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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委
1.负责中心城区污水全收集、县城污水

垃圾全收集全处理，加强对城镇污水处理厂

运营的监督和指导，提高已投运城镇污水处

理厂运行水平，督促新(改、扩)建污水处理设
施和配套管网以及乡镇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2.推进全国重点镇和市界周边建制镇污
水处理设施的建设，督促指导各县区城镇污

水处理厂和配套管网建设，确保相关县区城

镇污水处理厂按期建成投运。

3.2018年底前，完成市污水净化中心三
期项目建设，确保稳定运行；2018年底前，完
成三里河、十二里河、梅溪河综合治理任务，

全面消除黑臭水体。

4.2018年底前单体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
的新建公用建筑要建设中水回用设施。开展

使用年限超过50年和材质落后的供水管网
更新改造工作，降低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

5.负责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建设及污
泥处置设施建设，加大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

去向检查力度,规范污泥处置活动；督促内乡
县、桐柏县、南召县和镇平县污泥处置场按

规定的时间建成投运；加强设施运行监管，

全面提升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的质量

水平。

6.定期监测、检测和评估市中心城区供水
厂出水水质安全状况，每季度向社会公开。

■市城管局
1.完成汉城河和护城河综合治理任务，

建立市域河流养护长效机制；督促各县区建

成区全面完成黑臭水体的截污纳管工作，实

现水体无排污口、河道整洁。

2.负责饭店泔水规范管理、中心城区内
河垃圾漂浮物清理及内河违法排污口整治。

3.每季度在政府网或主要媒体公布黑臭
水体清单、整治情况。

4.负责温凉河、汉城河和护城河每半月

放水一次补充生态流量；若遇特殊情况，按

环境攻坚办要求实行应急放水。

■市水利局
1.完成溧河综合治理任务，消除黑臭水

体，建立市域河流养护长效机制；2018年11
月底前，完成市级水资源承载能力现状评价

和建立市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
完成南水北调总干渠防洪影响处理工程。

2.推动落实河长制相关要求，排查整治
污水直排口；做好生态水量闸坝联合调度，

对全市闸坝联合调度实施统一管理，努力保

障生态用水；初步建立白河和唐河流域等重

点河流生态环境流量改善机制。

3.开展清河行动，开展河源垃圾、杂物、
违建清除及水面干净的“三清一净”行动；全

面排查整治河湖管理和保护范围内可能影

响水质的厕所、生活垃圾、秸秆、矿渣等。

4.落实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水源保
护、水质监测评价“三同时”制度；制定农村

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办法，保障水源安全；

强化水质净化处理设施建设，以及消毒设施

设备安装、使用和运行管理。

5.开展骨干河道生态建设，积极推进水
网建设，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

6.严格依法行政，加强对涉水污染源的
执法监管。

7.配合支持市环保局加强对流域水环境
监测、监控；督促指导全市水土保持、水源涵

养、河道采砂工作。

8.负责补充白河河流生态流量，白河河
流稳定保持2至3个流量，每月25日至30日
集中放水，不低于10个生态流量。

■市环保局
1.加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督促

完成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标识、标志

和隔离防护工程建设；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定期监测、检测和

评估本区域内饮用水水源饮用安全状况，每

季度向社会公开饮水安全信息。

2.督促完成加油站地下油罐的防渗改造
工作，开展已完成地下油罐防渗改造的加油

站后督查工作。

3.完成市级水环境承载能力现状评估和
南水北调中线渠首环境监测应急中心应急

能力建设项目；督促完成年底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

4.加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依法查处各
类环境违法行为。

5.严格环境准入，严禁在一级保护区内
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

关的建设项目。

6.建立上下游水污染防治联动协作机制
和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联动机制，积极防范

水环境污染风险。

■市工信委
1.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文件

要求和国家统一部署，制定2018年全市落后
产能淘汰方案，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2.推动实施城市建成区内污染较重企业
的改造退出工作，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3.推动工业节水，对电力、化工、钢铁、石
油炼制与焦炭业、食品、造纸、纺织（染整）、

皮革、电镀、制药等行业企业用水情况进行

摸底调查，建立重点用水企业数据库。

4.根据污染排放绩效水平实施限产，对
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实行停产。

■市畜牧局
1.督促落实禁养区内畜禽养殖业的关

闭、搬迁和取缔工作，禁养区内不得有规模

化畜禽养殖企业，发现一起取缔一起；所有

养殖企业必须建设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全

部资源化利用，禁止粪污外排。

2.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
套建设，完成年度任务。

3.督促新建、改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小区）要取得相应的环评审批，并严格按

环评要求建设污染防治设施，严格落实雨污

分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等措施。

■市农业局
1.督促落实在主要河道两侧建设生态隔

离带或在主要流域两岸1千米范围内加大化
肥农药减量使用强度，实施有机肥替代化

肥、生物或物理防治病虫害，或种植不使用

化肥农药的植物。

2.负责全面推广科学施肥施药技术，改
进耕作方式，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控制农业

