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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个巡查组通报各组进展情况

2018 年 10 月 29 日，15 个巡查组对 18 个城市黑臭水体

整治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重点为：一是专项督查期间

发现的问题的整改情况；二是督查期间尚未消除黑臭的水体

的整治情况。各组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组：共检查了广州市 3 个水体，其中：督查期间判

定为已消除黑臭的车陂涌和河沙涌整治效果显著。

督查判定为未消除黑臭的大凌河，巡查结果为基本消除

黑臭。

梳理完善了 147 条水体巡查“一河一档”，补充相关证

明材料，完成 147 条水体问题及工程进度表。巡查组完善广

州市巡查报告。

第二组：共检查了深圳市 1 个、东莞市 11 个水体，其

中：督查判定为未消除黑臭的东莞市黄沙河同沙段、牌楼基

涌、高基涌、三八河、人民涌、长青渠，88 个问题已解决，

还有 14 个问题未解决，巡查结果为均未消除黑臭。存在的

主要问题有：黄沙河同沙段主体工程进展缓慢，截污管网计

划 2018 年年底完成，主体工程计划 2019 年 6 月完成，巡查

发现大部分沿河排口仍有污水流出，该河上游支流光明排渠

为黑臭水体，计划整治完成时间为 2019 年年底，也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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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黄沙河的治理效果；长青渠的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等主体

工程正在施工阶段。

东莞市督查期间新发现的光明排渠、棺材涌、石鼓河、

胜利涌 6、三禾市河 5 个黑臭水体，巡查结果为均未消除黑

臭，各水体主体工程进展如下：光明排渠的控源截污处于工

程开工阶段，清淤疏浚处于工程前期阶段；棺材涌、石鼓河、

三禾市河、胜利涌 6 的控源截污、清淤疏浚处于工程开工阶

段。

深圳市在此次巡查期间上报的新增黑臭水体南环河，巡

查结果为未消除黑臭，其控源截污、清淤疏浚、岸坡整治处

于工程开工阶段。

第三组：巡查组与江西省召开巡查对接会。第三巡查组

通报了前一阶段专项行动督查总体情况，强调了本次巡查的

重要性，介绍了巡查重点、工作方式，提出了需要地方配合

的事项和廉政要求。听取了江西省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情况汇

报。

巡查组（合肥组）复核了 4 个巡查期间群众举报投诉的

水体，巡查组监测专家对每个水体均按要求布点监控，待收

到监测结果后进行判定。

巡查组（南昌组）共检查了 6 个水体，其中：督查判定

为消除（基本消除）黑臭的西湖、玉带河北支、幸福渠幸福

二支河，5 个问题已基本解决；督查判定为未消除黑臭的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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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巡查结果为正在施工治理，仍未消除黑臭；督查期间

新发现的黑臭水体桃花河、龙河，巡查结果为：桃花河正在

开展整治，已经基本完成控源截污工程，正在进行清淤疏浚

工程；龙河未开展整治工程，计划 11 月开工。

第四组：上午，赴天津市开展巡查工作；下午，巡查组

召开了内部工作会议，对北京市巡查的水体整治情况作阶段

性总结，并部署下一步在天津市巡查的工作内容，明确巡查

重点，强化工作统筹。

第五组：共检查了无锡市 7 个水体，其中：督查期间新

发现的秦巷浜，巡查结果为消除黑臭；核查卫星遥感信息 6

条，巡查结果为非黑臭水体。

第六组：检查了抚顺市督查判定为未消除黑臭的李石

河，巡查结果为该河存在的垃圾堆放和非法排污口等问题已

整改完成，判定为消除黑臭。

第七组：对济南市在督查期间和巡查期间的公众举报信

息进行了核实。同时，巡查组还组织编写了青岛市黑臭水体

整治巡查报告和“一河一档”等相关材料。

第八组：共检查了长春市 9 个水体，其中：督查判定为

消除（基本消除）黑臭的雾开河（二道区段）、雾开河（莲

花山段）、光明沟河、柴户张暗渠河、小河沿子河 5 个水体，

5 个问题已基本解决。

督查判定为未消除黑臭的 4 个水体：小城子水库，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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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为控源截污已开工，清淤疏浚为前期阶段，黑臭未消除；

新凯河、富裕河、永春河，巡查结果为控源截污、清淤疏浚、

垃圾清理等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待水质监测结果、公众满意

度调查、工程实施相关证明材料审核完后，再判定是否完成

整改和消除黑臭。

第九组：上午，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并对巡查期间的举报信息进行核查。下午，巡查组继续完善

