产加工业户达 6900 个，
从业人员达7.3万人。

前几年，由于创业门槛低，李庄
镇劣质网布生产加工等无牌无证企
业和废旧塑料造粒等“散乱污”企业
数量日益增多，生产过程中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造成空气异味等污染，
绳网企业成为当地环保整治的重点。

通过专家“把脉问诊”，任文凯
投资 450 万元，购进光氧设备和集
气装置处理废气，安装循环水池，对
冷却水进行循环利用，固体微废交

给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当时刚接了一个大订单，为此

支付了十几万美元的违约金，加上停
产，一个多月损失就达 1000 多万
元。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企业接
到了德国一家公司2000吨的遮阳网
订单，因为质量符合德国的要求标
准，绳网价格提高到了1800元/吨，
比以前每吨提高400元。”任文凯说，
德国的采购人员来到公司，非常重视
车间无固体污染、气味污染，看到环
境符合他们的要求，就签了订单。

打开了德国市场，任文凯顺势
开发了欧洲市场。任文凯说，他们
与东华大学等高校及日本的农业专
家合作研发生态环保新产品，研发
成功的海上养殖网养殖海蜇、地笼
网养殖小龙虾，解决了制约养殖网
环保不达标的难题。

高质量标准使得惠民县的绳网
产品供不应求，今年上半年，产品价格
平均上浮14.6%，销售收入、进出口交
易额达到63亿元、3.4亿元，与去年同
期相比分别增长13.5%、10.2%。

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龙鹄村的分类垃圾箱。 本报记者 曾诗阳摄

山东惠民县李庄镇环保整改见成效

丢了“芝麻”抱回“西瓜”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王 军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加大对河道污染源、生态修复、

水质改善的环境综合整治力度，组织志愿者、河道管护队进行每日巡查，确

保河道畅通。图为志愿者在清理水上漂浮物。 胡剑欢摄（中经视觉）

水清河畅生态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