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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孙慧
实习生 董雅婷

为何要开展一场覆盖全省范围的治
水攻坚战？如何推进“六水共治”？在治
水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1月6
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省内外的多位
专家学者，共同聚焦我省“六水共治”攻
坚战，共话治水之道。

治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海南因水而名、因水而兴、因水而
美。海南自贸港建设对水安全保障、水
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工武
大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水务院院长李博
指出，“六水共治”工作以人为本，治水
就是抓转型、抓生态、抓民生，体现了海
南治水攻坚的必胜决心和强抓实干的
工作作风。

李博谈到，推进“六水共治”工作要
坚定“三个清醒认识”，一方面，要清醒
认识治水工作的形势。治水是国家战
略的需要，是地区发展的需要，是增强
海南自贸港竞争力的需要；另一方面，
要清醒认识水的优势，海南水质优良，
沿海、沿河、沿湖风景旖旎，拥有得天
独厚的热带风情。此外，也要清醒地
认识到，海南水质总体较好，但仍然存
在部分断面水质超标甚至黑臭；水利
设施体系不完善；农村供水安全保障
水平不高；防洪（潮）排涝系统存在短
板等问题。

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首席专
家崔树彬，对海南亦不陌生。在他看来，
海南拥有良好的治水基础。

“海南四面环海，沿海地区的水环境
容量比较大，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工程的
腾挪空间比较大，流域植被与河道水生
态保护得较好，大部分河流河道的自净
与蓄水能力比较强。”他说，这些是内地
多数地区河流无法与之相比的。希望海
南要珍惜、保护好这些自然的河流形态
与生境及生物资源。

水优势是决胜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六水共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作为
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水资源是人类生
存发展的第一要素。如何保护和利用好
水资源，事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事关
我们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海南天鸿市
政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柏斌认为，
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发展要求和全省水
环境综合治理的现实所需来看，开展“六
水共治”十分有必要。

“六水共治”是新的改革

“近年来，我省省级职能部门、各市
县政府都按照各自职责推进农业面污染
源整治、黑臭水体整治、排涝、农村污水
管网铺设等治水工作，并取得明显成
效。”海南省人大环境资源工委委员、中
华环保联合会海南自贸港工作机构主任
沈仲韬提到，但此前存在各自为战且职
能交叉的尴尬现象，也容易引起部门或
市县之间推诿扯皮，从水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上看，治理项目的资金使用效率、行
政工作效率难以得到提升。

政出多门、职能交叉、职责分割……
“九龙治水”的困局亟待破解。对此，柏
斌认为，我省开展“六水共治”，将有利于
扭转行政管理条块化导致水资源保护和

利用的碎片化局面，更好发挥出水作为
生命资源、生活资源、生产资源和生态资
源等作用。

此次海南筹备组建治水办，统筹协
调各方共同推进治水工作。沈仲韬认
为，“六水共治”是新的改革，治水是系统
性治理工程，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互相
推进。“六水共治”要充分发挥治水办统
筹协调作用，统一明确治水目标、任务和
时间表，督促各职能部门、各市县政府，
以项目为抓手落实治水责任，取得治水
成效。

崔树彬指出，海南治水不能仅停留
在防洪达标、排涝达标、水质达标、供水
有保障、节水有抓手，这样一种初级治水
或初级满足的治水、用水目标，而是应当
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和利用好河
流的自然形态、自然景观和自然生境，生
物多样性及完整性，让受损水生态系统
得到修复和治理，也重点纳入“六水共
治”的总目标。

“在全国率先实现水生态文明的跨
越和进步，率先实现还老百姓和广大人
民群众以‘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河湖
水景观与水生态环境、水生物多样性及
生境异质性和独特性；实现与海南自贸
港相匹配的河湖水生态与水环境质量。”
崔树彬说。

治水需持续发力

“水的治理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做好长期打算、持续发力。海南提
出了‘五年攻坚’‘系统治水三步走’的
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具有很强的指导
性。”李博注意到，全省“六水共治”攻坚

战动员部署会上提出了以“项目为王”，
以工程建设为抓手推进“六水共治”的
工作方法。

对此，柏斌建议，项目的系统谋划要
与“六水共治”顶层设计紧密结合，紧扣
治理目标、靶向施策，将治水目标分解到
每一个项目，加快推进落实。由咨询专
家团队协助省政府及各级部门串紧基础
调查、方案论证、设计施工、验收考核的
各个环节。项目谋划要提高站位，充分
体现海南的特色，具备预见性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
资。他还提到，“治水牵一发动全身，海
南‘全省一盘棋’协同发力、系统治理、精
准治理、多元共治，形成治水护水强大合
力，打好‘六水共治’攻坚战，向党和人民
交上满意的答卷。”

