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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落实全市环保集中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调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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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问题

园区未严格执行产业规划，綦江工业园区将不符合产
业规划的贝思德无纺布有限公司、众力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旭阳猪鬃有限公司等项目布局在綦江工业园区
桥河组团。

綦江区苍南摩配有限公司一条电镀生产线因环评执行
不到位，2014年被国家“十二五”重金属规划考核扣
分，2016年12月29日该公司又因摩托车、汽车配件喷
涂项目环保设施未经验收投入生产被立案查处，至今
仍未完成电镀生产线的设施整改。

“河长制”虽全面推行，但巡河力度有待加强，部分河段
两岸存在生活垃圾。

綦江河桥河小流域古南街道部分河段有生活、建筑垃
圾随意堆放。

扶欢河双河口水电站将格栅拦截的河道垃圾倾倒河
岸，雨水冲刷后易再次进入下游河道。

綦江工业园区未按要求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和制订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桥河组团、北渡组团未开展环境应
急演练、未完成规划修改后的环境影响评价。园区内
部分企业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时有发生，桥河组
团内部分企业工业固废随意堆放；桥河园区污水处理
厂运行不正常，2017年以来处理污水约107万吨，污泥
产生量仅有50吨，远低于应产生量。2017年环保“利
剑行动”中发现桥河组团、北渡组团中有6家企业未批
先建、2家企业未验先投。

按照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街镇环
境保护工作机制的通知》（綦江府办发〔2016〕3号）要
求“各街镇应配备2名以上专职环保员，专门从事辖区
环境管理工作，专职环保员应保持相对稳定”，全区20
个街镇中部分街镇专职环保员未落实到位，部分街镇
环保员专业化水平不高，有的作用发挥不好。

篆塘镇未严格落实綦江区《关于进一步完善街镇环境
保护工作机制的通知》要求，日常环境监管频次不足，
未履行环保工作月报告制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未有
效制止和及时报告。2016年5月14日镇政府对篆塘
搪瓷厂（实为国家明令禁止的小造纸厂）检查发现其存
在未批先建环境违法行为，不仅没有责令其停止建设，
而且还提出了加快生产车间建设进度的要求，相关情
况也未向有关部门报告。

由于历史原因，长田、万隆县级自然保护区内人口较为
密集，分别有19552人和10203人；两个保护区内共存
在20个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其中2013年以来新增的违
建项目12个。

古南街道存在已取缔的采石场或废弃矿山复绿复垦不
彻底情况。

三江街道存在已取缔的采石场或废弃矿山复绿复垦不
彻底情况。

安稳镇存在已取缔的采石场或废弃矿山复绿复垦不彻
底情况。

区煤管局及相关街镇对关闭煤矿矿井水整治力度需进
一步加强，部分煤矿后续整治没有跟上。7个有矿井
废水流出的废弃矿井中有5个未配套建设治理设施或
原治理设施损毁，废水未得到有效处理。其中，綦江区
安稳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外排矿井废水水量较大，水质
含硫、铁较重，已建成的废水治理设施未运行，沉淀池
淤积。

三江街道部分采石厂既未办理国土、环保等相关手续，
又无环境污染治理设施，非法采石现象频发。督察组
下沉发现三江街道王某石厂、兰某石材厂、毛某石厂等
3处非法采石点，虽经查处仍未采取断电及拆除生产
设备等措施，抽查发现现场有非法开采行为。

区水务局对河道非法采砂监管仍需加强，检查发现赶
水镇马某采砂厂存在河道违法采砂石行为；綦江河沿
岸已停产非法采砂点未拆除生产设施设备。

全区73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有8个在饮用水源一
级或二级保护区内存在经营性农家乐、水产养殖、畜禽
养殖、工业企业等问题；部分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不同程
度地存在农田化肥、散养畜禽、农村生活污染等污染隐
患。

綦江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鱼栏咀水库，饮用水
源二级保护区内有150户村民，共建有2处污水收集
池，未实现生活污水收集全覆盖；现场查看的2#污水
收集池，未见生活污水进入，存在污水管网破损现象，
生活污水转运记录单显示近2个半月无生活污水转
运；已建成的隔离防护网局部损坏；饮用水源保护区内
存在居民散养鸡、鸭、零星圈养猪以及蔬菜种植现象。
此外，鱼栏咀水库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有一处农房
正在建设。

