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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杨 帆 黄文中

8月11日早晨，济宁森达美跃进港口，4963号货船一
到岸，船员丁传航就将船上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拎到港
口垃圾收集处，港口环保部门工作人员马长安给他开具了
船舶垃圾接收证明。

“ 自今年8月1日起，我们要求，没有配备船舶固体垃
圾、生活污水、油污水收集装置的船舶，禁止航行。船舶
停靠港口时，必须交付垃圾，开具船舶垃圾接收证明，才
能离港，否则，船是不让走的。”济宁市港航局运管处主
任陈永刚说，船舶过二级坝和韩庄两处船闸时，也要出示
垃圾接收证明，没有的不能放行。

济宁森达美跃进港年吞吐能力1200万吨，是个煤
炭大港。在传统的印象中，煤炭大港煤尘乱飞，到处
黑压压的。但记者走进去，却感觉像个花园，只见道
路洁净，花繁树茂，绿草铺地。这里装煤一律采用封
闭式传送带跨河堤装船，并配有吸尘和高压喷雾，堆
场、皮带传送机、装船机都配有喷淋设施，降低煤炭
卸车、堆存和装船过程中产生的粉尘，还建有雨污油
水处理系统。

在港口，记者看到了标着“ 固体垃圾”“ 船舶生活污
水”“ 船舶油污水”的大箱子，陈永刚告诉记者：“ 这是
用来专门接收船舶垃圾的，现在的船上，固体垃圾箱和油
污水柜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今年底前，生活污水柜也将全
部安装。建设内容是根据咱们在全省率先出台的《 济宁市
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设施建设方案》。”

南四湖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入湖河流多，流域
面积大，过去污染严重，鱼虾减少。经多年综合治污，南
四湖重现生机。自2012年以来，南四湖及主要入湖河流国
控断面水质均值达到地表水三类水质的要求。

但南四湖过往船舶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船舶油污
水，以及港口、码头等仍有污染排放。为确保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水质安全，确保“ 一泓清水北上”，济宁开展从点
源到面源的污染综合治理，在港航污染防治上实行了“ 互
联网+技术导则”的监管体系。

在济宁市港航污染防治视频监控平台前，陈永刚介
绍，截至目前，济宁正在运行的43处港口，安装了160个
高清摄像头，覆盖了港口堆场、码头前沿、洗车台和疏港
道路4类重点区域。“ 平台实行24小时线上监察，‘ 一港
一台账’，夜间作业也要报备。”

济宁还在港口设立了企业旁站员、属地驻港员、行业巡
管员“三大员”，把“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个责
任落实到位，一旦发现问题，则线上线下联动，进行登记、指
令下达、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问题反馈和复核、办结归档一
系列流程处置，迅速且有效地解决问题。

此外，济宁港航局创新出台了《 港口大气污染防治技
术导则》和《 港口水污染防治技术导则》等文件，对港口
堆场、装卸工艺、进出港车辆和疏港道路防尘，污水和固
体垃圾处理、应急响应等措施都做了详细规定。对不合规
定的小码头、装卸点进行清理，全市集中整治取缔小码
头、装卸点近400个。

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济宁市国控断面相对于
2011年比较而言，氨氮指标改善61 . 7%，高锰酸盐指数改
善17 . 8%。

●2013年11月，

南水北调东线一

期工程正式通水

运行。经连续监

测，输水干线水质

稳定达标，南四湖

实现由劣Ⅴ类向

Ⅲ类水体的跃升。

全面深化“ 治用保”流域治污体系，打造水污染治理升级版

山东治水：百姓关注化为治理行动

●2014年，继
南四湖被列为全
国首批良好湖泊
生态环境保护试
点后，马踏湖、
云蒙湖也相继入
选并获国家重点
支持。

●2015年4月，

颁布《山东省南

水北调条例》，

这是全国第一部

地方性南水北调

法规。

●2015年12月，

《山东省落实<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实施方案》

印发，全力打造

山东水污染防治

升级版。

●2016年9月，
《山东省水资源综
合利用中长期规
划》印发，提出重
点实施节水、水资
源开发利用、水生
态保护、水资源管
理4大类16项工程。

●2016年，在
国家淮河、海河
流域治污考核中
分别蝉联“九连
冠”和“七连冠”。

● 2 0 1 7 年 4
月，出台《 山东
省全面实行河长
制工作方案》，
明确将于今年年
底前全面实行河
长制。

□ 本报记者 王亚楠

“ 这是凤头鸊鷉，挺漂亮的一种鸟，
以前咱这没有。这是震旦鸦雀，是很珍
贵的鸟。”自从马踏湖重新恢复了“ 明
晃晃的大水面”，附近鱼一村的摄影爱
好者巩本忠就常常到湖上拍鸟、拍鱼、
拍风景。水葱、香蒲绿意招摇，白鹭、
苍鹭徜徉其间，鱼儿不时浮出水面，盛
夏的马踏湖，在阳光下亮得耀眼。而十
几年前，马踏湖水面退化、严重污染，
湖水COD甚至达到1000毫克/升，超过五
类水标准20多倍。因为不长庄稼，沿湖
村民多次上访。