面源污染；按国家要求完成灌溉农田综合治

理任务。

3.督促指导西峡县完成丹江口库区（丁
河）治理农田面积2.17万亩的面源污染综合
治理任务。

4.按照国家和省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贯彻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

案，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水美乡村、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大力推动乡村坑塘清

淤、蓄水、自净（生态修复）工程建设。

■市交通局
完善高速公路服务区污水处理和利用设

施；负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危险化学品运

输的管理，配合设置水源地道路交通警示牌。

■市南水北调办
1.强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南阳

段）水质动态监测，完善和组织落实日常巡

查、污染联防、应急处置等制度。

2.督促总干渠沿线相关县区的按照调整
后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范围，完成保护区边界设立界

标，标识保护区范围，并设立警示标志；在穿

越保护区的道路出入点及沿线等，设立警示

标志。

3.督促指导完成丹江口库区综合整治
工作。

■市国土局
负责开展地下水点位质量监测工作。

■市林业局
制定和实施林业生态建设规划，加强对

林业生态建设的监督管理；推动人工湿地建

设，在有条件的支流入河（湖）口、污水处理

厂尾水排放口和河道，规划、建设人工湿地；

在主要河道两岸，规划建设生态隔离网。

■市卫计委
定期监测、检测和评估市中心城区用户

水龙头水质安全状况，每季度向社会公开。

■市财政局
按照环保核算，及时扣缴生态补偿金。

加大对污染防治资金支持力度，执行污染防

治攻坚战领导小组要求，对相关县区及部门

实施奖励或扣款。

■市商务局
加强成品油经营许可证管理，未按要求

完成油气回收、地下油罐改造的加油站，一

律不予审核通过；配合环保部门对加油站地

下油罐进行全面排查，对已完成防渗改造的

加油站进行后督查。

持续开展水污染防治，打赢碧水攻坚战，让被

污染的河流实现“河道清洁、河水清澈、河岸美丽”

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绿色发展

理念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环境

质量改善目标的必然选择，是全市人民群众的迫切

期盼。为深入推进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市制定了

《南阳市2018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日前，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

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问：《方案》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根据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快水污染防治的

要求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打好打赢水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以持续改善全市水环

境质量为核心，以标本兼治、减排治污为抓手，坚

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实

施流域环境综合治理，着力解决突出水环境问题，

确保完成省政府下达的2018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打赢碧水攻坚战，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

水生态环境需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良好

的水生态环境。

问：我市 2018年确定的水攻坚目标任务是
什么？

答：2018年，全市主要河流水质优良比例总体
达到74%以上；地表水丧失使用功能（劣Ⅴ类）的
水体断面比例降至15.9%以下；市中心城区和各县
（市、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

Ⅲ类比例总体高于96%；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及
总干渠水质稳定达到Ⅱ类；市中心城区黑臭水体
全部消除，县区城区全面完成黑臭水体的截污纳

管和整治工作；地下水质量考核点位水质级别保

持稳定。

问：水污染防治攻坚战采取了哪些“治水”措

施保证总体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答：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围绕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丹江口库区和总干渠沿线、唐白河及淮河流域

的治水，主要采取八个方面的措施。一是着力解决

突出环境问题。今年，市中心城区全面消除黑臭水

体，各县区城市建成区全面完成黑臭水体的截污

纳管工作，实现水体无排污口、河道整洁；采取标

本兼治的措施对水质断面不能稳定达标的宛城区

桐河裴庄断面、新野县溧河桥断面、方城潘河夏河

断面、桐柏淮河桥断面、唐河埠口断面突出重点区

域重点环境问题综合整治，实现断面水质稳定达

标；专项治理南召县、淅川县、内乡县、方城县大理

石加工业；完善高速公路服务区污水处理和利用

设施建设，建立健全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

监管制度，加强内河船舶污染控制。

二是抓好基础设施建设。今年，全市要建设污水

处理及配套设施项目20个，新增生活污水日处理规
模71万吨，完成方城县、新野县污水处理厂扩建工
程，新增扩建日处理规模4.5万吨，铺设污水管网
899.43公里，雨水管网27.378公里，实现全市所有县
城包括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总磷要达到