丁山镇丁山湖于2013年被市政府确定为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并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但该饮用水水源
地于2013年开始旅游开发，相继建成环湖道路、观景
台等旅游配套设施，现场检查发现水库中心有游船正
在使用；一级保护区内有35户农户，其中12户为经营
性农家乐，共约有300个床位，其生活污水通过化粪池
简易处理后排入周边农田；水库沿岸存在生活垃圾和
建筑垃圾，多处有垂钓现象。此外，饮用水源一级保护
区内有一处正在建设的4层楼房，主体工程已基本完
工，占地90平方米，并正在拓宽建设院坝等设施。

綦江河水环境质量总体较好，但綦江河綦江大桥下游
段以及登瀛河、通惠河等支流水质相对较差，特别是登
瀛河登瀛场镇段多处可见生活污水直排和生活垃圾堆
放。

整改措施

完善招商项目审批制度，招商引资必须严把环保关，严格项目准
入，制定招商引资负面清单，严格执行规划环评，认真甄别、仔细筛
选招商引资项目，将园区产业定位和规划环评作为招商引资前置
审批条件，不符合园区产业定位和规划环评的项目一律不得签约
引进，从根本上坚决杜绝高耗能和污染项目。

1.将綦江区苍南摩配有限公司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强环境监
管。2.开展电镀污染综合整治。3.完成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4.
安装废水在线监测设施，并确保设施正常运行。

1.出台2018年河长制考核办法，将河长巡河情况纳入对街镇考核
当中。2.执行好“重庆市河长制信息管理系统”和“綦江区全面推
行河长制督查制度”，利用已建立的“河长巡查及群众举报问题处
置交办单”制度，对河长巡河发现的问题以及群众举报的问题进行
及时处理。同时，綦江区河长办开展对处理结果的后续督查，将督
查结果纳入区级部门和街镇的考核当中。
1.组织双桥和綦齿社区志愿者每个月定期对该河段的生活垃圾进
行清理。2.建筑垃圾将组织施工队进行清理，在10月30日排洪排
涝工程完工后对建筑垃圾进行彻底清理。在工程完工前由古南街
道配合水务集团继续做好该河段的治理工作。3.继续全面推行河
长制，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长效管理机
制，促进街道沿河库村实现水清岸美。

责成和督促该电站业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随时对河道垃圾进行
清掏并把捞出的垃圾运至厂区处置，禁止再进入河道，确保河道整
洁。

1.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完成工业园区桥河、北渡两个组团环境
风险评估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及备案工作，并适时开
展环境应急演练。2.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完成桥河组团和北渡
组团的规划环评修编及报批工作。3.编制《环境保护监督检查计
划》，并按计划对园区内企业进行检查，督促企业加强环保管理，进
一步落实环保主体责任。4.督促污水处理厂规范运行，优化运行
方案，加强在线监测，认真分析污水处理厂工艺流程并定期脱泥。
5.责令“利剑行动”中的问题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督促6家未批
先建、2家未验先投的企业及时办理完善环保手续。

各镇街严格按照（綦江府办发〔2016〕3号）文件要求，配齐配强2名
以上环保员，对调离环保工作岗工作的人员需征得区环保局同意，
同时加强对街镇环保人员的培训，提高镇街环保工作人员的业务
知识和监管能力。

1.强化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环保监管职能，落实监管人员2
名，按《环境监察抽查对象统计表》安排，对相关企业进行重点巡
查。强化日常监管，联合安监办、经发办等办公室，对辖区内企业
进行全面检查。完善管理台账，建立企业“一厂一册”档案，按时上
报环保工作月报表，对环境违法行为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相关情
况上报环境执法支队。完善准入制度，辖区内所有企业进入需审
核资质，经党委会集体研究同意，在取得合法手续后经营，并加强
日常监管。2.对篆塘陶瓷厂下达停业通知书，责成该厂尽快完善
环保手续，在未取得环保手续前，不得组织生产，同时加强对辖区
内关停企业的巡查监管，督促其守法经营。3.配合有关部门对篆
塘污水处理厂相关设施进行技改，满足达标排放标准。

1.针对自然保护区内人口密集问题，整合现有相关政策，逐步实施
生态移民搬迁；2.制定整改实施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整
改责任单位、配合单位、整改责任人，同时加强督促整改力度，加快
整改进度，确保按照整改方案整改到位；3.环保、林业、国土、农委、
水务等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监管力度，严
格项目准入管理，杜绝违法违规项目的发生。

