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9 月底形成的南海城乡黑臭水体清单显示，全
区需整治的黑臭水体共 148 条，要在 2020 年年底前基本消
除城乡黑臭水体，任务艰巨繁重。

南海区 7 月 30 日召开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围绕城乡黑臭水体整治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南海以什
么措施确保完成治水任务？存在的多方面难点问题如何解
决？这些都成为此次询问会关注的焦点。

明年底前基本消除城乡黑臭水体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苏绮玲 通讯员 黄毅雄

上午 9 时，区长顾耀辉、
副区长黄颂华带领 8 名部门负
责人，与区监察委、法院、检
察院相关负责人一起，落座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崇剑等常委
会组成人员面前，其身后则是
列席会议的各镇街有关负责同
志和人大代表。

作为黑臭水体整治的成员
单位，各部门负责人认真做好
应询准备。黄颂华汇报完城乡
黑臭水体整治情况后，会议进
入了“有问必答”的关键询问
阶段。

“群众反映管网建设规划
跟不上治污需要，存在建管不
成网、‘僵尸管’‘断头管’
问题，究竟有没有？”“镇财
政紧张，区财政怎么帮助他
们？”“四类排水主体未完全
将污水接入管网，污染严重，
怎么解决？”……在将近两个
小时的专题询问会上，13 名区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接连追问，
提问切中要害，“辣味”十足。
作为应询者，相关职能部门不
回避问题，坦诚回应。

“询问会上感到巨大压力
的同时，也获得了强大的动力。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

共同缔造的理念，全面推进全
区自然村‘截污到户、雨污分流’
工作，多措并举消除黑臭水体，
营造河畅、水清、堤固、岸绿、
景美的水生态环境。”作为被
询问次数最多的人，区住房城
乡建设和水利局局长叶新说。

“专题询问不是给政府挑
刺，人大和‘一府一委两院’
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
紧紧围绕区委的决策部署，敢
于担当，履职尽责，积极作为。
明年，我们还将听取黑臭水体
整治工作情况报告。”赵崇剑
打起“预防针”。

顾耀辉表示，区人大常委
会对南海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开
展专题询问，体现了对水污染
防治工作的关心、支持、鼓励
和鞭策。他要求相关部门对区
人大常委会委员们提出的意见
建议做好整理，并承诺将以专
题询问会为契机，全方位开展
控源截污，全力推进重点流域
治理，对区内河涌湖库所有入
河排污口开展排查，并对排污
源头进行溯源，扎实推进黑臭
水体整治工作，确保今年底消
除 102 条黑臭河涌、明年底全
面消除黑臭水体目标的实现。

2018 年 9 月底，南海形成了全区城乡黑臭水体清单，需整治的黑臭水体共 148 条，2020 年年底
前要基本消除城乡黑臭水体。会前，常委会组成人员分成多个调研小组，较为全面地掌握了黑臭水体
整治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任务艰巨繁重，南海以什么措施确保完成治水任务？存在的多方面难点
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都成为了此次询问会关注的焦点。

南海区人大常委会现场“出考题”，依法监督水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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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

里水倾力推动人居环境整治，打

响乡村振兴“头炮”。当前，里

水抢抓南海区建设广东省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的机遇，

围绕“点上出彩、线上成景、面

上开花”的乡村振兴目标，聚焦“两

个连片”，着力打造南海区城乡

全面融合发展标杆镇、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最美岭南水乡，为南海

区城乡全面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

示范样本。

南
海
行

乡村
振兴

里水今年还启动了东部工业园、海南
洲、大冲工业区三个千亩村级工业园连片
改造示范项目。以上改造项目将实施高标
准、大规模的混合连片改造，通过整合再
造乡村可发展的各类空间载体，打造为城
产人融合的三大新型产业社区。

未来，里水将通过腾笼换鸟，让新材
料、新一代电子信息、新型生物医药三大
产业在里水形成集群。

“我们目的是通过连片改造实现空间
格局再造、产业集群再造、生态环境再造，
为南海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探索模式
和提供样本。”里水镇委书记谭艳玲表示，
将以三个连片改造示范项目带动，推进全
镇 129 个村级工业园区的整治提升，打赢
村级工业园区整治的攻坚战，为里水产业
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活力。

●东部工业园板块  改造以新一代电子信
息、智能家电产业为主题的城产人融合的
新型产业社区；

●海南洲板块  打造以“企业总部 +文旅”
主题的新型产业社区；

●大冲工业区板块  打造以“新型生物医药
+高新技术制造”为主题的新型产业社区。

乡村振兴
力争前列

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局长叶新：
目前治水项目整体上基本按计划进度推进，

个别存在一定滞后，据初步统计，约有 30 个。
原因主要是部分管网项目涉高速公路、高压燃
气管道等，推进受阻；项目的设计、立项、招
投标等审批耗时长；因施工招标流标、涉及农
保地等。

为此我们将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和流域片区统
筹，对项目立项、审批、招标耗时长的原因进行
分析，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尽快解决难题。下一
步将完善整治方案，对相关黑臭水体进一步深入
调查分析，优化整治方案、加大治理力度，建立
通报制度和例会制度，定期通报整治进度滞后、
整治效果不佳的河涌，召开进度会分析治理存在
的突出问题并及时解决。

焦点 1      

焦点 2

焦点 4 

焦点 3

副区长黄颂华：
南海实行属地管理和河长负主责的工作原则，

采用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工作方法，由区环委办、
区河长办组织，各镇街开展全面排查工作，从消除
生活污染源、农业污染源、工业污染源、内生污染
源等4方面编制黑臭水体整治方案，开展治理工作。

