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月 18日，清镇市举行

“贵州生态日”宣传活动暨“保护水

源地·河长大巡河”启动仪式。 接下

来的一周内， 各级河长都将到责任

河流或河段开展巡河， 并开展河湖

拆违清障、洁岸清污、河道治理、鱼

类增殖放流等活动。

启动仪式在清镇市梯青塔湿地

公园举行，各乡（镇、社区）主要负

责人、生态环保联合会、环保志愿者

及企业、村居、学生代表等 200 余人

参加。

活动现场举办了生态文明建设

成果图片展，并开展法律法规解读、

咨询活动和“绿丝带” 志愿者活动。

在随后的巡河活动中， 相关人员前

往老马河、东门河等河段开展巡河，

详细了解河段综合治理的有关情况

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据了解， 为有序推进河长制工

作，清镇市组建了河长制办公室，下

设综合协调专班和督察督办专班，

实行“日报制” 。 对全市境内 14 条

河流总长 284.4公里的河道，明确了

市级河长，对 27 个责任河段明确了

乡（镇、社区）级河长。 在接下来的

一周内， 清镇市各级河长都将到责

任河流或河段开展巡河， 并根据实

际情况，开展河湖拆违清障、洁岸清

污、 河道治理、 鱼类增殖放流等活

动，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问题。

（胡太勇 耀家昌 张鹏）

开展河湖拆违清障、洁岸清污、河道治理等工作

清镇各河长 展开巡河行动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深一层推进大生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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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 6 月 18 日是首

个“贵州生态日” ，当天，贵阳市

“6·18 贵州生态日” 宣传活动暨

“保护母亲河、河长大巡河” 活动

启动仪式在筑城广场举行。

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新

宣布活动启动。

本次活动由贵阳市人大常委

会主办， 以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

代·共享绿色红利” 为主题，是“6·

18贵州生态日” 贵阳系列活动的

组成部分。活动当日，现场还举办

了 2017 年 “6·18 贵州生态日”

贵阳市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展，分

生态经济、生态建设、生态保护、

生态文化、 司法保障五个篇章展

示了近年来贵阳市生态文明建设

的成果，展出的近百幅“生态贵

阳”“千园之城” 主题摄影作品

引得市民纷纷驻足观赏、拍照，市

相关部门和“绿丝带” 志愿者还

现场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法律法规

解读、咨询问答等服务。

启动仪式上，市级河长、区级

河长、环保组织和志愿者代表作了

表态发言，颁发了政府河长认河领

责牌和民间河长证书。 启动仪式

后，出席活动的领导还参观了 2017

年“6·18贵州生态日”贵阳市生态

文明建设成果展。 （樊成琼）

本报讯 昨日是贵州省首个生

态日，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级

总河长、南明河市级河长刘文新来

到南明河，开展“保护母亲河、河长

大巡河” 活动，强调要全面落实河

长制，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

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让南明河

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为深一层

推进大生态战略行动，努力实现百

姓富与生态美有机统一贡献力量。

当天， 刘文新一行来到南明

河，实地查看水体水质改善、周边

环境保护和沿岸景观美化等情况。

他说， 贵州把每年的 6 月 18 日设

立为生态日，这是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要守住发展

和生态两条底线、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和环境保护重要指示精神的务

实行动，是强力推进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提出的大生态战略行动的重

大举措，是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

机制创新的具体体现。 全面推行河

长制是中央部署的一项重大改革，

是完善水治理体系、保障水安全的

制度创新，让我们的江河湖泊都有

了守护者、责任人。 全市上下要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以开展好“贵州生态日”

系列活动为契机，引导全社会增强

生态文明意识，以实际行动参与到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来，加快建

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

刘文新回顾了南明河治理历

程。 他指出，南明河是贵阳人民的母

亲河，历届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综合治理。 但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人口的快速集聚，南明河不堪重负，