1.将继续督促废弃采石场业主和所在村及时耕种农作物，确保复
垦复绿彻底。2.区国土房管局加强技术指导。

继续督促和责成废弃采石场业主、废弃采石场所在村，就近取土复
垦，并种植绿色植物，确保复垦彻底。

1.再次明确责任，敦促有关企业按照编制的环境生态恢复治理方
案进行生态的恢复和治理，确保复绿复垦工作尽快完成。2.由国
土部门加强指导和技术支持。3.进一步加强督导整改，提升复绿
复垦实效。

涉及到需加大治水力度的关闭乡镇煤矿有8个矿。1.对所有矿井
流出的废水聘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2.根据废水的指标采取
相对应的治理措施，对指标达标的矿井废水，可直接排放；对指标
一般的矿井废水，采用建池沉淀淤积，达标排放；对指标严重的矿
井废水，采用维修好废水设备设施并运行，沉淀淤积，矿井废水达
标后排放。

1.进一步落实环保责任，由党政主要领导约谈分管领导（环保、国
土、安监），由街道纪工委约谈相关村和科室负责人及干部。2.再
次下达停产通知，并限期拆除生产设施设备。3.由区经信委、区国
土局、綦南供电局、对非法开采的采石场采取停电措施，拆除供电
设备。4.对涉嫌非法开采的采石场业主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
办，对未自行拆除的机器设备予以强制拆除。5.成立由安监、环
保、国土、公安等组成的联合执法组，开展日巡夜查，严厉查处非法
开采行为。6.对取缔的非法采石场复土复绿。

1.责令马某停止违法采砂行为并限期拆除违法建筑。2.按照重庆
推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
全市港口码头规范性提升工作的通知要求会同区交委对210国道
篆塘-赶水段沿线砂场非法码头进行清理，对搭接国道、省道的运
砂道路进行封口。3.以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为依托，利用总河长
巡河为手段，综合协调水务、交通、公安、政法、电力等部门对非法
采砂行为进行打击。

1.督促各街镇对辖区内的集中式饮用水源开展自查和排查。对发
现的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2.针对整改不到
位的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整改到位。3.建立和落实好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保护的长效机制。

1.在人员相对集中的地方规划修建化粪池或沼气池。2.污水管网
破损的已修复，加强管道维修维护，确保生活污水收集进入污水
池，并保证生活污水转运正常。3.对损坏的隔离防护网进行修
复。4.对居民散养家禽进行劝导，做到圈养，并对产生的污水进行
收集，统一接入污水收集池。水库征地范围内禁止蔬菜种植。5.
禁止在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内新建农房并对在建农房予以拆
除。

1.加快环湖污水收集处理系统项目可研和前期手续办理，将项目
列入区政府投资计划；2.在库尾来水河道内建设两道垃圾拦截网，
并雇请工人随时清理，防止贵州境内河道垃圾进入库区；3.加大清
漂力度，对丁山湖面漂浮物和白色垃圾进行定期清理；4.集中清理
环湖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加强日常监管和保洁；5.结合河长制要
求，编制“一库一策”治理方案，并按照方案采取长期有效的饮用水
源保护措施；6.张贴禁渔公告、制作禁止垂钓警示标牌，加大宣传
力度。由区水务局水管所、镇水管站、派出所、群防队加大巡逻检
查力度，对闲散垂钓人员进行劝导和查处；7.违建已制定全镇违法
建设整治计划，对丁山湖旁的违法建筑，予以强制消除。

1.通惠河已纳入黑臭水体整治范围，按既定的工作方案及时间、措
施进行落实和推进。2.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制度，进一步强化落
实各方责任，切实加强通惠河、登瀛整治后的管理工作。3.由街道
城管所牵头，立即对对登瀛场镇存旧垃圾进行清理清运，加大保洁
力度，加强河道垃圾清理。4.加大对场镇居民的环保卫生宣传，提
高环保意识，确保两个老乡场无生活垃圾堆放、无污水直排，切实
改善登瀛河、通惠河的水质。

