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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30 日，15 个巡查组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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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组第一组第一组第一组：：：：中午到达海口市，下午召开对接会。会议听取

了海南省黑臭水体整治情况汇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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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召

开内部工作会议，部署在海南巡查的工作任务。

第二组第二组第二组第二组：：：：共检查了东莞市 9 个水体，其中：督查判定为

未消除黑臭的筷子河、新民排渠，巡查结果仍为未消除黑臭，

筷子河的控源截污处于施工阶段，清淤疏浚处于工程前期；

新民排渠的控源截污、清淤疏浚、驳岸整治等工程都处于施

工阶段。存在问题如下：新民排渠长 3.8 公里，达标期限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但政府计划达标节点为 2019 年 6 月 30

日，目前摸排排口数为 136 个，已截污数量为 76 个，污水

直排现象较严重，年底完成消除黑臭难度较大。

督查期间新发现的黑臭水体 7 个，各水体主体工程进展

如下：下埔排渠的控源截污处于施工阶段，清淤疏浚处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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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前期；简沙洲涌、新基河、鸿福河、周溪水陂涌、下桥河、

上埔排渠的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等工程都处于施工阶段。

第三组第三组第三组第三组：：：：共检查了南昌市 4 个水体，其中：督查判定为

基本消除黑臭的龙潭水渠，11 个问题已基本解决。

督查期间新发现的黑臭水体 3 个，巡查结果为：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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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龙河未开展整治工程，拟于 11 月开工（以

上两条为 30 日再次核查）；3、创新二路明渠上游计划每天

引抚河 6 万吨水进行补水，建设约 2000 米补水管网，目前

还剩 100 米左右未完成；沿河 3.3 公里的小区和工厂生活污

水截污，主干管基本建设完成，但是仍有 46 个雨污混排口

和排污口尚未截完。

第四组第四组第四组第四组：上午，巡查组部分与天津市召开对接会，会议

听取了天津市黑臭水体整治情况汇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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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专家开展现场巡查工作，共检查了天津市 15 个水

体，其中：督查判定为已消除（基本消除）黑臭的护仓河、

小王庄排水河、东场引河、南丰产河、程村排水河、西减河、

东减河、宾昌河、三八水库尾闾、幺河、增产渠、陈家洼南

北渠、前进渠、城排明渠 14 个水体，本次巡查了 40 个问题，

其中 37 个问题已基本整改完成，3 个问题未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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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期间新发现的下坞泵站干渠黑臭水体，编制了整治

方案，并通过专家论证，处于工程前期阶段。

第五组第五组第五组第五组：：：：共检查了扬州市 8 个水体，其中：督查判定为

消除（基本消除）黑臭的幸福河（二期）、施港河、西银沟

河、东长河、小运河、丁家河，11 个问题已基本解决。

督查判定为未消除黑臭的北城河和督查期间新发现黑

臭的丁庄河，巡查结果为主体工程已完工，感官上判定消除

黑臭，待收到监测结果后进行判定。

第六组第六组第六组第六组：：：：检查了大连市督查判定为基本消除黑臭的凌水

河，2 个问题已基本解决。

第七组：第七组：第七组：第七组：已结束了济南、青岛、烟台的专项巡查工作。

第八组：第八组：第八组：第八组：共检查了长春市 13 个水体，其中：督查判定

为消除（基本消除）黑臭的后三家子沟、靠边王沟、靠边王

支沟、四季青范西水库、雁鸣湖、同心湖、干雾海河、中山

沟、南阳河（暗渠），15 个问题已基本解决。

督查判定为未消除黑臭的伊通河，巡查结果为主体工程

已完工，已消除黑臭（督查期间公众满意度大于 90%，本次

巡查水质监测结果无黑臭）；翟家明沟、绿园明沟，巡查结

果为未消除，主体工程正在进行，翟家明沟拟于 2018 年 12

月底全部完工，绿园明沟拟于 2018 年 11 月底全部完工；小

城子水库，巡查结果为整治工程正在进行。

根据 29 日的巡查情况：巡查前地方已完成整治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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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主体工程已完成，公众满意度 98%（共 121 份），水质监

