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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群众信访举报件资阳市边督边改情况汇总表

资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处理情况的日报告

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省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截至 2018年 11月 7日，省迎接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转交我

市处理的群众来电来信举报件累计 3 件
（其中来电 1件，来信 2件），应上报处理情
况的累计 0件，已经上报累计 0件（其中今
日上报 0 件）；已办结累计 0 件（其中今日

办结 0件），立案查处累计 0件，罚款累计 0
万元，追责问责累计 0 人，约谈累计 0 人。
群众来电来信举报件处理情况信息公开
网址：http://www.ziyang.gov.cn/_ziyang/

z_topic/green/catalog.aspx?id=3511。

资阳市人民政府
2018年11月8日

本报讯（记者 李远雄）日前，记者走近
乐至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之一、位于孔
雀乡境内的八角庙水库时，只见水质纯净
清澈，周边绿树成荫，环境整改成效初显。

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问题
后，乐至县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环保、水
务、农业等相关部门认真分析水质超标原
因，综合施策全力整改，全面确保人民群
众喝上放心水。

乐至县依法划定了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区，制定并出台乐至县城镇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实施方
案，并及时开展集中整治。按规范在饮
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安装隔离防护
设施和标识、标牌等，动员并妥善协调解
决保护区内群众的房屋拆迁等问题，并
对保护区的耕地进行流转，全面确保达
到整改要求。

此外，该县还专门在八角庙水库配置
监控设备，实时掌控取水口周边情况，并
加强源水监测，及时掌握水质情况；主动
抓住有利时机，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全面落实保护区内日常巡查制度，加强对
饮用水水源地的日常管理；相关乡镇党委
政府对保护区群众加强了宣传教育和引
导工作。

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有效提升了水

库的水体质量。据监测数据显示，该水库
2018年二季度以来的水质均为Ⅲ类，对比
2017年水质有了明显的改善。

下一步，该县还将严格按照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相关规范，继续加强水源地周边
生态治理，切实提高饮用水源净化能力，
通过进一步加强宣传，有效提高人民群众
对饮用水源的保护意识，确保群众喝上放
心水、健康水。

□ 本报记者 黄志禄

安岳县七里桥河因桥而得其名，河的
东面是城北乡，西面是岳阳镇。

2011年，安岳县七里桥河被四川省政
府批复为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然
而，在 2017，却被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督
察发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隔离设施不
完善、一级保护区内有农户居住和种植养
殖活动、有道路和桥梁等问题。

对此，安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按
照中央、省、市环保督察整改要求，多次召
开会议，专题部署整改工作，并将整改任
务细化到环保、水务、交通、住建、农林等
相关部门。安岳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
记者，在这一过程中，各部门主动作为，密
切协作，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确
保了整治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现在，安岳县七里桥河安装了 4200米
隔离网、66 根界桩；完成了农房搬迁和土
地流转，编制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方案和
绿化方案，取缔了畜禽散养户；建立了危
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禁止通行制度，设立了
警示、限速测速标识牌及设施，修建了桥
面安全防撞设施和径流导排系统。

如今的七里桥河面貌焕然一新，两
岸绿树掩映，河面碧波荡漾。在七里桥

两侧，2根雨水收集管道连接至桥头的沉
淀池，将桥面雨水收集沉淀过滤后排放；
河两岸的隔离护拦沿着河道延伸，“安岳
县七里桥饮用水源保护区”“禁止运输危
化品车辆通行”及绕行路线图等标识标

牌格外醒目；城北乡场镇污水处理站将
场镇居民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后达标
排放。

下一步，安岳县将实施七里桥河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绿化方案，扎实做好城北乡

场镇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工作，严格执行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日常管理制度，及时清
理打捞水面漂浮物，做好日常保洁，维护
生态平衡，防止水源污染，确保七里桥河
水质常年达到Ⅲ类及以上标准。

（上接一版）5次召开交流会，实现区域协调、信息共享。2次与成
都市联合开展老鹰水库集雨区域水污染防治及水环境治理工作；
与内江市、遂宁市就球溪河和琼江流域分别签订联防联控协议，4
次召开联席会议，实现区域生态保护上下游共治。

为确保管护到位，从创新河湖日常巡管机制入手，将沱江干
流的河面河岸保洁工作进行市场化运作，购买社会服务，交由专
业机构负责不定期保洁；严格河长制属地管理原则，建立中小河
流保洁机制，以乡镇或村组为界线设置 54处拦河网，实现分段治
理，化解共治矛盾；设置专职河道巡管员公益性岗位，首批招聘 28
名专职河道巡管员，主要负责清理雁江区 17条主要河流沿线漂浮
物和不文明行为劝导等工作。