整改进展

1、贝思德无纺布有限公司曾用名重庆媛德赛帮无纺布有限公司于2007年7月与园区签订了投资合作协
议，项目名称：无纺布绿色环保项目，项目建设内容为：医疗用纺粘品，购物袋、汽车罩等复合布及复合布制
品，该项目已纳入綦江工业园区2008版规划环评评价范围，项目环保手续齐全；众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0年12月与原綦江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投资合同》，项目建设内容：投资建设枯草芽孢菌（1000吨/年）、
药肥（10万吨/年），该项目于2011年11月获得重庆市经信委批复（渝经信化医﹝2011﹞8号），同意重庆市众
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枯草芽孢菌（1000吨/年）、药肥（10万吨/年）项目生产基地从大渡口建桥工业园区搬
迁至綦江桥河工业园区，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古华畜产有限公司于2006年9月与园区签订了投资合作意向
协议，项目建设内容：年产猪鬃8万箱，该项目已纳入綦江工业园区2008版规划环评评价范围，项目环保手
续齐全，后因破产，古华畜产公司于2014年9月由旭阳猪鬃有限公司接手，接手后生产工人、生产工艺、生
产地址均不变，环保手续齐全。2、园区加强了对贝思德、众力生物和旭阳猪鬃3家企业的监管，督促其稳定
达标排放。3、园区招商项目审批流程和招商引资负面清单已编制完成，并以正式文件下发。

1.已经完成强制性清洁审核（批复文号：渝环清验〔2018〕34号）。2.苍南公司作为特殊监管对象，每月现场
检查1次以上。3.苍南公司安装有在线监测设施。

1、已出台河长制考核办法，全区区级河长按照每季度巡一次河，镇级河长每月一次，村级河长每月2次，同
时在每季度末和每月末对各级河长巡河情况进行全区通报，将全区各级河长巡河情况纳入了各街镇和部
门的考核中；2、区河长办已受理河长巡查及群众举报问题处置交办单37件，并将举报问题分解给各街镇、
部门，并将各街镇和部门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每月一次的通报，对通报情况纳入了河长制考核中，后续将
对全区问题处理情况进行督查。

1、已组织双桥、綦齿社区定期、不定期清理生活垃圾；2、已组织专业施工队伍清理建筑垃圾；3、定时、不定
时对该河段进行了巡查。

区水务局、扶欢镇政府组织召开专题会议，传达了督查文件精神和内容，监督业主制定工作方案，组织工人
对撒在河道的垃圾进行清理打扫，运送到垃圾场分类处置。设置围栏防止垃圾再次进入河道。组织工人
学习，建立管理制度，确保河道清洁环保长久。
1、已完成綦江工业园区桥河、北渡两个组团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
制及备案工作。（桥河组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编号：X5002222017110002；北渡组团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备案编号：X5002222017110001）；园区于2018年6月29日开展了綦江工业园区2018年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演练。2、《綦江工业园区桥河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报批版）于2018年6月12日经
市环保局渝环函﹝2018﹞671号意见函批准通过；《綦江工业园区北渡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批版）于2018年11月19日经市环保局渝环函﹝2018﹞1366号意见函批准通过。3、以迎接国家生态环境
部固废专项督察为契机开展固废专项行动：一是对园区公共区域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对清理出来的固废按
相关要求进行分类处置；二是召集企业召开迎检安排部署会，督促企业按规范及时收集、贮存、转移固废
（危废）；三是建立了工业园区企业固废管理台账，加强对企业固废的动态管理。四是进一步加强对园区范
围内固废的巡查工作。4、督促污水处理厂进一步规范运行及时脱泥，优化运行方案，加强在线监测，认真
分析污水处理工艺流程，每月定期脱泥并按规范运送至南新固废公司处理。（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收
集污泥422.866吨）5、在2017年利剑行动中被查处的6家企业中1家企业环评报告表（送审版）已通过专家
评审；1家企业已取得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1家企业已拆除未批先建项目；1家企业已取得环
评批复；1家企业正在完善环保验收资料；1家企业已搬离工业园区。6、9月11日约谈在2017年利剑行动
中被查处的3家企业负责人，督促这3家企业在10月底完善环保手续。