0.2毫克/升以下，其余指标达到或优于《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A排放标准；新建污泥处
置设施项目5个，新增污泥日处理规模195吨；新建
乡镇垃圾处置设施项目8个，各县区城市建成区污水
收集率和污水处理负荷率均要达到85%以上。

三是加强农业农村污染防治。规模化养殖场

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82%以上，畜禽粪便综
合利用率达到68%以上；禁养区内不得有规模化
畜禽养殖企业，发现一起取缔一起；巩固禁养区内

养殖场整治成果，防止反弹；新建、改建、扩建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要取得相应的环评审批，并严
格按环评要求建设污染防治设施，严格落实雨污

分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等措施。力争完成282
个建制村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

四是加大工业污染防治力度。严格环境准入，

针对不同主体功能区、环境功能区、生态红线区、

水污染防治重点控制单元区的生态环境特征和环

境承载能力，分区分类实施差别化的环境准入政

策；完成市级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现状评价；

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城市建成区内现有钢铁、有

色金属、造纸、印染、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较重

的企业；完善产业集聚区污水收集管网，做好污泥

处理处置，提升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水平；对电

力、化工、钢铁、石油炼制与焦炭业、食品、造纸、纺

织（染整）、皮革、电镀、制药等行业企业用水情况

进行摸底调查，建立重点用水企业数据库。

五是强化饮用水水源和地下水环境保护。加

强丹江口水库及干渠沿线环境保护，对丹江口库

区和干渠沿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规范化建

设；严禁在丹江口水库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

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

止在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

建设项目；强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南阳

段）水质动态监测，完善和组织落实日常巡查、污

染联防、应急处置等制度；完成南水北调中线总干

渠防洪影响处理工程。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综

合整治，分级管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推进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的规范化建设，依法取缔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内违法建设项目和活动，建立健全水

源地风险源去名录，制定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制

度和饮用水水源风险防范应急预案，建立和完善

饮用水水源地污染来源预警、水质安全应急处理

和水厂应急处理三位一体的饮用水水源地应急保

障体系；定期监测、检测和评估饮用水水源、供水

厂出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等饮水安全状况；落实

农村饮用安全工程建设、水源保护、水质监测评价

“三同时”制度；监控地下水质量变化，严格按照规

范化建设、运行垃圾填埋场、危险废物处置场，持

续开展加油站地下油罐双层罐改造或防渗池设置

工作，确保地下水环境质量稳定。

六是推动落实河长制。排查整治直排入河的

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废水、工业废水等排污口；对

全市闸坝联合设施实施统一管理，努力保障生态

用水，初步建立白河和唐河流域等重点河流生态

环境流量改善机制；开展清河行动，全面排查整治

河湖管理和保护范围内可能影响水质的厕所、生

活垃圾、秸秆等杂物；节约保护水资源，建立市域

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开展对使用年限

超过50年和材质落后的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工作，
降低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推动人工湿地建设，防

治湖库富营养化，控制蓝藻水华；以流域面积超过

1000平方公里的9条河流为重点，逐步建设形成
河道绿色屏障；以“恢复河流健康生命”为目标，深

入开展水系连通方案研究，细化实化水网建设布

局，积极推进城市生态水系建设；推进全市河湖及

其水利工程管理保护范围划定，清理整治侵占河

道、围垦湖泊及乱占滥用岸线等突出问题，恢复河

湖水域岸线生态功能。

七是加强环境执法监管。严格依法行政，加强

执法监管城镇和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涉水工

业企业、规模畜禽养殖场、加油站等涉水污染源；

开展污染源排污许可证专项执法检查，按照“发放

一个行业，清理一个行业”的要求，依法查处无证

排污、超范围排污等行为；严厉打击非法养殖、非

法采砂、非法排污行为；建立上下游水污染防治联

动协作机制和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联动机制，积

极防范水环境污染风险。

八是完善监测体系，加强水质监测。对全市河

流进行全面排查，按照跨境河流均布设断面的标

准，设立了市控河流责任目标断面72个，市中心城
区内河监测断面21个，在全市丹江、白河、唐河和
淮河四大流域建立“全覆盖、无死角”的水质断面

监测体系，对46个县区考核断面每月监测一次，增
强了水质监测的客观性和准确性。③8

（本报记者 赵倩）

打赢碧水攻坚战 建设生态宜居城

标本兼治强力推进 改善水生态环境
—南阳市2018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解读

2018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市直部门工作台账

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渠清水永续北送

内河整治成效明显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满城春色半城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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