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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个巡查组通报各组进展情况

2018 年 10 月 26 日，15 个巡查组对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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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检查了广州市的 35 条水体，其中：

一、检查了 6 条督查已判定为消除黑臭的水体（无问题

清单），分别为：土华涌、马涌、双岗涌、乌涌、雅瑶涌、

天马河，无黑臭反弹风险且未发现新的问题。

二、检查了督查期间新发现的 29 条黑臭水体（尚未完

成整治）的工程进度等情况，分别为：磨碟沙涌、康乐涌、

黄基涌、大塘涌、石溪涌、瑞宝涌、车陂横涌、员村涌、白

沙浦涌、吉山涌、风水涌、大岭涌、深涌中支涌、深涌左支

涌、榕溪涌、横沙涌、沙贝涌、象拔咀涌、夏茅涌（含左干

渠）、新市涌、环滘河、琏窿支流、祥岗涌、深涌北支涌（含

深涌北支分涌）、深涌南支涌（含深涌南分支涌）、宏岗河、

西群河、上滘涌、塘东涌（含官塘涌），都处于工程施工过

程中，进度为 60%—90%，且存在治理工作系统性差，治理工

作大多集中于截污工程，无清淤疏浚工程与生态修复工程建

设内容的问题。（其中，车陂横涌为 10 月 25 日检查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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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为复查）

三、第一巡查组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5 日在广州、深圳、珠海、清远调研期间的讲话。

第二组：共检查了深圳市 27 条水体，其中：督查期间

新发现的 17 个黑臭水体，巡查结果为均未消除黑臭，各水

体主体工程进展情况如下：石井排洪渠、麻雀坑水、田头河、

花鼓坪水、长坑水、大布巷水、简坑水等 7 个黑臭水体的控

源截污均为正在施工；丹坑水、塘水围、清湖水、玻璃围涌、

铁岗水库排洪渠、南昌涌、固戍涌、咸水涌，新塘村排水渠

9 个黑臭水体的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的主体工程，均为工程

开工阶段。新涌黑臭水体的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的主体工程

处于工程前期阶段。

地方在此次巡查期间上报的黑臭水体 10 个，巡查结果

为均未消除黑臭，各水体主体工程进展情况如下：大山陂水

黑臭水体的控源截污的主体工程处于工程前期阶段；灶下

涌、共乐涌、水田支流、田心水、东深排水渠、梧桐山河 6

个黑臭水体的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的主体工程处于施工阶

段；石龙仔河、沙芋沥、龙眼山河 3 个黑臭水体的控源截污

的主体工程处于施工阶段。

第三组：共检查了芜湖市 7 条水体、安庆市 2 条水体，

其中：督查判定为消除（基本消除）黑臭的芜湖市保兴垾文

化路支沟河，3 个问题已基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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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判定为未消除黑臭的芜湖市港湾路明渠，巡查结果

为：目前未完成的主体工程主要为河段中游位于长江北路附

近的河道整治，以及提升泵站建设和下游河段的生态修复工

程，总体判定为未完成。

巡查组复核芜湖市白马街道办周边无名河（金鸡港水

系）、保定街道办垃圾场后灌溉渠（三山区保定垃圾站明渠）

2 条水体，根据水质监测结果，基本可判定 2 条河流已完成

整改并消除黑臭。

芜湖市在此次巡查期间上报的黑臭水体中，经巡查组核

查，保兴垾大富支渠、保兴垾主渠、板城垾主渠 3 条水体（督

查期间公众举报的黑臭水体，地方核实情况属实。）均已经

纳入全国黑臭水体整治监管平台和黑臭水体国家清单内，目

前水体黑臭严重，建议地方尽快开展治理。

第四组：共检查了北京市 22 条水体，其中：督查判定

为已消除（基本消除）黑臭的观音堂沟、大柳树沟、大羊坊

沟、龙道河、温榆河、昌平区南沙河、东小口沟、幸福河、

小龙河、新凤河、老凤河、四海支流、黄土岗灌渠、黄土沟、

通惠西排干、凉水河、尖垈排涵 17 条水体，16 个问题已基

本解决，7 个问题未解决，部分问题还需进一步核查。

督查判定为未消除黑臭的一排干、大龙河、葆李沟、中

坝河 4 条水体，13 个问题已基本解决，6 个问题未解决。其

中，一排干初步判定为消除黑臭水体，但部分问题还需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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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核查。

