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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海口市河长制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印发《海口市2022年河长制湖
长制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提出
2022年海口市用水总量将控制在7.926
亿方，实现万元GDP用水量较2020年下
降9.1%，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20
年下降0.2%，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
0.583。

《要点》包含21项重点工作，包括强
化河长制湖长制、修复河湖生态环境、筑
牢河湖管护基础等三个方面。

《要点》提出，2022年，海口将加大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动种植业绿色升级
转型，推广生态种植模式。落实进岛农药
备案制度，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加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进一步规范
岸上的农业种植使用化肥、农药和农业灌
溉用水，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法，防治农业
污染，并实施农业净化排水工程，化肥施
用量和化学农药使用量较2020年均减少
6个百分点以上。

加强畜禽及水产养殖污染治理。严
格执行畜禽养殖区域和污染物排放总量

“双控”制度。合理控制养殖规模，形成
布局协调、规模匹配的发展模式，实现规
模畜禽养殖场（户）环保设施改造全部达
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
加快推进水产养殖转型升级，逐步实现
尾水达标排放。

推进全市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
管网建设，力争2022年底实现全市城镇
生活污水基本全收集、全处理，全市城镇
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100%。已建成
的镇域污水处理设施投入运营使用率达
67%。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市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率提高10个百分点；有序
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完成4条国家
监管的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力争在2022
年底前，完成全市7000座农村渗漏厕所
改造。

推动流域综合治理。按照海口六个
流域单元推进一批河流综合治理。紧盯
重点污染水体断面，开展污染源排查，重
点实施荣山河、五源河、龙昆沟、演州河
等水体治理。2022年，全市省控地表水
优良率达到100%，劣V类水体比例控
制在0%，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比例100%，城镇内河（湖）水质达标
比例达到93.1%及以上。持续推进辖区
责任黑臭水体治理，实现水体水质不返
黑臭。

《要点》还表示，将防溺水工作纳入河
湖长制巡查工作范围，加快推进重点小型
水库视频监控系统的安装，严防溺水事故
发生。

（本版策划/撰文 赵静毅）

海口市水务局开展水浮莲清理“百日大战”攻坚行动

摘除河道“面罩”守护椰城青绿

海口将落实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
力争今年实现万元GDP用水量
较2020年下降9.1%

微风轻拂，碧波
荡漾。

从空中俯瞰海口
河湖，一条条“绿缎
带”、一块块“翠玉”被
摘掉了水浮莲“面
罩”，渐次露出真容。
水体澄澈，鱼虾撒欢，
一幅幅醉美的“只此
青绿”风景图重现在
椰城的土地上。

省第八次党代会
报告提到，青山绿水、
碧海蓝天是海南自由
贸易港最强的优势和
最大的本钱。

今年是河湖保护
的攻坚期和关键期，
水浮莲清理“百日大
战”攻坚行动是我省
第二季度“六水共治”
的重要工作之一。海
口市水务局强化政治
担当、责任担当和使
命担当，以敢于碰硬、
迎难而上的勇气，用
更有力的措施、更严
密的管护，解决妨碍
河道行洪的突出问
题，全力打赢清理水
浮莲这场“攻坚战”。

5月12日，在海口市秀英区西秀
镇那甲河（海口市委党校段）边，海口
市水务系统近60名志愿者身穿红色
马甲，部分人还套上了防水服，大家

“兵分两路”：一路站在水中、河边，结
合挖机，利用铁耙、钩刀等工具，将密
密麻麻的水浮莲打捞上岸；一路则站
在岸上，接力将清理出来的水浮莲集
中打包清运。

水浮莲一直被视作水域生态环
境杀手，能够快速大面积覆盖水面。
如果放任其生长，一方面是会堵塞河
道，影响航运和泄洪，另一方面也会
导致水体溶解氧降低，破坏河涌生态
环境，可能引起水质恶化，影响居民

群众用水安全。再者，水浮莲覆盖水
面也会加大水的蒸发量，比敞开水面
的蒸发量高出8倍至10倍，造成水源
损失。

那甲河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
里原本景色宜人，水清岸绿。但随着
夏季到来，气温升高，水浮莲在河道
内疯长，覆盖河面，造成水体流动缓
慢，河水变浊变臭，既破坏水生态环
境，也影响河道景观。

4月至7月期间，我省开展水浮
莲清理“百日大战”攻坚行动。海口
市水务局闻令而动，迅速动员部
署。海口市河长办结合实际情况，
印发了《关于持续开展妨碍河道行

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
《海口市河长制办公室关于持续做
好全市河湖“清四乱”工作的通知》
等文件。

“我们按照‘先排查、后清理、再
根治’的工作思路，创新‘无人机+河
长App’的巡查模式，并结合运用海
口市河湖长制信息化平台以及摄像
头监控等技术手段，对妨碍河道行洪
及水浮莲突出问题开展地毯式排
查。”海口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程
守学介绍。

在攻坚行动中，海口各区结合工
作实际，对标对表《水利部办公厅关
于开展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排查

整治工作的通知》中明确的10类问
题，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
单“三个清单”，认真履行管、治、保

“三项职责”，做到情况明、责任清、措
施实、督查严，加快推进妨碍河道行
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和水浮莲清理
工作。