污染问题远未根治，表象是水质、根

子在岸上， 南明河水环境综合治理

任重而道远、永远在路上。 要更加注

重治理， 加快推进南明河水环境综

合整治二期项目建设， 通过建设截

污管网、分散式污水处理厂，推广中

水回用， 利用黔中枢纽工程进行生

态补水等措施， 提高水环境治理水

平和效果。 要更加注重建设，从城市

规划建设入手， 针对老城和新区实

际情况，完善雨污分流系统，配套污

水收集管网， 推进河流生态浮床建

设，实施岸上绿化美化工程，让两岸

的景变得更美。 要更加注重管理，启

动南明河城区段“天网” 工程建设，

运用大数据提高流域管理水平，实

施全方位、 全时段、 全天候动态监

测。 要更加注重监督，属地政府、行

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责， 政府河长

和民间河长要共同发力，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新闻监督要全面发动，形

成共建共治的良好格局。 要更加注

重执法，铁腕治污、严格管控，对偷

排偷放、 超标排放等污染水环境的

违法行为，绝不手软，坚决严惩，用

法律的“钢牙利齿” 保护我们的母

亲河不受污染。

刘文新要求，“天天都是生态

日” ，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和民间

河长要牢记使命，切实履责，汇聚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共同保护好

水资源，让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

护河湖的理念深入人心、 融入骨

髓， 成为更多贵阳人的自觉行动，

为构建“一河百山千园” 自然生态

体系， 深一层推进大生态战略行

动，建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奠

定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刘文新在开展“保护母亲河、河长大巡河” 活动时强调切实履行河长职责

让南明河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

2016 年， 贵阳市城区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水质总体良好。

制定出台了 《贵阳市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将

全市 96 条地表河流、16 个县级

以上饮用水水源地纳入未来五

年贵阳市水污染防治目标，并

与 14 个属地政府和 14 个市直

部门签订了防治目标责任书，

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创新水环境管理机制，按

照 《贵阳市金钟河流域水环境

质量考核暨奖惩办法》，每月对

金钟河流域水环境质量进行监

测、考核与通报。 全年共收缴属

地政府生态补偿资金 3790 万

元， 通过经济与行政手段相结

合的办法倒逼属地政府开展污

染治理工程。

制定 《贵阳市乌江珠江流

域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河长制实施方案》， 将全市

96 条河流和 16 个水源地的保

护 工 作 分 解 落 实 给 市 、 区

（县）、乡（镇）三级 266 位“河

长” 等。

在完成红枫湖、 百花湖阿

哈水库、中曹水厂、汪家大井水

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基础

上，继续投入 1700 余万元，建设

了花溪水库、沙老河水库、大龙

井水源地及“两湖一库” 7 条入

库支流水质自动监测站， 初步

构成全市 7 个地级水源地及主

要支流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利用争取到的中央水污染

防治专项资金， 组织实施完成

了金钟河白云区粑粑坳片区污

水治理提升改造、 息烽河上游

干沟河污水处理、“两湖一库”

周边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工程等

4 个项目， 开展了乌江 34 号泉

深度治理工程、 洋水河综合整

治等工程， 有效改善了水环境

质量。

贵阳市全面铺开 “两湖一

库”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巩

固和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成

果，内源污染治理初见成效。 成

功实施了阿哈水库底泥环保疏

浚实验项目， 建成了金钟河入

湖口清水型生态治理等一批治

理项目， 同时阿哈湖视频监控

项目和红枫湖、 百花湖水质自

动监测站项目相继投入运行。

“两湖一库” 保护和治理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效。

本报记者 杨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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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治水

