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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联动 建管并举 水岸同治

武隆多措并举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

芙蓉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地
跨武隆、彭水两区县，苗寨处于芙
蓉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
右岸，属彭水管辖。因地理位置特
殊，该地两农户以网箱养鱼长达10
余年，网箱总面积约 300 多平方
米，较大程度影响着芙蓉江水域质
量和渔业规划管理。

7月11日，武隆区遗管委、区
农委、区海事处联合彭水县农委、
水务、公安、所涉乡镇等对芙蓉江
苗寨非法网箱养鱼进行联合执法
查处。明确要求养殖户在规定时
限内停止违法网箱养殖行为，主动

拆除网箱附属设施，恢复水域原
貌，逾期不拆除，将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处置。此举标志着武隆
通过创新协调机制，进一步实现了
跨界河流联防联治。

武隆区境内有乌江、芙蓉江、
大溪河、木棕河等河流属跨界河
流，曾经“九龙治水”各管一方，区
县与区县之间配合执法能力缺失，
让河流综合治理工程很难推进。

然而，随着跨界河流管护合作
协议通过审议，将彻底打破跨界河
流难治理的局面。

针对乌江、芙蓉江、大溪河、木
棕河4条跨界河流管理，武隆分别
与南川区、涪陵区、彭水县、贵州省
道真县4区县签订跨界河流联防联
控合作协议。协议明确实施流域
综合治理、水质监测信息共享，建
立协同应急处置机制、联席会商机
制，携手共同做好区县间跨界河流
联防联控工作，努力控制和减少流
域水环境污染影响，共同促进跨界
流域水环境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

坚持党政领导 构建河长工作联动机制

大溪河流域峡谷风光旖旎，喀
斯特风貌明显，鸭江小三峡更是名
列全国八大小三峡之一。

可曾几何时，由于污染严重，
使得风景秀美的大溪河鸭江流域
水质成了劣五类，生态环境持续恶
化。

鸭江镇位于大溪河流域最末
端，基本承接了中上游河段的固液
体排污，加之沿线村民集中居住点
较多，居民点排水管道系统也不够
完善，部分管道老化，泥沙淤塞严
重，使得鸭江镇成为大溪河流域污
染最严重的河段。

针对这一情况，武隆区投资
2056万元，加大了鸭江镇污水管
网建设。鸭江污水管网（二期）现
完成主管网6.2公里、三级管网8.6
公里。同时，为进一步改善场镇环
境，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和出水水
质，武隆还按照出水水质一级A

类标准排放，近期污水处理能力
2000立方米/天，远期污水处理能
力3000立方米/天的标准，对鸭江
污水处理厂进行迁建。

通过加强设施建设，让污水变
清流，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内河流水
质，这样的例子在武隆比比皆是。

随着武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和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农
村生活污水对环境的影响日益突
出。如果缺乏有效治理，将导致农
村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对子孙后
代的生存环境构成威胁。

武隆区充分认识污水治理的
重要意义，投资1.2亿元，用以加强
乡镇污水管网项目建设，进一步提
升乡镇及聚集区污水处理设施设
备功能，提高污水收集率，最大限
度减轻污水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该项目涉及火炉镇、白马镇、
江口镇、长坝镇、平桥镇等27个乡

镇及江口镇黄草村、黄莺乡隆兴
村、石桥乡大坪村、巷口镇杨家村
等12个行政村的污水处理设施。
此外，武隆区通过提标改造工程，
进一步加快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
工作，计划年底完成大部分乡镇的
污水管网建设，确保全区乡镇污水
实现全收集。

截至目前，武隆建成乌江干流
场镇污水处理厂4座，设计规模
56070吨/日，实际处理39249吨/
日，管网建成 91.69 公里，城区
2017年起按一级A标处理，乡镇
一级B标执行；支流建成场镇污水
处理站19座，设计规模11450吨/
日，实际 8015 吨/日，管网建成
118公里管网，一级B标执行。农
村居民集聚点（含撤乡并镇）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37座，日处理能力
3250吨，配套管网78公里。

近日，江口镇畜牧兽防站联合
建环办对禁养区生猪养殖场签订
了环保紧急关停处理协议，将关闭
禁养区20头生猪当量及以上养殖
场10个，乌江流域和芙蓉江流域各
5个。此次关停行动有效解决了生
猪养殖场污染问题、改善了环境质
量。

江口镇关闭禁养区生猪养殖
场的行为，正是武隆对于畜禽养殖
污染整治工作坚持零容忍态度的
最好说明。

伴随乡村社会发展和经济建
设的全面推进，农村畜禽养殖业得
到了快速发展。为了应对形势日
益严峻的畜禽养殖污染问题，武隆
出台畜禽养殖区域划定方案，将河
道管理范围100米内设为禁养区，
河道管理范围200米内设为限养
区，禁养区和限养区以外的其它区
域为适养区，并积极开展畜禽规模
养殖场污染整治。

今年以来，按照相关要求，武
隆完成了市级下达取缔关闭禁养
区规模畜禽养殖场25家的任务，自
查清理关闭禁养区畜禽养殖场
（户）12家，取缔生猪养殖当量5.2
万头。限养区、适养区养殖场（户）
责令整改、完善污染治理设施等方