水环境的巨大变化，还出现在马踏湖
之外的许多水域。在小清河入海口寿光羊
口港，已经绝迹20多年的小银鱼重现小清
河。南四湖支流白马河，发现了素有“ 水
中熊猫”之称、对水质洁净极为敏感的桃
花水母……2010年底，山东59条省控重点
污染河流全部恢复鱼类生长。这标志着山
东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历史性的重要转
折，水环境质量总体上恢复至1985年以前
水平。

河里有水、水中有鱼，其实是对流域
环境最基本的要求，这是还历史欠账。
经持续加力，到2015年，省控重点河流
COD和氨氮平均浓度较2010年又分别下
降20%和56 . 3%，圆满完成省委、省政府

《 关于建设生态山东的决定》中确定的
“ 水和空气环境质量比2010年改善20%

以上”的目标。
2015年底，省政府印发《 山东省落

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备受关注的“ 水十条”在山东正式落
地，全面深化“ 治用保”流域治污体
系，打造水污染治理升级版，山东水污
染治理进入新阶段。目标是：到 2 0 3 0
年，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例总体达到
65%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基
本消除，除地质原因外，地级及以上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优于Ⅲ类比例
达到100%；到本世纪中叶，水生态环境
根本改善，水环境安全得到保障，水环
境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水污染的治理目标范围从单纯的地表
水质量指标向地下水、近岸海域、饮用
水、黑臭水体扩展，同时增设“ 滩涂底泥

重金属治理、化工企业聚集区地下水污染
防控”，“ 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南水北调
输水水质安全保障”等，将百姓关注化为
治理需求，系统治理涉水问题。

山东治水，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创
新探索了“ 治用保”的流域治污模式；二
是标准先行，通过具有预见性、逐步加严
的标准引导企业治污和产业调整。

“ 治”，就是通过结构调整、清洁生
产、末端治理等全过程污染控制，引导督
促排污单位达到环境容量能够基本接纳的
治污水平。“ 用”，就是在污染治理的基
础上，因地制宜，利用流域内季节性河道
和闲置洼地，建设中水截、蓄、导、用工
程，最大限度地实现行政辖区内部再生水
资源循环利用，减少废水排放。“ 保”，
就是狠抓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建设人工
湿地水质净化工程，提高水体的自净能
力，改善生态环境。“ 治用保”综合施
策，相当于为山东每年增加了30多亿立方
米的水资源。

2003年，山东省首先从污染最为严
重的造纸行业入手，在全国发布实施了
第一个地方行业性污染物排放标准———

《 山 东 省 造 纸 工 业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自我加压、逐渐加严、远严于国
标的环保标准的倒逼，逼出了山东造纸
行业的蝶变。山东造纸业不仅没有垮
掉，反而产能产值、技术水平在全国领
先。循着这样的思路，山东省先后出台
69项标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地方环境
标准体系，推动流域水污染防治取得明
显成效的同时，推动了造纸等“ 两高”
行业的结构调整，环保逐渐成为山东转
方式调结构的重要着力点。

随着水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城市的
发展规划和总体布局也发生了变化。济宁
在城市规划中将城市发展轴向湖区靠拢，
致力打造宜居“ 北湖新区”，建设“ 城市
水寨”和“ 滨湖绿心”。作为资源枯竭型
城市的枣庄，正在以南四湖生态环境保护
试点为契机，大力建设“ 江北水乡”，台
儿庄建设的古城水系生态建设工程，已经
初步成效。

全省水环境质量继续保持持续改善的
良好势头，今年1－7月，省控重点河流主
要污染物COD和氨氮平均浓度分别较去年
同期下降7%、20%。

“ 能够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向上一级河长汇报”

有了河长，河流问题都有人管了

□ 本 报 记 者 肖 芳
本报通讯员 张晓武

8月10日，墨水河入海口湿地，水草丰
美，一群群白鹭或振翮高飞，或水上嬉
戏，或悠然散步。

远远看着这些鲜活的生灵，站在岸上的
唐德宁忍不住掏出手机拍了起来。他是青岛
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办事处供水管理站站长，
现在担任墨水河流亭段的“河段长”。

唐德宁依然记得，早些年，这条流经即
墨、城阳的墨水河，沿岸工业污染严重，是青
岛人的心头之痛。为彻底治理墨水河污染，
2013年，青岛出台专门方案，决定在墨水河
流域试行“河长制”——— 由城阳区副区长、即
墨市副市长分别担任墨水河在其流域内的