社会参与 提高监督效力

在全市率先建立“点滴江河”微信公众号，及时公开全区河长
制动态，提高透明度……这是雁江区创新落实河长制工作的一个
亮点。

针对全民参与水环境保护的主动性不强、社会监督路径窄等
问题，探索建立志愿者、监督员、民间河长“三支队伍”，增强社会
参与率和监督效力。

为实现河流治理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由市文明办、团市委、
市民政局、市妇联牵头组建了一支以青少年志愿者为主体的 200
人的河长制志愿者队伍，广泛开展垃圾清理、文明劝导、发放宣传
资料等巡河护河活动和生态环保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聘请 50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河长制义务监督员，结合自
身工作义务开展河长制宣传及巡河监督检查，劝导制止巡河过程
中发现的倾倒垃圾、挖沙取石、侵占河渠道等违法行为，并履行监
督职责，对河道的治理和管护成效进行监督评价。截至目前，义
务监督员反映非法排污等问题 16起，均由相关职能部门督办整改
到位。

招募老干部、老党员 265人组建“民间河长”，实现市级 7大河
流干流所经行政村、社区全覆盖。民间河长对流经本地的河流开
展巡河工作，协助并监督各级行政河长开展“清河、护河”行动；宣
传河湖保护法律政策，关注河流水质情况及周边污染源变化，监
督举报涉河违法活动。

“三支队伍”的建立和作用发挥，示范引领全民参与其中，提
高了社会各界自觉投身水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参与率和监督效力。

正面引导 营造浓厚氛围

持续通过安岳之窗、县电视台及其微信公众号、街头广告牌、
河长公示牌以及张贴宣传画等方式，营造全民参与监督、参与管
水、参与治水的浓厚氛围。这是安岳县以正面宣传教育和舆论引
导，动员社会各界全面参与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之一。

针对部分基层河（段）长履职能力不足、群众环保意识欠缺等
问题，从加强培训着力，建立分级培训制度，邀请资深教授、主管
领导围绕“各级河长如何履职、一河一策编制与实施、其他省市典
型经验”等主题开展市级河长、县级河长专题培训近 10次，乡级河
长专题培训 51次，让各级河长逐步从“门外汉”变成“内行人”。

同时，持续开展河长制进学校、进党校、进企业、进社区“四
进”主题宣传活动，让人民群众的水资源、水环境保护理念真正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其中，在党校，以 2018年新任公务员和县级干
部进修班为契机，围绕河长制主题授课、交流，提高 600余名党员
干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自觉；在学校，利用班会课、黑板
报、主题演讲、给家长一封信等方式全面宣传河长制，提高 3万名
学生和家长参与河流治理意识；在企业，适时对企业和餐馆开展
节水、排污许可证获取及处罚条例宣传，城区 32个常有泔水倒入
的雨水口得到有效整治；在村组，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
派发河长制宣传品等方式，开展以“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全
面推进河长制，大力改善水环境”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

通过广泛的宣传引导，进一步增强社会各界全面推进河长制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实现全域河流“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目标。

下一步，我市将突出“集中力量多元投入，大力推进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健全机制壮大队伍，落实河长制保障措施；强化督查严
格考核，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等重点工作，切实推动河长制
由全面建立转向全面见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坚持绿色发展
守护碧水清流

★几种不宜多吃的食物

方便面：方便面中含有色素和防腐剂，常吃对人体有害。
味精：人体过多摄入味精会使血液中谷氨酸快速升高，造成

短时头痛、心跳、恶心等症状，同时也会对人的生殖系统造成不利
影响。

腌菜：腌菜中含有亚硝酸胺，常吃有致癌的危险。
油条：油条在制作过程中，须加入明矾（硫酸铝钾），铝在肾脏

中富集难以排出，从而对大脑及神经细胞产生毒素，容易引发老
年痴呆症。

臭豆腐：臭豆腐在发酵过程中，极易被微生物污染，它还含有
大量挥发性盐基氨及硫化氢，使蛋白质变质分解。

松花蛋：松花蛋在制作过程中要用到一定量的铅，经常食用，
会引起铅中毒。

菠菜：菠菜中含有草酸，它会与食物中的锌、钙结合而以化合
物形式排出体外，引起人体锌与钙的缺乏。

★街头烤串为什么要少吃？

街头烧烤肉串大多无吸烟装
置，使用的燃料多为木柴、炭等。
烧烤时，不仅燃料燃烧产生污染
物，还有落在燃料中的脂肪、肉
渣、调味品燃烧排放的污染物，这
些物质如国际上公认的强致癌物
苯并芘会附着在肉串上被人体摄
入，影响健康。苯并芘浓度可达
国家标准的 100倍，对身体健康影
响严重，因此要尽量少吃。