测结果为无黑臭），永春河（主体工程已完成，公众满意度

91%（共 130 份），水质监测结果为无黑臭），结合 30 日专家

讨论，判定富裕河、永春河已消除黑臭。

第九组第九组第九组第九组：：：：共检查了太原市 2 个水体，具体为：对巡查期

间新发现，太原市许坦排洪渠非法排污口问题的整改情况进

行了现场核实，目前该非法排污口已被封堵，确认整改完成；

对大黑水河中下游进行了现场采样对大黑水河中下游进行了现场采样对大黑水河中下游进行了现场采样对大黑水河中下游进行了现场采样，，，，监测结果显示水体为轻监测结果显示水体为轻监测结果显示水体为轻监测结果显示水体为轻

度黑臭度黑臭度黑臭度黑臭，，，，巡查组将督查期间判定为消除黑臭的大黑水河重新巡查组将督查期间判定为消除黑臭的大黑水河重新巡查组将督查期间判定为消除黑臭的大黑水河重新巡查组将督查期间判定为消除黑臭的大黑水河重新

判定为未消除黑臭判定为未消除黑臭判定为未消除黑臭判定为未消除黑臭。

共检查了呼和浩特市 2 个水体，其中：督查判定为消除

（基本消除）黑臭的扎达盖河玉泉区新建办公楼至鄂尔多斯

食品大桥、扎达盖河鄂尔多斯食品大桥至南二环快速大桥，

经现场水质采样监测，判定为未消除黑臭。

下午，巡查组继续组织撰写呼和浩特市、银川市、太原

市的巡查报告和“一河一档”。

第十组第十组第十组第十组：河南组共巡查了信阳市 2 个水体，其中：督查

新发现的新申河东一支、平西新村西沟黑臭水体，地方上报

均未完成整治。巡查组调阅了整治方案，现场巡查发现新申

河东一支正在进行污水管线建设及河道清淤，整治工程尚未

完工；平西新村西沟仅有一座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在运行，

其他工程均未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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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组共巡查了十堰市 13 个水体，其中：督查判定为

消除黑臭的恐龙化工厂至双庆路水塘、郧城花园小区解放南

路（原铝箔纸厂）、解放南路红绿灯交警中队对面、解放路

红太阳酒店—公交站、泗河流域马家河茅塔河、重庆路 1 号、

重庆路 2 号、重庆路 3 号、茅塔河狮园路支沟、张家沟、汽

配城沟、重庆路立交桥下涵洞管网断层，35 个问题已完成整

改。

督查判定为未消除黑臭的车站沟（七段：马家河桥头-

美地天城 1 号楼、梯子沟-派出所黑臭水体、武汉路-区执法

局黑臭水体、襄阳路、武当路小学-寿康永乐（过路涵洞）、

公交公司家属楼后、环卫处车队），巡查结果为：28 个问题

完成整改，此次巡查判定消除黑臭。

第十一组：第十一组：第十一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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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臭的高家组排水明沟、黄岸渠，3个

问题已基本解决。

第十二组：第十二组：第十二组：第十二组：共检查了玉溪市2个水体，是督查判定为消

除（基本消除）黑臭的玉溪大河下段（昆磨高速-汇溪路上）、

东风大沟南段（金水河，高新区公租房-玉山城玉山二路），

10个问题已基本解决。

第十三组第十三组第十三组第十三组：：：：上午在乌鲁木齐市召开巡查对接会。共检查

了3个水体，其中：督查判定为消除（基本消除）黑臭的乌

昌快速路与王家沟大桥交汇处至哈族新村黑臭段、迎宾路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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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渠铁路桥段，4个问题已基本解决。