“河长”，再将墨水河干流及支流划分成若干
河段，落实到政府相关部门或乡镇街道负责
人，设立“河段长”。

经过连续几年攻坚克难，墨水河流域水
污染已经得到全面控制，环境治理状况也大
大改善，昔日美景“鹭舞白沙”再现。青岛市

实行河长制管理的河流范围，也从最开始的
一条墨水河，拓展到了辖区内的白沙河、大
沽河等32条重点河流、220个河段。

今年4月，青岛市在全省率先出台方案，
全面实行河长制。与过去几年的河长制相
比，以前主要在几十条重点河流流域推行，
现在则包括青岛大大小小所有河流，只要是
河就设立河长。在河长层级设置上，多了由
市委书记、市长担任的总河长，领导级别更
高；河长具体任务也从防治水污染、改善水
环境，拓展到保护水资源、修复水生态等6大
项35个小项任务；牵头部门也由原先的环保
部门改为水利部门。

流亭街道将河长制办公室设在供水管
理站，并在墨水河等9条重要河道沟渠分别
设立街道级河长。唐德宁走马上任，成为
墨水河流亭段“ 河段长”。

担任河段长后，唐德宁每周都会到墨
水河边，沿着3 . 6公里的堤坝路来回走一
趟，看看是否存在问题。

“ 河长制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所有
河流问题都有人管了！”唐德宁认为，以
前的河流流域管理上存在“ 九龙治水”的
尴尬局面，例如环卫部门管乱扔垃圾，环
保部门管污染排放，城建部门管偷倒垃

圾，市政部门管管网泄漏。各部门职责虽
然明确，但一条河流往往同时存在多种问
题，复杂交叉，推来推去到最后可能就没
有人愿意牵头去管。现在实行河长制，河
长责无旁贷变成了解决问题的牵头人，

“ 能够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
向上一级河长汇报，向河长制办公室汇
报，组织各个部门协调解决。”

上任三个多月来，唐德宁已经发现他
负责的墨水河流亭段存在着三个需要解决
的问题：

一是河东路桥底下，夏季纳凉、游玩
的人较多，不少附近居民喜欢在这里烧
烤、野餐，常常留下遍地垃圾。

为此，每次巡查到桥底下，唐德宁都会
叮嘱大家注意环境卫生，走的时候要把垃圾
带走。如果发现有垃圾清理不及时，量少他
就自己清理掉，量多他就打电话给河道卫生
管护队伍，通知他们尽快过来打扫。

二是部分靠近入海口的河堤，由于长
期遭受海浪拍打，石块破损、土基塌陷，
汛期存在安全隐患。

为此，唐德宁向河长办公室申请对
墨水河河堤进行维修。目前，该工程已
被纳入流亭街道2017年大中型水利工程

维修养护项目，获批了近2 0 0万元的维
修资金，计划到汛期过后的9月中旬便开
始施工。

三是与墨水河有防汛闸门相通的一条
26公里长的排水明渠，污染物沉积于底
部，渠水流动性较差。这不仅影响了水体
水质和水面景观效果，还会在汛期闸门开
启时对墨水河水质造成影响。

对此，唐德宁已向河长制办公室汇
报，启动了排水明渠整治工程。该工程计
划总投资900万元，通过疏通河道、绿化美
化、安装水质处理设备，恢复水环境功
能。目前，工程已完成投资300余万元，安装
两处水处理设备。“你看水渠里的这些小喷
泉，实际上就是一套水透析系统。”唐德宁告
诉记者，这套系统不仅可以让死水变活水，
减少污泥，还可以浮水曝气充氧，减少厌氧
菌发酵，恢复水体自净能力。”

“ 要想河长真正管得好河流，需要理
顺工作机制，各部门工作密切配合。”唐
德宁说。目前，青岛正着手建立河长会议
制度，形成水利、环保等相关部门间的河
长制联席协调机制，建立信息报送制度、
工作督察督办制度，通过完善各项制度推
进全面实行河长制。

严防垃圾
落入南四湖

济宁建立港航污染防治监管体系

确保一泓清水北上

【党报连连看】环境改善

山东招数不少

【H5】保持山东“气质”，

我有空气净化“ 神器”

更多内容
见新锐大众

微山湖野生荷花景色怡人。（ 资料片）

铺铺底底照照片片为为位位于于临临沂沂的的
云云蒙蒙湖湖生生态态湿湿地地

资料：王亚楠 毛鑫鑫

美美编编：：于于海海员员

2 0 1 2年以来，全省省控重点河流化学需氧量

（ COD）和氨氮平均浓度总体上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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