面完成污染治理达12.5万头生猪。
不仅如此，全区还推行“环保、

国土、林业、畜牧、乡镇”等多部门
联动机制，严格准入，对新建、扩建
的畜禽养殖场实行“建前审批备
案”制度，从源头上有效控制畜禽
养殖污染的产生，达到了标本兼治
的功效。

另外，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也是
今年武隆深化河长制工作的重头
戏。随着城乡建设进程加快和农
村经济条件改善，农村环境面临着
多重问题，其中较严重的是农村生
活垃圾污染。

为了让水更清山更绿，大地更
洁净，武隆制定了《武隆区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实施方案》。按照2018
年，27乡镇（街道）186个村垃圾收
运全覆盖目标推进治理工作，通过
2个垃圾处理场和 8个垃圾中转
站，实行“户集、村收、乡（镇）转运、
区（区域）处理”模式，开展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

截至目前，今年累计治理生活
垃圾1万余吨。全区186个行政
村，178个行政村达到有效治理，有
效治理比例达到95.7％，有效治理
覆盖人口19.36万人，覆盖比例达
95％。

加强设施建设 有效治理让污水变清流

强化监督管理 源头严控达到标本兼治

创新协调机制 跨界河流实现联防联控

武隆水资源丰富，境内河流
纵横、水库众多，全区大小河流
199条，各类水库32座。保护好
这些江河水库，事关人民群众福
祉，对于武隆长远发展更有着深
远意义。

深化落实河长制是武隆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群众期盼的
民生工程。为此，武隆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2017年建立了重庆
市武隆区河长制组织体系，由区委
书记任总河长、区长任常务副总河
长、分管水利和环保的副区长任副
总河长，分管水利的副区长兼任河
长办公室主任。

同时，从水务局、环保局、城乡
建委、农委、城市管理局、畜牧兽医
局等单位抽调工作人员10人，将
抽调人员分成综合组、宣传组、督
查组3个小组，各小组人员各司其
职、各尽其责，开始了河长制各项
工作的开展，形成多部门联动机
制，河流治理取得进一步成效。

武隆，自古依山傍水而建，乌
江自东向西穿境而过。作为母亲
河，乌江在幅员2901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流淌，滋养着武隆儿女。但
随着武隆乌江沿岸相关项目建设

的实施，乱堆乱倒弃土渣土、违法
侵占河道等不法行为时有发生，严
重威胁着母亲河的健康。

近期，担任乌江总河长的武隆
区委书记黄宗华在例行巡河的过
程中，在乌江沿岸发现了乱堆乱倒
弃土弃渣和违法侵占河道等情况。

情况发生后，武隆区水务、城
管、环保、交委等多个部门积极作
为，联合执法，开展了为期8天的
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清运、复绿、
修建挡墙护坡等方式，对乌江沿岸
乱堆乱倒弃土弃渣和违法侵占河
道的行为进行整治。

目前，乌江沿岸乱堆乱倒的弃
土弃渣已清理完毕。此次专项整
治活动共完成临江岸坡防护整治
面积约6.772万平方米，不仅确保
了乌江河道通航、行洪安全，更加
保护了乌江沿岸生态环境。

“有了河长就是不一样，建筑
垃圾没有了，河道两岸又恢复了往
日的模样。”对于河长治河的成效，
居民们感到十分满意。

今年，武隆不断深化河长制
工作。由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区
级总河长，区委副书记任常务副
总河长，区政府分管环保、水利的

副区长任副总河长。区四大家一
把手及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全部任11条区级河流的河长或
副河长。

为加强对涉水违法行为的震
慑和打击力度，在此基础上，武隆
还建立起了三级河库警长体系，由
区政府副区长、公安局局长任全区
河流的总警长，公安局相应的人员
任11条区级河流的警长；各乡镇
（街道）按要求设置了乡镇级双总
河长，乡镇派出所所长及民警任辖
区内河流的警长。

目前，全区共有区级河长11
名、副河长7名、乡镇（街道）级河
长82名、村级河长172名、河库警
长43名，真正做到了让每一段河
流既有河长又有警长。通过开展
河长、库长、警长的交叉巡河巡库
工作，增强了对涉水违法行为的打
击力度。

截至目前，各级河长共巡河
7527次，其中区级河长112次，乡
镇级河长2016次，村级河长5399
次，在巡河中共发现问题161件
次，整改落实135件，即将整改完
成和正在整改的26件次。

石梁河巾帼护河主题活动

全面推行河长
制，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部
署开展的重大改革
举措，是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制度
安排。

近年来，武隆牢
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构建“党政同责、部
门联动、职责明确、
统筹有力、水岸同
治、监管严格”的治
水机制，以“坚决守
护绿水青山，实现河
库功能永续利用”为
主线、建管并举为抓
手、制度创新为保
障、治理河库为落脚
点，多措并举，全面
深化河长制工作，切
实做到守河有责、守
河有方、守河有效，
把武隆建设成为山
清水秀美丽之地。

山虎关水库

白马镇石梁河滨江路段整治前

白马镇石梁河滨江路段整治后

白马镇石梁河滨江路段整治后

乌江银盘电站水库清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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