督查期间新发现的金粮源贸易城段泄洪渠黑臭水体，巡

查发现，污水直排河道现象已整治，沿河铺设了截污管网，

河道底泥已清理，河道及沿岸未发现垃圾，河道内水体为上

游流下的泉水，经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满意度100%，

通过水质监测，判定为消除黑臭。

第十四组第十四组第十四组第十四组：：：：共检查了西安市 2 个水体，其中：督查期间

新发现的浐河桃花潭公园水体，30 日复查结果为：经详细调

研第三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污水处理厂目前已满负荷运

行，下雨或高峰期会出现溢流。

督查期间新发现的沣三干渠汉城段黑臭水体，位于汉长

安城遗址，巡查发现，6.1 公里截污管道和 127 个支管均已

完工，全段水质清澈见底，但岸边有垃圾堆放点 2 处，1 处

支管未接入截污干管。经现场巡查，判定基本消除黑臭，仍

需要进一步整改。

第十五组第十五组第十五组第十五组：：：：共巡查了福州市 3 个水体，其中：督查判定

为消除（基本消除）黑臭的洪阵河，竹榄河，3 个问题已基

本解决；督查判定为未消除黑臭的白湖亭河，巡查结果为已

消除黑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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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报信息情况一、举报信息情况一、举报信息情况一、举报信息情况

10 月 30 日，2018 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专项巡查受理电

话举报 137 条，“城市水环境公众参与”微信公众号受理举

报 21 条，共 158 条。其中涉及 36 个重点城市黑臭水体整治

的举报信息有 97 条，排在举报前三名的城市是长春 61 条，

广州、深圳各 7 条。其他城市为：合肥、上海、济南各 3 条，

海口、大连、兰州、南宁各 2 条，南京、长沙、昆明、西安、

福州各 1 条。按照专项巡查要求，15 个专项巡查组已将接到

的 158 条举报信息全部移交地方政府进行核实处理。

二、举报信息核实情况二、举报信息核实情况二、举报信息核实情况二、举报信息核实情况

第一专项巡查组第一专项巡查组第一专项巡查组第一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3 条，对

2 条巡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进行了现场核实；第二专项巡查第二专项巡查第二专项巡查第二专项巡查

组组组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2 条；第三专项巡查组第三专项巡查组第三专项巡查组第三专项巡查组抽查

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6 条；第四专项巡查组第四专项巡查组第四专项巡查组第四专项巡查组对 7 条巡查

期间公众举报信息进行了现场核实；第五专项巡查第五专项巡查第五专项巡查第五专项巡查组对 1 条

巡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进行了现场核实；第六专项巡查组第六专项巡查组第六专项巡查组第六专项巡查组抽

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9 条；第八专项巡查组第八专项巡查组第八专项巡查组第八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

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36 条；第十专项巡查组第十专项巡查组第十专项巡查组第十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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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公众举报信息 17 条；第十一专项巡查组第十一专项巡查组第十一专项巡查组第十一专项巡查组对 1 条巡查期间

公众举报信息进行了现场核实；第十二专项巡查组第十二专项巡查组第十二专项巡查组第十二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

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1 条；第十三专项巡查组第十三专项巡查组第十三专项巡查组第十三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

间公众举报信息 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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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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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条，其中正面信息 3 条，问题关注 2 条。

【正面报道】

《青岛日报《青岛日报《青岛日报《青岛日报》》》》：：：：中央补助中央补助中央补助中央补助 6666亿亿亿亿!!!!青岛入围治理黑臭水体国青岛入围治理黑臭水体国青岛入围治理黑臭水体国青岛入围治理黑臭水体国

