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开展汛期水质达标专项行动

全力守护水生态环境

连日来，唐河县桐寨铺镇全力做好抗旱工作。 图为该镇刘斌桥村
村民在浇地。 ③5 本报记者 高嵩 摄

抗旱保苗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组建应急抢险救援队伍

未雨绸缪 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6 月 23 日，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
悉，我市组织开展汛期水质达标专项行动，全面清理河道、城市
雨水管网内的垃圾、杂物、污物，减少污染物入河量；加大执法检
查力度，确保涉水企业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水达标排放；
加强汛期污染强度分析研判和处置，确保全市国、省、市控河流
断面水质平稳；开展环境隐患排查整治，保障水生态环境安全。

清河清网清源 全力保障汛期水环境安全
开展“清河”行动。 持续开

展河湖“清四乱”行动，严厉打
击破坏河道水质安全的违法
行为，坚决遏制各级河流和农
村河库乱占、乱采、乱堆、乱建
等行为，防止垃圾、秸秆等污
染物随雨水入河、入库，实现

“四乱”问题动态清零。 深入开
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排查
现有入河排污口，摸清辖区内
入河排污口底数，建立入河排
污口信息台账， 落实查、 测、
溯、治要求，逐一明确责任主
体，建立责任清单。 制定整治
方案，实施分类整治，开展截
污治污，倒逼岸上污染治理。

开展“清网”行动，清理积
存垃圾。 对城市建成区雨水、
污水管网内淤积的污水、污
泥、垃圾、杂物等进行全面清
理，确保管网排水通畅，防止
汛期污物排入河道，影响河流

水质。 全面排查城市建成区垃
圾中转站垃圾渗滤液收集、处
置情况，坚决杜绝垃圾渗滤液
排入雨污水管网。 加强执法监
管， 全面加强执法检查力度，
对污水乱排、 直排、 超排，私
接、混接、偷排，垃圾中转站渗
滤液、 冲洗水及餐饮行业垃
圾、 污水排入雨水管网等问
题，坚决依法查处。 加强城市
工地深基坑降水管理，禁止排
入污水管网。

开展“清源”行动，排查整
治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
污染隐患。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水源区和总干渠相关县市区，
对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村庄
污水、工业企业、畜禽养殖等
水环境风险源进行全面排查，
建立问题台账， 实施动态清
零。 排查整治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风险隐患。

排查涉水企业 加强汛期分析研判和处置
开展涉水工业企业专项

检查，排查城市建成区、产业
集聚区污水处理厂运行情
况，重点查处监控数据造假、
加药剂量不足、 污水未及时
处理随雨水排放等问题。 排
查造纸厂、制药厂、明胶厂等
工业企业， 严厉打击排污单
位数据造假、 雨天停运污染
防治设施直排、 偷排废水等
违法排污行为。 加强水环境
风险防控， 以“一废一品一
库”为重点，推进南水北调中
线水源地等重点区域、 重点
行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
防水污染事故发生， 确保汛
期水环境安全。 开展畜禽养
殖污染专项执法检查，重点检
查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粪污贮
存及资源化利用情况，严厉打
击不按规定处置粪污、倾倒消
化液等环境违法行为，坚决杜
绝粪污随水入河。

以汛期水质较差的河流
断面为重点，对重点排污企业
实施“蹲守行动”，组织执法人

员驻厂（场）监督，防止雨天超
标排污问题发生。 根据汛期污
染强度分析、 日预警信息，快
速反应、迅速行动，精准识别
面源污染责任主体，层层传导
监管压力。 发挥基层河（湖）长
制作用，加大对重要支流入河
口、重点涉水企业排污口的监
督检查，发现水质异常，立即
报告并采取必要处置措施，推
动突出问题解决。

加强汛期环境应急值守、
应急准备工作，及时督促有关
企业单位制定完善并落实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提前做
好应急交通、通讯、监测、处置
等设施设备的检查维护等工
作， 确保应急队伍随时拉得
出、冲得上、打得赢。 一旦发生
突发水环境事件， 严格按照

“五个第一时间”要求，迅速启
动应急响应，开展应急应对工
作，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等方
法妥善处置，最大限度降低损
失和影响，确保环境安全和社
会稳定。 ③5

本报讯 （记者 陈书
洁）近期，我市受大陆暖
高压脊控制，出现持续晴
热高温天气，旱情持续发
展。 气象部门预测，随着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
跳，6 月 26 日至 27 日，我
市将迎来系统性降水过
程，雨量分布不均，局地
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
大风、 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 6 月 23 日，记者从市
应急管理局获悉，该局提
前部署，多措并举，全力
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据市气象局预测，今
年我市的汛期是 5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 其中，6
至 8 月是主汛期， 降水量
预计为 420 毫米至 640 毫
米， 较常年均值偏多 1 至
1 成，7 至 8 月还可能有台
风北上， 出现暴雨洪涝甚

至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很
大。 市应急管理局在各县
市区和交通、住建、城管、
南水北调、 水利 5 个重点
行业部门全面排查梳理短
板弱项， 聚焦南水北调干
渠、河道险工险段、水库堤
坝、尾矿库、城市防洪排涝
工程等重点部位， 全面排
查整治防汛隐患。

今年，我市组建了由
公安、城管、水利、住建、
交通、通信、电力等部门
组成的市级防汛应急抢
险救援队伍。 各类防汛应
急队伍根据预测预报，靠
前预置、提前驻防。 同时，
备足各类防汛抢险物料，
配备指挥方舱、 指挥艇、
橡皮艇、 激光测距仪、发
电机、管涌探测仪、救援
排涝车等防汛应急物资
装备，确保紧急情况下调

得出、顶得上。 各级应急
管理部门定期组织防汛
业务培训，今年已开展防
汛应急培训 168 次，培训
人员 1.3 万人次， 有效提
升全市防汛干部履职尽
责能力。

市应急管理局还积极
推动水毁工程的修复与提
升。 影响我市安全度汛的
水毁修复项目共有 196
个， 总投资 3.44 亿元，其
中，水库 69 处，河道 122
处，山洪沟 5处。目前，196
个水毁修复项目已经全部
完成修复任务。同时，该局
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
灾，按照实战化要求，组织
开展分灾种、分区域、分类
型的防汛抢险应急演练，
目前全市已开展防汛演练
634 次， 共计 11.9 万人次
参加。 ③5

中原农险心系农户

走进田间地头 捐赠抗旱物资
本报讯 （记者 陈书

洁 通讯员 路喆） 近期，
我市持续晴热高温天气，
旱情持续发展。 6 月 21
日，中原农险唐河县支公
司开展抗旱情保夏耕活
动，组织抗旱物资，助力
农户抗旱。

中原农险唐河县支
公司按照总公司的部署

和要求， 积极组织资金，
购买水泵、井架、水管等
抗旱物资，走进田间地头
抗旱现场，将这些抗旱物
资捐赠给农户。

中原农险唐河县支
公司工作人员赶到唐河
县昝岗乡赵建庄村杨潭
组农户叶长远的玉米地，
将捐赠的水泵、水管等抗

旱物资送到地头，并帮助
农户在机井上安装水泵、
连接水管。 经过半个小时
的努力，清凌凌的井水喷
洒而出， 汩汩流入玉米
地，土地干旱状况得到有
效缓解。

据悉，中原农险的抗
旱捐助活动还在邓州市
等地同步进行。 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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