经过12日下午的劳动，那甲河
（海口市委党校段）的水浮莲被悉数
清理干净。

“开展水浮莲清理活动，可以进
一步畅通河道，提高河道的泄洪能
力，明显改善河道面貌，进一步提
升水环境。”海口市河长办主任肖超
表示。

海口坚定扛起省会城市担当，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早在4月底，海口
就率先打响了全省水浮莲清理“百日
大战”攻坚行动的第一枪。

4月26日，海口市水务局以“能
力提升建设年”活动为契机，联合省
水务厅、省河长办等单位，以及全市
各级水务、环卫等部门工作人员，前
往龙华区龙泉镇新旧沟水库开展水
浮莲清理行动。

行动中，党员干部、青年团员及志
愿者齐心协力、配合默契，积极发扬不
怕苦、不怕累精神，认真打捞和清理水
浮莲。当天共清理水浮莲20亩。

水浮莲清理“百日大战”攻坚行
动全面铺开以来，海口市水务局结合
实际情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特别
是针对地表水国控省控断面所在南
渡江、演州河等水体以及响水河、那
甲河等城郊水体，开展重点流域妨碍
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和水浮
莲清理工作专项行动，各区各部门落
实监管责任，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整治工作
合力。

海口各级河湖长发挥作用，主
动担当责任，严格执行巡查制度，发
现影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时，主动

协调有关单位解决，跟踪督办；各区
全面细致摸底调查，建立问题清单
台账，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信
息完整、问题准确，不留空白、不留
死角。

针对调查摸底发现的问题，海口
逐项细化明确清理整治目标任务、具
体措施、责任要求和进度安排，对照
问题清单建立销号制度，集中力量分
类、分级、分批处理，消减存量，杜绝
增量，确保问题清理整治到位。

“针对不同水域的水浮莲，我们
有不同的清理办法。”肖超说，该办将
多管齐下，通过“人工+机器”作业、生

物试剂消杀、日常保洁等方式，综合
推动水浮莲的清理工作。

自今年以来，海口累计出动
18638人次，清理水浮莲508亩，清理
河道垃圾 1195 吨、河道淤泥 7618
吨，拆除违建775平方米，投入挖机
224辆、无人机12架、船只195艘、车
辆324辆。

肖超介绍，在此次攻坚行动中，
海口市河长办要求海口所有设有河
湖长的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的现
有水浮莲全部得到清理，做到全覆
盖、无死角、无盲区，确保水面不出现
10平方米以上的连片水浮莲。

迅速部署 先排查、后清理、再根治

多管齐下 全覆盖、无死角、无盲区

水浮莲一直是水体治理工作的
一大难点。因为土壤中的化肥流入
水中，造成水体营养化，水体内的氮、
磷元素增加，为水浮莲的生长提供了
重要的营养源，让原本就适应性很强
的水浮莲能够加速繁殖。

而水浮莲的治理之难，在海南尤
甚。省水务厅河湖管理处调研员胡
志华解释，这与海南的高温不无关
系：“海南日照时间长，水体温度高，
有利于水浮莲的快速生长。”

要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河湖环境，不只在于一时一役，更要
在“长效”二字上狠下功夫。

程守学表示，海口市水务局将充
分把握这次“百日大战”的契机，进一
步健全完善河湖长制长效机制。

长抓执行，促进责任落实到
位。全市各级河湖长强化河湖第一
责任人意识，不断提高河湖管护的
执行力，认真履行管、治、保“三项职
责”，做到情况明、责任清、措施实、

督查严，加快推进妨碍河道行洪突
出问题排查整治和水浮莲清理工
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
工，落实属地责任，认真开展排查整
治工作。市、区河长办及时调度推
进，及时总结进展情况，定期上报省
河长办。

长抓落实，形成严密工作机制。
进一步夯实河湖长与河湖“共命运、
齐进退、同荣辱”的责任体系，强化履
职考核，加强督导检查，将妨碍行洪
突出问题整治和水浮莲清理成效作
为检验河湖面貌是否改善、河长是否
称职的底线要求。同时，健全联动机
制，各单位相互之间密切配合，实现

“一门主责、多方支持”的良好工作格
局，推动全市河湖管护实现常态化长
效化治理。

长效管护，助力河湖保护升级。
依托河湖管护员、村级河长等力量
加强河湖巡查，进一步健全河湖巡
查、保洁、执法等日常管理制度，落

实河湖管理保护责任主体、人员、设
备，实行河湖动态监控，加大河湖管
理保护监管力度。对发现的影响河
道行洪的突出问题，市、区河长办采
取挂牌督办方式推进问题整改到位，
形成长效管护机制，实现河湖生态的
长治久清。

保护水体，人人有责。程守学表
示，在此次“百日大战”中，该局将充
分发挥媒体力量，大力开展相关宣
传，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发动群
众力量，鼓励各部门、社会团体、学校
师生主动参与，并激发广大群众的保
护意识，在当下以及将来的工作中，
共同开展河湖治理监督管护。

守住海口悠悠绿水，把牢河道
行洪安全。海口市水务局将以此次
水浮莲清理“百日大战”攻坚行动为
契机，查找河道监管工作中薄弱环
节，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巩固和拓展
整治成果，让“椰城绿”绵延千里、滔
滔不绝。

健全机制 长效管护确保河畅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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