大事记

本报讯 今年 6 月 18 日是首个

“贵州生态日” 。 当天上午，全省“保

护母亲河·河长大巡河” 6·18生态日

主题活动暨“百千万” 清河行动在黔

东南州榕江县都柳江畔启动，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尔宣布启

动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孙志刚，

省政协主席王富玉， 省委副书记、省

委政法委书记谌贻琴， 省委常委，省

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

导同志同步开展巡河， 省领导李再

勇、傅传耀、刘远坤在主活动点出席。

活动开始前，陈敏尔一行来到榕

江县红岩水利枢纽堆沙坝，观看展板

展示，听取全省落实河长制、水美贵

州和都柳江流域治理情况汇报。启动

仪式上， 宣读了全省 10条最美河流

名单， 为都柳江河长公示牌揭牌，向

受聘专家和志愿者颁发聘书，并与涟

江、松桃河、草海分活动点进行了视

频连线、听取了表态发言。随后，陈敏

尔宣布生态日主题活动正式启动。启

动仪式后，陈敏尔一行沿着都柳江岸

步行巡河，实地考察了水利枢纽和防

洪工程规划建设情况。

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

列重大决策部署。 省委、省政府决定

将 6月 18日设立为“贵州生态日” ，

就是为了深入贯彻总书记指示要求，

更加自觉地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 形成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的共

识、合力和氛围，开创百姓富生态美

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实施河长制、保

护母亲河，是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

色发展的重要内容。 今天，我们启动

生态日大巡河行动，就是要彰显贯彻

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坚

定决心与强烈担当。 现在在贵州，五

级河长护河、五级干部种树已经成为

制度安排， 我们要长期地坚持下去。

各地各部门要以首个生态日主题活

动为契机， 与时俱进落实好 “河长

制” ，深入推进河湖生态治理和保护

工作，努力实现河流长治久清，让老

百姓更加亲水，让母亲河更加亲民。

陈敏尔强调，“河长” 是一份沉

甸甸的责任。 当“河长” 的基本方法

就是问题导向， 有什么问题就解决

什么问题，要调动方方面面的资源，

发挥方方面面的主观能动性来共同

治理，做到守河有责、守河负责、守

河尽责。 各地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协

同推进，坚持长短结合、综合治理，

形成齐抓共管、 群策群力的工作格

局。 要进一步动员组织好社会力量，

引导人民群众强化生态文明理念和

水资源保护意识， 健全完善公众参

与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守护江河、保

护生态的浓厚氛围， 真正让群众参

与、为人民造福。

巡河结束后，陈敏尔还来到榕江

县三宝侗寨，实地考察了鼓楼和村寨

广场，沿河参观了古榕树群。他指出，

护河要护林，治水要治山。 要牢固树

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

理念，用足用好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

两个宝贝，保护好古榕树、古村落、古

建筑，挖掘好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人

文价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两者有

机统一。

孙志刚在乌江巡河时指出，在

“贵州生态日” 举办保护母亲河河长

大巡河主题活动，意义重大。 乌江是

长江上游右岸最大支流，加强乌江流

域生态保护与治理责任重大。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部署，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全

面落实新发展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 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深入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全面推行

“河长制” ， 切实抓好乌江流域生态

保护与治理工作， 努力实现百姓富、

生态美有机统一。要抓紧摸清乌江沿

岸所有排污口的情况，加快实现对各

排污口的监测全覆盖，对不达标的排

污口要找准污染源，通过推进工业企

业转型升级、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等措施强化源头治理，科学解决江上

网箱养殖等问题，确保治理工作取得

实效。 要加强群防群治，各级各部门

要共同努力、共同保护，层层压实责

任，充分发挥民间义务监督员、志愿

者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发现环境

违法行为及时举报、严肃查处，着力

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保护河湖的

良好氛围， 切实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

据悉，此次生态日河长大巡河活

动共发现问题 107 个、 现场解决 21

个，主要涉及规划管理、河岸建设、水

源地保护、水环境治理、行政监管执

法等领域。各级各有关部门将按照巡

河要求，严格进行整改落实、确保取

得更大实效。

（许邵庭 王恬）

“贵州生态日”主题活动启动

与时俱进落实好“河长制” ，深入推进河湖生态治理和保护工作

“保护母亲河 河长大巡河”

贵阳市“6·18贵州生态日” 系列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