柏斌持有同样观点，他认为，“六水
共治”跨部门多、跨地域广，要坚持“全省
一盘棋”的理念，强化统筹治理、区域协
同治理。

在柏斌看来，还要建立健全“建、管、
用”一体化机制，提升水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和运行管理能力；拓宽资金渠道，吸引
社会资本加入，让项目尽快落实落地；加
大技术、管理创新力度，确保治水的专业
化和科学化，并坚持贯彻共治共享的理
念，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通
过‘六水共治’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来
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沈仲韬指出，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
力量参与治水，包括人大、政协、媒体以
及社会企业、群众全民参与“六水共治”
攻坚战，形成良好的治水、护水、爱水氛
围。

（本报海口1月7日讯）

省内外专家学者共话“六水共治”攻坚战

抓治水 惠于民 利长远

我省各市县多措并举积极行动，坚决打赢“六水共治”攻坚战

做足水文章 答好生态卷

松涛水库：

加强生态巡查 守护海南“绿肺”

⬆ 水库生态巡查队队员在清理水域垃圾。
⬅ 1月6日，在松涛水库南丰库区，水库生态巡查队驾乘生态巡逻

快艇在库区水域进行水生态防护巡逻工作。

■ 本报评论员

“六水共治”突出一个“共”字，体
现了系统观念。省委书记沈晓明在
全省“六水共治”攻坚战动员部署会
上强调，要统筹陆海和水岸、上下游全
流域综合治理，坚持城乡一体和“建、
管、用”一体，坚持“点、线、面”结合，做
到从“单项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变。
落实省委决策部署，需尊重自然规律，
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一体推进“六
水共治”，保护好海南的“肾脏”。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相互依存、
紧密关联的有机整体。治水是个系统
工程，要综合考虑海洋陆地、水里岸
上、上游下游的关系，不能“就水谈
水”、单项治理。尤其是，海南地理位
置独特，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无
论是雨林湿地，还是河流湖泊，抑或
碧海蓝天，彼此之间的关联更加紧
密。倘若“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采
用“单兵作战”的治理方式，看似责任
共担、缓解了治理压力，实则不利于治
理。例如，只管“水下”不顾“岸上”，
效果难长久；上游的污染破坏，往往会
殃及下游，使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只
有统筹兼顾各种要素，系统治理、整体
推进，才能确保“六水共治”可持续、见
长效。

推进“六水共治”，要把全水域
当成一个整体，统筹陆海、水岸。人
们常说，海的问题，根源在陆地；水
的问题，根源在岸上。只有把“陆
地”和“岸上”的问题理顺了，治水才
能化“被动”为“主动”。系统推进

“六水共治”，不仅要治理水环境，还

要整治周边环境，提高城乡生活污
水处理能力，协同推进城市内涝、村
镇供水保障工作，加大水岸环境等
综合整治力度，深入开展沿岸直排
污染源整治，严控海水养殖尾水排
放等，确保全省主要水域水质稳步
提升，城乡供水保障水平持续提高。

推进“六水共治”，要把全流域当
成一个链条，兼顾上下游、“建管
用”。水是自然流动的，但是在行政
管理上，一条完整河流往往被划分
为不同的治理单元。我们要突破地
域屏障，从流域全局和长远出发，从

“分段治理”向“全域治理”迈进，做
到上下游合作、联动，制定统一的流
域治理规划和环境标准，建立更加严
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保准入制
度，形成保护优先、结构优化的格局，
引导全流域走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
道路。在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上，以
系统思维推动长效协同，确保既建
好，又管好、用好，形成“建管用”一体
化的工作机制，坚决杜绝“重建轻管”
等现象。

“六水共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
工程。面对艰巨任务，我们要大胆
试、大胆闯，适应新要求、立足新思
路，积极开展试点工作，探索有益经
验，由点及面稳步推进，尽快取得治
水新成效。治水兴水贵在知水懂
水。尊重自然规律，坚持系统观念，
做到“点线面”结合、“上中下”贯通，
积极探索适合海南地域、水域特点的
治水新模式，我们定能打赢这场治水
攻坚战，让海南的生态环境焕发出新
的光彩。

从“单项治理”
向“系统治理”转变

——三论坚决打好“六水共治”攻坚战

■ 本报记者

1月4日，全省“六水共治”攻坚战动
员部署会在文昌召开。会议强调，在全
省范围开展为期5年的“六水共治”攻坚
战，系统推进治污水、保供水、排涝水、防
洪水、抓节水、优海水“六水共治”。

连日来，根据省委、省政府相关部署，
我省各市县成立治水工作领导小组，拟定
实施方案，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压实责任，
全力推进“六水共治”攻坚工作。

儋州
精准施策 补齐短板

“根据全省‘六水共治’攻坚战动员
部署会议精神，儋州市将精准施策，补齐
短板，全力打好这场攻坚战。”1月7日，
儋州市水务局局长李猛在接受海南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省委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的决