全区20个街镇均已配备2名以上环保专职工作人员。

落实了环保专职监管人员2名；落实日常巡查制度，加强对辖区内企业的日常监管，特别是对我镇重点企
业加大了巡查、监管力度；基本完成辖区内企业“一厂一册”档案台账；建立辖区企业准入审核制度，企业准
入需在取得资质的情况下，由党委会集体研究决策是否准入，并对我镇对210国道沿线固废堆集点、修车店
等小企业进行环保督查及整改。加强了对篆塘搪瓷厂的日常监管，并对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在规
定时间内，将现存的工业废水转移至具有处理能力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不得私自处理，同时定期对该
企业进行日常检查，目前该企业已拆除了生产设施、设备，未开展经营活动。针对篆塘污水处理厂，我镇积
极配合技改工作。

1、区政府下发关于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整改实施方案的通知綦江府办发〔2018〕20号制定整改实
施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整改责任单位、配合单位、整改责任人，同时加强督促整改力度，加强整
改进度，确保按照整改方案整改到位；2、正在制定自然保护区管理实施细则, 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综合
管理力度；3、两个保护区内共存在20个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现已整改13个，其佘7个正在整改中。已发函
2个责任单位要求提速加快整改。

1、已确定复绿计划 2、复绿计划已落实；3、责任科室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实地巡查，了解复绿情况并进行技
术指导。

已完成现场勘测，截止目前，胡再云采石场、兰东前采石场已完成复垦复绿方案设计和预算，按社员要求恢
复为水利灌溉设施，正在按方案施工中。

1、安稳煤矿有限公司、安稳煤炭有限公司、龙狮煤业等的三个煤矿在2016年全部关闭，并在煤矿周边及矸
石山周边栽种了刺桐等植物进行生态复绿；2、区国土局已向关闭矿山下达了整改通知，2018年10月9日，
区国土局来人同镇国土、环保工作人员一道对镇内的矿山复绿情况进行检查，目前正在督促已关闭的矿山
采石场进行复绿、复垦。

2018年4月19日，区环保局、区煤管局、安稳镇政府、石壕镇政府组织中介公司（綦江九升检测公司）对8个
关闭煤矿矿井水进行了取样化验。区环保监测站于7月17日-18日对全区7个有矿井废水流出的关闭煤
矿再次进行了监测化验，3矿超标。8月28日，区府办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召开了治理工作推进会，决定由
中节能公司承建矿井水治理工程并进行治理。中节能已编制治理方案，并报区政府，待区政府研究后再进
行治理工作。10月17日聘请环保专家对治理方案进行了评审，已将评审意见交区政府进一步研究。

1.3月15日，党政主要领导对国土、环保、安监分管领导，纪工委对相关村、科室负责人及干部均进行了约
谈；2.3月14日，对3处非法采石点下达了停产通知，责令其限期拆除生产设施设备；3.3月30日，对3处非法
采石点采取了停电措施，拆除了供电设备；4.协助公安机关开展相关工作，让其自动拆除机械设备，现兰东
江石材厂、毛毛石材厂、王洪石材厂均已拆除了开采设施设备；5.成立了由安监科、国土所、建环办组成的
联合执法巡查组，每天轮流到3处非法采石点巡查，暂未发现继续非法开采及加工迹象；6.4月26日，组织
人员到现场对复垦范围进行了丈量；7.6月10日完成了复绿植物的栽种；8.6月24日完成了复垦复绿方案设
计和预算，3处非法采石点均采用部分复垦复绿、部分修建水利灌溉设施方式。9、兰东江、毛毛复绿复垦已
经完成，兰东乾、王红的正在施工中。

1、马某非法采砂设备已拆除生产设备；2、已会同区交委对210国道篆塘-赶水段沿线非法砂场进行清理，
同时对搭接国道、省道的运砂道路进行了封口；3、区水务局联合了区经信委已在今年4月底对所有砂场进
行断电；联合区公安局开展了对非法采砂的行为的立案查处，公安局已经刑事立案1起非法采砂案件；联
合区质监局对塔吊等特种设备进行注销；为建立全区河道采砂长效管理机制，区水务局按照《重庆市重要
河道采砂规划总报告（2016-2020）》要求编制《綦江区重要河道采砂规划报告》，并通过区政府第30次常务
会议。区政府已审批采砂拍卖方案，并通过交易网对第一批采砂点进行了拍卖 。