呼和浩特市、银川市、太原市的黑臭水体整治巡查报告和“一

河一档”等相关材料。

第十组：巡查组（信阳组）共巡查了 5 个水体，其中：

督查判定为基本消除黑臭的湖东沟、五里沟（浉河区段）、

汪家大塘，5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1 个问题尚未解决。

督查判定为未消除黑臭的吴桥水库，地方上报为未完成

整治，巡查组调阅了整治方案，现场巡查发现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施正在运行，整治工程尚未完工。

督查新发现的黑臭水体铁路边沟（楚王城万和居委会附

近），地方上报为未完成整治，现场巡查发现在沟底明敷了

截污管道，设施建设较为简易。

巡查组（十堰组）共检查了 4 个水体，其中：督查判定

为消除黑臭的桐树沟、神定河，6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2 个

问题正在整改中（神定河，一是因扩建 8 万吨/天污水处理

厂正在调试，市政生活污水未通过提升泵全部进入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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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存在截污管涵截流污水溢流入河现象；二是神定河污水

处理厂入河排污口审批手续正在办理中）。

督查判定为未消除黑臭的七里沟、青岩洞郑道进门口-

山边，3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待收到水质监测结果再作判定。

第十一组：共检查了岳阳市2个水体，其中：督查判定

为消除（基本消除）黑臭的西干渠，2个问题已基本解决；

督查判定为未消除黑臭的冷水铺村水塘（实际为河流水体，

当地称为“水塘”），巡查结果为未消除黑臭，该水体为冷水

铺村自建排水沟，非自然水体，上游水体氨氮指标为重度黑

臭，没有达到消除黑臭的目标；同时存在控源截污不彻底，

城镇污水管网不配套的问题。

第十二组：共检查昆明市的3个水体，其中：地方在此

次巡查期间上报的黑臭水体昆明市铁路边沟（王筇路与铁路

边沟交叉口至海源派出所）、车家壁岔河（车家壁村至汇入

王家堆渠处），根据当地政府报告，2个水体已消除黑臭。

经过巡查，结合采样监测分析数据和群众满意度调查，判定

昆明市铁路边沟（王筇路与铁路边沟交叉口至海源派出所）

基本消除黑臭，昆明市车家壁岔河（车家壁村至汇入王家堆

渠处）未消除黑臭。

巡查期间新发现西山区老运粮河为黑臭水体，具体情况

如下：通过群众举报，巡查组进行现场巡查，巡查结果为群

众举报属实，结合采样监测分析数据和群众满意度调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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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专家研判为黑臭水体。

第十三组：巡查组在乌鲁木齐市查阅了相关纸质材料，

分别为：督查期间完成整改的乌昌快速与王家沟大桥交汇处

至哈族新村黑臭段、迎宾路泄洪渠铁路桥段2个黑臭水体，

以及督查期间新发现的金粮源贸易城段黑臭水体整改情况。

对督查期间新发现的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金粮源贸

易城泄洪渠整治情况，进行公众调查。该公众调查满意度情

况正在统计中。

第十四组：共巡查了西安市督查期间新发现 3 个水体，

其中：氵皂河第九污水处理厂上游长安区 1.21 千米加盖河段，

经现场核查，发现不合理加盖部分仍未拆除；氵皂河第九污水

处理厂下游雁塔区 1.8 千米河段，经现场核查，发现岸边有

垃圾堆放点一个，暗渠一个，水体黑臭，发现大管（已封堵）

套小管（未封堵）现象；浐河桃花潭公园水体，经现场核查，

桃花潭公园存在一处排污口安置的临时水质净化站污水提

升泵未运行，污水直排，沿岸形成一段很长的污染带，另外

第三污水处理厂出水色度偏黑，与浐河形成明显色差，下游

段有少量黑色块状漂浮物及翻泥现象。

第十五组：共检查了福州市 14 条河，其中：督查判定

为消除（基本消除）黑臭的金港河、浦上河、三捷河、磨洋

河、浦东河、潘墩河、君竹河、跃进河、跃进支河、龙津河

与跃进河连接段、马洲支河、吴山河 12 个水体，13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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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基本解决。督查判定为未消除黑臭的龙津河，巡查结果为

消除黑臭。督查期间新发现的铜盘河小支流河，巡查结果为

消除黑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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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专项巡查
举报信息统计情况