□ 本报记者 黄志禄

11月 8日，立冬第二天，冬日阳光照在
老鹰水库宽阔的水面上，波光粼粼，山林倒
影成景，一幅绿水青山的画面映入眼帘。

从今年 10 月上旬开始，资阳城区饮
用水水源地老鹰水库开始了今冬第一次
蓄水，现在已达到水库最高库容水位。老
鹰水库管理所所长付刚告诉记者，现在水
库库容量已经达到了设计库容量 3670 万
立方米，而资阳城区的日均供水量为 7.2
万立方米，这个库容完全可以保障资阳

城区今冬用水，水库管理所也会根据实
际水位适时补水，确保资阳城区生产生
活用水需求。

据悉，2010年 2月，四川省政府明确将
老鹰水库划定为资阳市市级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今年的监测数据显
示：1 至 10 月，老鹰水库水质为地表水 III
类标准。

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以来，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把加强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严
格落实国家饮用水水源保护相关法律法

规及《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
各项保护措施的同时，制定出台了《资阳
市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办法》，并联合成
都市政府编制批复了《老鹰水库水质改善
规划》，建立了资阳市老鹰水库水质情况
会商会议制度。

各级各相关部门认真履行饮用水水
源保护职责，在水源地保护的整体规划、
监控管理和综合整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开展定期巡查、定期监测、强化监
管，为推进老鹰水库水源改善工作提供了
有力的制度保障。

2017 年 6 月，按照中央、省、市环保督
察要求，老鹰水库完成了一级保护区隔离
设施修复工作，搬迁了库区 4户农户，并与
成都市协调，提升简阳市望水乡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处理能力、完善污水管网。简阳
市雷家乡污水处理厂已投入运行，实施了
老鹰水库保护工程——望水河泄水工程，
全面提升水库水质。

如今的老鹰水库展新颜，库区隔离
栏沿库岸线蜿蜒延伸，库区碧波荡漾，
青山环抱，潺潺清水源源不断流进千家
万户。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2017 年开展
中央环保督察以来，雁江区全区关闭、拆
除、搬迁位于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和专
业养殖户共 220户，其中规模场 8户，适度
规模养殖户 212 户。目前，无一户在禁养
区内复养。”11月 8日，雁江区农业局相关
负责人如是说。

雁江区接到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后，印发了《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加快推进雁江区畜禽养殖禁养区

内养殖场关停工作的通知》，修订了《资阳
市雁江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
案》，科学谋划有效实施关停搬迁。

新修订的《资阳市雁江区畜禽养殖禁
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相比之前的《方案》
对禁养区的范围进行了更精确的划分，规
定禁养区为：雁江区内的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城市及建制乡镇人
民政府所在场镇建成区；沱江干流、九曲
河、阳化河、蒙溪河 4 条河流两岸正常水位

线以上 100 米范围内的陆域；桂林河、中和
场河、小阳化河、丹山河、黄泥河、孔子溪
河、清水河、球溪河、祥符寺河、小院河、永
宁河、大佛寺河、徐堰河等 13 条河流两岸
正常水位线以上 50 米范围内的陆域等。

“作为一名养殖业主，我更应该主动
适应新的环保要求。”刘世忠原来在保和
镇盘龙村 4组标准化养殖生猪，占地 3500
多平方米，有圈舍 60 间，2013 年建成后年
出栏近 1000 头肉猪。环保督察中检查到

他的养殖小区在沱江 100 米以内 ，属于
《资阳市雁江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
分方案》规定的禁养区范围，在保和镇政
府和畜牧兽医站的协调下，刘世忠将养殖
小区搬迁到了符合条件的保和镇天鹅村 9
组。原来的养殖小区已被去功能化。

据悉，在雁江区220户禁养区内畜禽养
殖场和专业养殖户的关停搬迁中，共补偿金
额2700万元，其中8个规模养殖场补偿1800
万元，适度规模养殖户补偿 900万元。

潺潺清水进万家
——今年1至10月老鹰水库水质达地表水 III类标准

禁养区内220户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搬迁雁江

确保七里桥河水质常年达Ⅲ类及以上标准安岳

乐至 加大水源地保护力度 确保城市饮用水安全

生活环保小知识

七
里
桥
河
变
样
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