三年内实施399项重点治理项目，目前基本
按计划推进实施。227宗内生污染源治理项目，
140个项目已完工或建成后持续运行；171宗生活
污染源治理项目，52个项目已完工并投入运行；1
宗农业污染源治理项目已完成，并处于常态化实施
阶段。

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局长叶新：
截至 2018 年底，全区已建成截污管网约 1505 公里。

针对“截污最后一公里问题”，2019 年，南海区计划投入
约 13 亿元，新增建设截污管网 300 公里，力争完成 330
公里和 86个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预计这些污水处理
设施建成后，到今年年底可基本完成全区自然村生活污水处
理“全覆盖”。

由于截污管网建设涉及铁路、高速等部门，业主单位较
多，截污管网存在部分节点建设协调所需时间较长的问题，
确实存在部分管段因节点未打通，而无法有效发挥收集污水
的功效，“僵尸管”“断头管”问题确实存在，但占比不多。
针对此类问题，今年我们多次组织相关镇（街道）研究制定
方案，明确打通接点时间，落实建设责任人，集中力量加强
统筹协调和推进建设，确保尽快完成节点的管网建设。

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谭国洪：
近期，区发展和改革局正拟定《佛山市南海区政府投资项目

管理办法》，拟将纳入政府年度投资计划的新开工项目，属于区
级审批权限范围的视同于已批复项目建议书立项。总投资1000
万元（含）以下的项目，视同于已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大幅
减少项目审批数量和简化审批环节，加快项目前期立项工作。

另外，在现时推行的“数字政府”改革工作中，区发
展和改革局开展模拟审批改革，通过扩大模拟审批项目范
围，提前介入重大项目的设计、报规、报审等工作，大幅
缩短项目前期工作。按照“数字政府”改革要求，在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环节，通过流程优化、系统整合、数据共享
等举措，精减审批环节和事项，完善“全程网办”流转机
制，实现全市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时间压缩至45个工作日内，
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时间控制在 40 个工作日以内。

根据“点上出彩、线

上成景、面上开花”的乡

村振兴目标，里水力争一

年建成连片示范区、三年

实现一村居一品牌、五年

实现全域振兴。

今年第一批 12 个村

居品牌创建已于 7 月陆续

启动，年底，里水将建成

“一村一品”乡村振兴首

批 12 个精品示范村，多

个特色旅游节点将串联成

“南有梦里水乡风情游，

北有岭南农业大观园”两

条连片乡村振兴精品示范

线路。

两条连片乡村振兴精品示范线路年内建成

三个连片改造项目
带动全镇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

里水乡村振兴 工作思路

率先启动首批12个品牌示
范村居建设，力争年底前完成，
为全镇其他美丽村居、品牌村
居建设总结一套可复制、可借
鉴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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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打造“南有梦里水乡风
情游，北有岭南农业大观园”南
北两大连片乡村振兴精品线路、
示范区，项目总投资约4.5亿元，
将于年底完工。

线

大力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已共投入945万元清理接近
3万吨垃圾，9月底前100%村
居完成“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
年底前100%村居要达到干净整
洁村标准。

面

    里水的一河三岸景观。

里水着力打造城乡融合发展标杆镇

采取什么措施
治理污染源头？

如何加快黑臭水体
整治工程进度？

怎样解决
 “截污管网最后一公里”等问题？

整治工程审批立项
耗时较长怎么办？

●“文明窗口·幸福河村”河村社
区  未来将深入推进“自治、法治、
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引领全镇
乡村建设新时代乡村治理、幸福社
区的样板。

●“钟灵毓秀·花海流潮”流潮社
区  凭借花海而成名，未来将借助
花的元素，走出一条现代农业和生
态旅游融合发展之路。

●“文创新联·漫游水洲”新联社
区  是城乡结合部，一衣带水，未
来将以城带乡、以文创为驱动，打
造宜商宜游聚落。

●“原乡里水·多彩田园”里水
社区  拥有水乡与田园的精华，
未来也因里湖新城的开发和佛山
电子信息产业园的落户大放异
彩，将打造为城乡一体融合发展

的范本。

●“古村乡愁·光耀赤山”赤山村  
拥有跳火光的传统文化，未来将继
续结合古村活化，深耕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打造成近者悦远者来的古
村休闲度假地。

●“党建引领·宏鹰展翅”宏岗村  
既是醒狮传统文化的发扬地，也
是新时期党建品牌基地，未来将
以党建为引领，培育文明向善的
村风家风，打造和谐幸福家园。

●“爱国基地·红色北沙”北沙村  
是里水唯一的革命老区，未来将充
分挖掘革命老区历史，发扬革命老
区精神，将南三花打造成红色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研学汤村·创智乐园”汤村  
是百合花文化发源地，未来将挖

掘古村落文化，丰富百合花文化
内涵，增强北部游学体验。

●“农业大观·食色小布”小布村 
拥有优美的田园风光，未来将植入
农耕文化，打造成北部旅游服务配
套中心，品牌定位为。

●“网格先行·善治金溪”金溪社
区 是社会治理网格化的先行者，
“直联+网格化”互融共进模式
成为全市典范，未来将继续走善治
发展之路，着力打造管治精细、服
务优质的示范社区。

●“水中贤僚·梦里桃源”贤僚
村、“花径鲁岗·水悦龙舟”鲁
岗村  两村位于“南海东部最大
的自然生态岛”上，未来将依托
自然环境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业，打造成里水北部的一颗生
态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