督查新发现的黑臭水体为望京沟水体，其工程正在整

改，1 个问题未解决。

第五组：上海市的巡查工作已结束，巡查组已抵达南京

市，并对上海市巡查工作进行梳理和总结。同时，巡查组查

阅南京市的黑臭水体相关资料和分配 27 日巡查工作。经过

商讨，27 日将分成 8 个组，1 个组开展巡查新发现的黑臭水

体；2 个组开展巡查上次督查发现的黑臭水体；5 个组核查

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第六组：沈阳市的现场巡查和水质监测工作已全部结

束，巡查组召开内部讨论会，总结先进经验做法和梳理相关

材料，并安排 27 日赴抚顺市的巡查工作。

第七组：共检查了烟台市 2 条水体，其中：督查判定为

未消除黑臭的小曲河，巡查结果为：进行了污水管网建设及

河底硬化，根据检查结果和会议研判认为消除黑臭。

督查期间新发现的华海路南侧明沟，巡查结果为：目前

截污纳管、清淤疏浚已完工，根据检查结果和会议研判认为

消除黑臭。

第八组：对齐齐哈尔市的黑臭水体整治专项督查整改情

况进行汇总讨论，查阅相关资料，并开始对《齐齐哈尔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整治巡查报告》进行编制。

第九组：共检查了太原市 5 条水体，其中，督查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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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基本消除）黑臭的北涧河、西干渠、玉门河、大黑水

河、许坦排洪渠，7 个问题已基本解决，6 个问题尚未解决。

具体为：西干渠，河面存在大面积漂浮物（1 处）；河岸存在

垃圾（1 处）；垃圾收集、转运体系不健全、不落实等问题尚

未解决；北涧河，未建立长期性监控措施（1 处）；污水直排

环境问题没有实质性解决（2 处）。

巡查组另外发现：在对许坦排洪渠现场巡查时，从平阳

南路到星河湾 2 号小区段存在约 700 米的黑臭段，在东干渠

至许坦排洪渠闸口上游约 200 米发现一个非法排污口，有污

水排出。

第十组：巡查组分成湖北小组和河南小组，分别前往随

州市和郑州市开展巡查。

巡查组分别与郑州市、随州市召开对接会，会上，巡查

组通报了前一阶段专项督查总体情况，强调了专项巡查的重

要性，并对此次专项巡查的主要内容和工作方式进行说明。

会后，两个巡查组召开组内分工会，巡查专家查阅了相关资

料，并提前了解黑臭水体基本情况。

第十一组：巡查组上午离开长沙市，赴郴州市开展巡查

工作。下午，巡查组与地方召开对接会，会上，巡查组通报

了前一阶段专项督查总体情况，强调了专项巡查的重要性，

并对此次专项巡查的主要内容和工作方式进行说明。巡查组

根据郴州市黑臭水体督办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认真梳理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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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工作程序；查阅相关资料，对整改情况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分类，安排了各巡查小组具体的任务和目标。

第十二组：共检查贵阳市 1 条水体，为督查期间新发现

的黑臭水体白云区七彩湖。七彩湖是长期直排的生活污水积

存形成的“烂塘”，未从根本上解决黑臭问题，地方政府组

织实施了控源截污、底泥清淤、生态修复等工程，计划年底

前完工。巡查组专家仔细检查了七彩湖的黑臭水体整治进

度，并对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方案，提出优化建议。

第十三组：共检查了西宁市 4 条水体，其中，督查判定

为消除（基本消除）黑臭的西宁市南川东路南酉山村委会道

路水渠、生物园区纬五路水渠、南川谢家寨村水渠、王斌堡

村段水渠，4 个问题已基本解决。

第十四组：分为两个小组分别赴重庆市和成都市开展巡

查工作。共检查了成都市 5 条河，其中列入督查清单中 2 条

河，巡查期间群众举报 3 条河。督查判定为消除黑臭的凤凰

河，1 个问题已基本解决。督查期间新发现的凤凰河二沟湿

地公园上游段 1 条河，通过问卷调查，群众满意度 100%。现

场巡查结果：判定存在 2 个问题（城镇污水管网不配套，内

源污染未得到有效控制），水质监测结果符合无黑臭标准，

巡查结果判定基本消除黑臭。

核实举报 3 条河：金牛支渠（后花园 3 期段）、泗合桥

沟（郫度区龙吟路 130 号）、高攀河（东苑小区 A 区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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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实，金牛支渠（后花园 3 期段）举报情况不属实，不存

在黑臭水体；泗合桥沟（郫度区龙吟路 130 号）举报情况不

属实，不存在黑臭水体；高攀河（东苑小区 A 区门口）举报

情况不属实，不存在黑臭水体。

巡查组根据举报信息，对重庆市溉澜溪上中下游水体进

行采样监测，确认水质无黑臭，不属于黑臭水体范围。巡查

组将举报信息和核实情况反馈地方政府，对溉澜溪水质微

黄、微浊问题进行治理。

第十五组：组织各小组专家对南宁市在黑臭水体整改问

题的工作情况进行研究讨论，并对巡查结果进行判定，巡查

专家按照要求编写了黑臭水体巡查的“一河一档”以及南宁

市黑臭水体整治巡查报告。同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

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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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专项巡查
举报信息统计情况

一、举报信息情况

10 月 26 日，2018 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专项巡查受理电

话举报 99 条，“城市水环境公众参与”微信公众号受理举报

16 条，共 115 条。其中涉及 36 个重点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的

举报信息有 80 条，排在举报前三名的城市是长春 37 条、北

京和贵阳各 7 条。其他城市为：南京 5 条，合肥、沈阳、青

岛、福州各 3 条，深圳、长沙、成都各 2 条，上海、大连、

武汉、兰州、重庆、西安各 1 条。按照专项巡查要求，15 个

专项巡查组已将接到的 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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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1 条；第