策部署，对儋州的“六水共治”工作提出
了新的要求。李猛说，儋州对“六水共
治”工作进行了细化：治污水方面，在全市
各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基础上，重点开
展农场居污水处理设施，那大城区、滨海
新区污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和截流并网
工程，以及水源地、环新英湾片区农村污
水设施建设等。保供水方面，围绕让全市
喝上松涛水的目标，加大琼西北供水、木
棠中心水厂以及那大城乡供水一体化工
程建设。防洪水方面，重点围绕提高春
江、北门江下游尤其是环新英湾片区防洪
标准来开展工作。排涝水方面，重点围绕
那大城区易涝点加强排水防涝设施建
设。抓节水方面，在全市主要灌区计量设
施建设完成的基础上，加大农业水价改革
力度，并提升再生水利用率。优海水方

面，加快环新英湾退塘还林还湿工作，推
动峨蔓海洋智慧渔业产业园等工厂化养
殖，管控养殖尾水排放。

乐东
项目为王 保供治污

“治水项目，乐东现在推行特别审
批，超常规推进建设，如污水处理厂排污
口设置审批，以前需要3个多月，现在只
要1个月；又如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
前2个月才能做好，现在15天就做好。”
1月6日，乐东黎族自治县水务局局长陈
雄锋对记者说，为破解治水项目推进的
堵点与难点，县政府成立工作专班，水
务、资规、财政、生态环境、征地办等相关
单位全部参与，同向发力；同时，乐东水
务局也成立工作专班，抽调工作人员加
强治水项目建设推进力度。

目前，乐东11个建制镇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已实现全覆盖，已完成尖峰镇、黄
流镇、佛罗镇、志仲镇和大安镇等5个建
制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建设并
进行通电通水调试和试运行；千家镇污
水处理厂项目今年1月将完成土建工
程、设备安装，并通电通水调试；万冲镇、
九所镇、利国镇、莺歌海镇和乐光农场污
水处理厂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县城污水
处理厂扩建和江北污水处理厂项目均完
成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并送评审，将很
快开工建设。今年底，乐东建制镇污水
处理设施将全部投入运行。

在供水方面，乐东在建和新开工供
水项目4个，其中九所新区水厂二期扩
建项目预计春节前通水，千家、望老两个
供水项目已进场施工，抱由水厂管网延
伸工程已完成招标。“十四五”期间规划
将建设乐东县城管网延伸工程、九所新

区水厂管网延伸工程、三曲沟水厂改扩
建及管网延伸工程、万冲水厂及管网延
伸工程、利国镇文且水厂及管网延伸工
程、龙沐湾水厂、尖峰水厂等一批供水工
程，建成后将高质量保障全县55万群众
的安全饮水问题。

昌江
应急取水 优化配置

记者1月7日从昌江黎族自治县政
府有关部门获悉，昌江则通过启动应急
取水工程、实施村镇集中供水工程等，优
化水资源配置，保城乡供水。

因石碌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需
要，2021年11月15日至2022年2月15
日，昌江对石碌水库放水涵进行拆除重
建。受施工影响，石碌水库干渠在放水
涵拆除重建期间将停水。为保障群众生

产生活用水，昌江采取应急供水措施，于
2021年 11月 29日在石碌水库下游约
200米处建设应急取水工程，2021年12
月15日已建成投入使用。

石碌水库管理中心副主任叶周兴说：
“应急取水工程是从石碌河提水至石碌水
库干渠，基本能够满足石碌镇、十月田镇、
乌烈镇群众的农业生产用水需求。”

除了启动应急取水工程外，昌江在
已建成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138宗、乡
镇水厂5宗、小型供水工程133宗的基
础上，坚持“就近、可靠、安全、多源”的规
划思路，通过引调水优化水资源配置，计
划今年实施村镇集中供水工程，保障城
乡生产生活用水。此外，昌江还通过实
施河湖长制，对水源地进行管控，全面打
击非法直排等违法行为，开展水源地水
质监测，保障水源地安全。

（本报海口1月7日讯）

近年来，松涛库区加强对松涛水库的日常巡查工作，水库巡查、水库
清洁工作实现常态化，使松涛水库水更清、景更美。

松涛水库是海南省最大的水库，位于南渡江上游，地跨儋州、琼中、
白沙三个市县。水库集水面积1496平方公里，总库容量33.45亿立方
米，正常库容水库面积达130平方公里，年均供水12.87亿立方米。水
库枢纽工程由1座主坝、10座副坝、泄水洞、溢洪道和输水隧洞等部分组
成，水库主坝长730米，坝顶宽6米，最大坝高80.1米，坝顶高程197.1
米。经配套续建，松涛水库现已成为一座拥有灌溉、供水、发电、生态、防
洪等功能的大型水库。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