一、举报信息情况

10 月 29 日，2018 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专项巡查受理电

话举报 73 条，“城市水环境公众参与”微信公众号受理举报

9 条，共 82 条。其中涉及 36 个重点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的举

报信息有 46 条，排在举报前三名的城市是大连 9 条、北京 8

条、深圳 4 条。其他城市为：广州、上海、呼和浩特各 3 条，

太原、合肥、武汉、贵阳各 2 条，海口、南京、沈阳、长春、

长沙、成都、西安、南宁各 1 条。按照专项巡查要求，15 个

专项巡查组已将接到的 82 条举报信息全部移交地方政府进

行核实处理。

二、举报信息核实情况

第一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2 条，对

1 条巡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进行了现场核实；第二专项巡查

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2 条，对 1 条巡查期间公众

举报信息进行了现场核实；第五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间

公众举报信息 11 条，对 1 条巡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进行了

现场核实；第七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2

条，对 6 条巡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进行了现场核实；第八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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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5 条，对 8 条巡查期

间公众举报信息进行了现场核实；第九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

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21 条，对 3 条巡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进行了现场核实；第十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

信息 10 条，对 4 条巡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进行了现场核实

第十一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5 条，对 1

条巡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进行了现场核实；第十二专项巡查

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5 条；第十四专项巡查组对

5 条巡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进行了现场核实；第十五专项巡

查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1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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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臭水体整治专项巡查网络舆情

10 月 29 日,2018 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专项行动网络言

论信息共监测到 4 条，其中正面信息 2 条，问题关注 2 条。

【正面报道】

《经济日报》：深圳明年底前消灭城市黑臭水体。10 月

29 日，《经济日报》报道称，按照国家和广东省坚决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相关部署，深圳市将着力整治黑臭水体，采

取“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活水循环”等综合治

理手段，计划明年底前彻底消灭城市黑臭水体；此外，全力

推进重点跨界河流、入海河流整治，力争到 2020 年底前干

流及主要一级支流消除劣Ⅴ类。针对不达标排污口水体治

理，深圳市共排查 6426 个入河排水口，截至今年上半年已

整治 4438 个，计划明年底前全部整治，完成城市建成区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截至 10 月 29 日 16 时，媒体转载相关报

道 9 次。

《经济日报》：上海金山区朱泾镇“一河一策”治水 带

水的镇“活”起来。10 月 29 日，《经济日报》报道称，近年

来，金山区朱泾镇全面推行“河长制”，落实“河长”全覆

盖，同时多方协调“会诊”，制定“一河一策”整治方案，

上下一心，联动治水。通过河道整治、控源截污、沟通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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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清调水、生态修复、长效管理等一系列措施，持续有效改

善全镇河道水环境。2018 年，朱泾镇将消除 40%的劣 V 类河

道水体，明年底争取消除 95%的劣 V 类河道水体，2020 年底

基本消除劣 V 类河道水体。截至 10 月 29 日 16 时，媒体转

载相关报道 5 次。

【问题关注】

CCTV 新闻频道：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排查“回头看” 山

东污水直排 小清河多次整治难变清。10 月 28 日，CCTV 新

闻频道报道称，记者在山东省中部渤海水系河流小清河济南

市五柳岛景区段看到，未经任何处理的城市污水、企业污水

直排入河。当地工作人员介绍，污水日排放量为 3 万方左右。

除了五柳岛直排口外，沿小清河干流还有一处直排口，这两

地的污水排放量每天达到 6 万方左右。当地管理人员称，污

水直排的主要原因是管网问题未得到解决。据了解，济南市

小清河治理近 20 年，先后投入上百亿元，但治理效果没有

达到预期目标。网民纷纷回帖表示关注，主要质疑治污资金

最终的去向。网民“真诚烟酒茶超市”：上百亿元可以在每

个排污口建个污水处理装置了，真正用到治污的钱有多少。

网民“又一村 148455898”：投钱多少很难说明治理的力度。

因为钱就是水，根本没到小清河，就蒸发了。截至 10 月 29

日 16 时，媒体转载相关报道 6 次。

《北京青年报》：生态环境部和住建部启动 2018 年城市



13

黑臭水体整治专项巡查 太原已达标排洪渠再现“黑臭段。

10 月 29 日，《北京青年报》报道称，太原市许坦排洪渠从污

水横流到现在已经至少 12 年，被列入黑臭水体的名单也至

少有两年以上，在中央环保督查和黑臭水体专项督查中也都

曾经被点名，省长还曾专门到此调研，但时至今日依然未得

到根治。记者跟随第九巡查组发现，作为该市 19 条黑臭水

体之一，许坦排洪渠又新发现一处黑臭段，该黑臭段属于许

坦排洪渠中游位置，渠内有一处非法排污口正在排放生活污

水。除了这处新发现的黑臭段，根据群众举报，巡查组还在

许坦排洪渠的上游、距离黑臭段约 1200 米处发现了一处聚

集生活污水的“死水”。截至 10 月 29 日 16 时，媒体转载相

关报道 2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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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送：干杰、润秋、翟青、英民、刘华、海英、国泰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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