三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芜湖市 1 条、安

庆市 2 条；第六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2

条；第七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4 条；第

九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1 条，同时，对

1 条巡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北涧河）进行了现场核实；第

十二专项巡查组对3条巡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进行了现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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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第十三专项巡查组抽查了督查期间公众举报信息 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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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臭水体整治专项巡查网络舆情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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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条，其中正面信息 3 条，负面信息 3 条。

【正面报道】

《安徽日报》：【环保督察在行动】“拉条挂账”整治黑

臭水体。10 月 26 日，《安徽日报》报道称，记者 10 月 25 日

从安徽省环保厅获悉，安徽省环保厅与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

联合开展省级 2018 年黑臭水体整治环保专项行动，对各市

已完成整治的城市黑臭水体开展现场督查，对发现的问题实

行“拉条挂账、逐个销号”方式管理。安徽省环保厅有关负

责人表示，督查组对排查形成的问题清单，交由当地政府限

期整改并向社会公开；对整改不到位的组织约谈，约谈后仍

整改不力的纳入省级环境保护督察范畴。截至 10 月 26 日 16

时，媒体转载相关报道 13 次。

新京报网:北京建成区 58 条黑臭水体消除 53 条 剩下 5

条有 3 条已消除黑臭。10 月 25 日，新京报网报道称，25 日

下午，2018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京津冀专项巡查北京对接会召

开。据悉，北京建成区共 58 条黑臭水体，目前有 53 条基本

消除黑臭。剩余 5 条中，有 3 条已基本消除黑臭，1 条河段

水质得到改善，另一条新增黑臭水体计划今年底前完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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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截至 10 月 26 日 16 时，媒体转载相关报道 9 次。

《南方都市报》：今年以来罗湖主要河流断面逐月改善，

黑臭水体治理获肯定和认可。10 月 26 日，《南方都市报》报

道称，为打好黑臭水体整治战役，深圳开展了“黑臭水体流

域涉水工业污染源专项交叉执法行动”，主要包括：保障“水

缸”安全专项清理行动，水土保持专项执法检查，规范城市

排水秩序专项行动，有三大创新举措：一是罗湖建立了“环

水-公安”联动执法机制，二是打造全区首支水政监督管理

员队伍，三是持续加强市政雨水井“总开关”管理。2018 年

以来，罗湖区主要河流断面逐月改善。深圳河(罗湖段)公众

调查满意度 99.08%、布吉河(罗湖段)公众调查满意度为

93.75%。截至 10 月 25 日 16 时，媒体转载相关报道 2 次。

【负面舆论】

《中国青年报》：让臭水沟“消失” 填埋了真正的问题。

10 月 25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称，在生态环境部和住建部

22 日启动的 2018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专项巡查中，针对石家

庄 5 处黑臭水体，当地给出的答案竟然是将水沟直接填埋。

填埋只是让黑臭水体从“看得见”变为“看不见”，不是解

决问题，而是“填埋”了真正的问题。整治水体项目之初应

当积极听取专业意见，制定科学合理的最优方案。在监管黑

臭水治理上，一方面，上级明确严格的工作要求，会促使基

层重视更快更好地解决；另一方面，也需要克服急躁功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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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避免使基层疲于应付检查和监督。截至 10 月 26 日 16

时，媒体转载相关报道 22 次。

经济观察网：直击京津冀黑臭水体巡查：仍有部分督办

问题尚未开展整改工作。10 月 26 日，经济观察网报道称，

10 月 23 日，京津冀巡查组对石家庄、保定两市首日现场巡

查发现，有多个已完成整治的黑臭水体仍存在部分督办问题

整改滞后、甚至未开展任何整改，后续监管维护不到位、未

形成长效机制等问题。保定市仍有多个问题未完成整改，有

的是巡查期间才匆忙整改。河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李

振国表示，黑臭水体整治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仍是老城区基

础设施改造完善和需要建立稳定的长效管护机制。截至 10

月 26 日 16 时，媒体转载相关报道 9 次。

《北京日报》：通州台湖镇、漷县镇一些村庄水体污染

河沟漂绿藻 岸边堆垃圾。10 月 26 日，《北京日报》报道称，

近日有读者反映，通州区台湖镇铺外二路北侧有一条小水沟

上面一个桥下的涵洞里不停地往外流污水，出水口周围堆积

淤泥，岸边有不少垃圾。附近居民表示，这条河沟的水从东

五环高碑店流过来，岸边有人往沟里排污水，产生恶臭。记

者在漷县镇后尖平村发现了一个面积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

水塘，臭味明显，水体泛黑。村民称村内没有安装污水管道，

村民倾倒污水最终都流到水塘里。截至 10 月 26 日 16 时，

媒体转载相关报道 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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