家级试点家级试点家级试点家级试点。。。。10 月 30 日，《青岛日报》报道称，财政部、住建

部、生态环境部公示了 2018 年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竞争

性选拔结果，青岛市再次入围国家级试点，将获得中央财政

6 亿元补助资金。青岛市将以本次全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

市为契机，利用 3 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创建水环境质量长效

稳定提升示范、北方海滨丘陵型缺水城市水生态建设示范、

多行政区、多水厂、全流域联动的“厂-网-河”一体化建设

运营示范、全市统一共享的海绵城市和排水监测管控平台建

设示范等四个示范，建立全域统筹、整体施策、多措并举的

水环境综合治理体系，实现水环境质量根本性好转。截至 10

月 30 日 16 时，媒体转载相关报道 18 次。

凤凰网凤凰网凤凰网凤凰网：：：：芜湖告别黑臭水体芜湖告别黑臭水体芜湖告别黑臭水体芜湖告别黑臭水体 重现水清岸绿重现水清岸绿重现水清岸绿重现水清岸绿。。。。10 月 30 日，

凤凰网报道称，在 2018 年 5 月国家两部委组织开展的“城

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中，芜湖有多条黑臭水

体被列入整改清单。对此，芜湖市通过建立污水泵站，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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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河道内水生植物，对周围小区实现雨污分流，以及采用

“外源截污+内源去除”等方式对河道进行综合治理。另外，

参照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模式，将农村区域水系纳入综合治

理范围。通过综合整治，一些黑臭水体重现水清岸绿。截至

10 月 30 日 16 时，媒体转载相关报道 2 次。

《中国环境报《中国环境报《中国环境报《中国环境报》》》》：还老百姓清水绿岸。：还老百姓清水绿岸。：还老百姓清水绿岸。：还老百姓清水绿岸。10 月 29 日，《中

国环境报》报道称，10 月 22 日，记者随专项巡查组入驻贵

州省安顺市，了解黑臭水体的治理情况。安顺市一是借助新

技术，补充完善一些暗渠的走向、埋深、断面尺寸等详细信

息；二是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对暗渠进行分段开孔清淤，

新建排污管网，收集河道生活污水，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污

水等措施，成功治理贯城河西支流黑臭水体。安顺市相关负

责人表示，政府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但要保持水清岸绿，

还需百姓配合。截至 10 月 30 日 16 时，媒体转载相关报道 7

次。

【问题关注】

《工人日报《工人日报《工人日报《工人日报》》》》：：：：从从从从““““被动治被动治被动治被动治””””到到到到““““主动治主动治主动治主动治””””，，，，要翻越几重要翻越几重要翻越几重要翻越几重

山？山？山？山？10 月 30 日，《工人日报》报道称，对黑臭水体警醒整治，

在观念上，一些人可能只认识到关乎“乌纱”这个层面，没

有将其置于事关整个城市治理、生态环境治理和子孙后代健

康的高度。在方法上，黑臭水体长治久清要靠科学的方法。

在协作上，有些黑臭水体确实形成已久、积重难返，治理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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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仅凭一家之力就能完成的。这考验着相关部门的协作能

力，如果互相配合、互相补台，甚至在必要时肯作出一定牺

牲，那么再硬的骨头也能啃得下来。截至 10 月 30 日 16 时，

媒体转载相关报道 34 次。

中国新闻网：广州钟屏环山河在垃圾清理方面存问题中国新闻网：广州钟屏环山河在垃圾清理方面存问题中国新闻网：广州钟屏环山河在垃圾清理方面存问题中国新闻网：广州钟屏环山河在垃圾清理方面存问题。。。。

10 月 29 日，中国新闻网报道称，10 月 24 日，经黑臭水体

整治专项巡查组专家现场巡查发现，钟屏环山河黑臭水体主

体工程并未完工，且在垃圾清理、控源截污等方面存问题。

巡查组指出，在垃圾清理方面，河面上存在大量垃圾、浮泥

等漂浮物，影响水体感官，城市蓝线内存在正规垃圾堆放点

超范围堆放现象，并发现存在非正规垃圾堆放点 1 处。在控

源截污方面，现场发现存在正规排污口、雨水口之外的非法

排污口 5 个。在底泥清淤疏浚方面，河道存在翻泥的现象。

截至 10 月 30 日 16 时，媒体转载相关报道 4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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