1、全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方案已印发。2、扶欢镇吴家湾水库二级保护区内养羊棚已拆除。3、
鱼栏咀水库违建农房已经拆除。4、新盛镇宝珠村养猪户已拆除。5、制定了丁山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市级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方案，违法建筑制定了拆除方案，正在编制丁山镇环湖污水收集管网设计方案。召
开了丁山湖饮用水源保护“綦·习”对接协调会。6、打通镇2个农家乐，正在商洽关停农家乐，用管道将污水
引出大坝外排放，方案已经完成，整在施工，现场进度50%。7、石壕镇白岩水厂水源地李学汉石子厂已经
关停，电厂、羊叉水站桥梁1座已整改。8、东溪镇制定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问题整改工作方案，
加强对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的监管，设立警示牌。9、各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自查阶段已完成，区水务
局对20个乡镇开展督促指导，20个街镇加强了饮用水源保护力度，逐步规范了日常巡查和镇级督促检查。

1、印发了鱼栏咀水库饮用水源保护整改方案。2、鱼栏咀水库二级保护区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工程由三角镇
政府委托设计公司规划修建化粪池，散养家禽规范圈养。已经完成立项、实施方案、财政预算评审、项目招
投标等工作，目前项目已动工，正在进行管沟开挖、已经管道安装6800m，污水池6个完成，项目进度
100%。3、破损污水管网已修复，污水收集转运记录正常。4、隔离防护网已经修复，并延伸了300m。5、对
居民散养家禽进行了劝导，规范圈养。加强了巡查，水库征地范围内禁止蔬菜种植。6、违建农房已经拆
除。

1、正在收集可研报告前期手续资料；2、在丁山湖库尾位置设置了拦截网“浮头拦截网”，安排专人定期清理
垃圾；3、湖面定期不定期清漂，清漂责任人负责清漂记录；4、“一库一策”治理方案已完成，并按照方案执
行；5、方案已完成；6、在丁山湖周边设置了禁渔、禁游泳标志牌，组队巡查检查形成常态化；7、已向各涉及
单位去违建拆除方案的函，区公安局已向镇责任领导了解具体情况，已向国土局再次修改去函。

1、通惠河从G75高速公路桥至綦河汇入口段，2017年已纳入城区黑臭水体整治，整治工作已初见成效，黑
臭问题已基本消除，目前已进入长制久清工作阶段；2、持续开展垃圾治理工作，新落实河道保洁员，场镇卫
生保洁员，已全部清除了河岸生活垃圾，并正常开展保洁工作；3、街道河长办已制定文龙街道河长制实施
方案，落实镇、村级库长，并明确牵头办公室，各职能科室职能职责。街道河长每月巡河一次，已制定一河
一策工作方案；4、登瀛河河堤治理工程由南州水务投资公司已完成方案规划设计，将进入招标施工阶段；
5、登瀛场生活污水治理问题已向区城管局去函，现已聘请环保中介公司编制场镇污水治理方案；6、通惠场
主干污水管网已动工建设。7、区政府办公室于2018年11月7召集区环保局、区城管局、区水务局、区财政
局、区东部新城管委会、文龙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就治理方案进行了讨论研究，均赞成及时启动应急治理方
案,文龙街道现已将治理方案及资金的请示报于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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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时限

2018年12月

2018年9月

1.2018年7月30日
前出台考核办法 ；
2.2018年2月起开
始执行信息系统

和督查制度；

2018年10月

2018年4月

2018年12月

2018年9月

2018年12月

2018年至2020年

2018年6月

2018年12月

2018年12月

2018年4月30日
前，完成废水的监
测工作；2018年8
月30日前初步完
成废水的治理工
作，并投入试运

行；2018年9月30
日前，完成区级验

收工作。

1. 2018年3月
2. 2018年3月
3. 2018年4月
4. 2018年4月.
5. 2018年5月.
6. 2018年12月

1.2018年4月9日
前 2.2018年5月
底 3.2018年12月

1. 2018年4月完成
自查，对能立即整
改的完成整改，需
要一定时间的提
出整改计划。2.
208年6月底前完
成检查核查，并提
出整改意见。3.

2018年9月底前完
成整改。不能按
期完成整改的按
计划打表推进。

1.隔离防护网
2018年3月底修复
完成。2.规划修建
化粪池，散养家禽
规范圈养2018年7
月底完成。3.2018
年7月底前彻底拆

除违建农房。

1.2018年列入区级
投资计划并启动，

2019年建成；
2.2018年5月；
3.2018年4月；

4.2018年5月；5.长
期；6.2018年4月；

7.2018年12月

201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