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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生态立市"战略下水环境
综合治理探索
王明明!房!凯!方!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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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宿迁水环境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污染防控形势仍不容乐观# 本文通过对宿迁水环境现状

与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减少和控制工业污染及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推进黑臭

水体治理及生态河道建设!全面推行+河长制,!健全河湖长效管护机制等对策措施!期望随着各项措施的逐步落

实!宿迁能成为河清湖秀"人水相依的宜居城市#

!关键词"!水环境治理$生态$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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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M$!区域概况

宿迁市位于江苏省北部"是江苏省 $O 个省辖市之

一"也是江苏省最年轻的地级市"总面积 '&&&@8

"

"其

中湖泊%水面 "OK%@8

"

( 宿迁市地处淮河流域中游尾

部"境内河网发达"拥有洪泽湖%骆马湖两座淡水湖"淮

河%京杭大运河等流域性河流 L 条"废黄河%西民便河

等区域性河流 $N 条"老汴河%安东河等 OL 条骨干排涝

河道"对全市蓄水供水%防洪排涝%生态景观等发挥了

重要作用(

$M"!水环境现状

:M#两湖$水质!骆马湖水质基本稳定"洪泽湖水

质呈下降趋势( 根据 "#$"-"#$K 年&宿迁市环境状况

公报'数据分析"近 & 年宿迁境内骆马湖水域总体水质

+$"+



基本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S(O'O'-"##"*

(

类"水质无明显变化"水体总体呈中度营养化状态( 近

五年宿迁境内洪泽湖水域总体水质呈下降趋势"水质

由"类下降为!类"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总磷%

总氮等指标超标"湖体富营养状态也呈加重趋势"现呈

轻度富营养状态(

DM重点流域%国家考核断面%省级考核断面以及

主要河流水质稳步改善"但污染形势仍较为严峻( 近

& 年宿迁境内 O 个淮河流域和南水北调东线水质目标

控制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P( 宿迁境内有 % 个河湖

)% 个断面*列入国家考核"$% 条河流)$L 个断面*列入

省级考核"近年来"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逐年提高"

"#$K 年全市国家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P"省级

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LM&P( 宿迁市在境内 $K 条

主要河流上设置了 O$ 个监测断面""#$"-"$#N 年"断

面水质达标率由 KNM&P提高到 L#MOP""#$& 年断面水

质达标率又有所下降"为 %NM"P(

"%存在问题

"M$!农业面源污染对水体污染较重

宿迁市是苏北典型的稻麦蔬菜农业生产区( 近年

来"随着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突

出( 据统计"全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超 $#&'M% 亩"农

用化学使用量很大"农药年使用量超 %###7"肥料年使

用量约 N# 万7"农膜年使用量超 $ 万 7"而农药无效流

失每年高达 N###7"肥料利用率不足 N#P

0$1

( 化肥%农

药过量%不合理使用"灌溉方式不科学"使得农田退水

携带大量氮%磷以及有机污染物入河"污染河道水质(

另外农村生活垃圾%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

物直接抛河现象常有发生"对河道水质也造成了严重

影响(

"M"!结构性水污染问题突出

宿迁市单位SbU用水量%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 同时"化

工%纺织印染%农副食品制造%白酒制造等高污染%高耗

水行业占重要地位"四类行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例约 &KP"行业 19b%氨氮排放总量占比分别为

'$M'P%'#M&P(

"MO!城镇管网不健全%雨污分流不到位及污水处

理设施尚不完善

!!宿迁城镇建成区雨水分流工程不到位"新建地区

按雨污分流制建设"但仍存在管网混接现象"老城区及

乡镇为雨污水合流制"局部区域采用截流式合流制"雨

季污水溢流至附近水体"污染水体
0$1

( 部分地区生活

污水没有实现完全截流"大量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

道( 县%乡河道水系沟通不畅"缺少生态补水"水体自净

能力差"环境容量小"导致河道容易出现#黑臭$现象(

"MN!跨界河流%区域性湖泊给水环境治理带来较

大难度

!!宿迁市涉及跨省%跨市河流较多"徐洪河%潼河等

河流水质受境外客水影响不能稳定达标"在汛期等特

殊时期"徐洪河全段及徐洪河泗洪水源地水质受影响

尤为严重( 洪泽湖和骆马湖均是区域性湖泊"各行政

区%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给区域水体

联动治理带来了较大困难(

+%治理思路及主要举措

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按照#控源截污%内源治

理%疏浚活水%生态修复%长效管理$的技术路线"践行

#全域规划%全域设计%全域配套%全域修复%全域清

流$的治理理念"系统推进城乡水环境综合治理"显著

改善城乡水环境"努力实现#水清%岸绿%河畅$(

OM$!优化调整工业产业结构

:M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在促

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传统特色产业转型发展的基

础上"重点加快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规模发展"因地制

宜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全力推动宿迁产业从低端生产到高端制造发展""#$%

年"宿迁高新区获批准升级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DM深化工业污染防治( 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排查

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的小型工业企业"重点开展小

型化工%印染%造纸%电镀等#十小$行业取缔整治工

作( 加快推进重点区域化工企业关停并转迁""#$% 年

组织开展了化工企业 #四个一批$专项行动"全市累计

关停化工企业 O# 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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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加大节能减排"加强资源节约利用"大力发展

循环经济( 制定并实施分年度的落后产能淘汰方案"

鼓励企业主动提高标准"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制定并实

施分年度的全市水污染物减排工作"明确化学需氧量%

氨氮%总氮%总磷 N 项水污染物减排目标"并提出了具

体的减排措施""#$% 年全市完成了 $L 个水污染物减排

重点工程项目(

OM"!减少和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M减少化肥面源污染( 在全市范围内深化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实行轮作休耕"开展稻田生态养

殖"实行商品有机肥替代化肥及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

提高化肥利用率"控制过量施肥"减少农田化肥)氮%

磷*流失造成的面源污染( "#$% 年"全市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推广面积 LOK 万亩次"轮作休耕面积达 NM& 万

亩"稻田生态养殖面积 KM& 万亩"合计减少化肥使用量

约 &'L#7(

DM积极推广农药减量化行动( 积极试验示范%推

广应用各项绿色防控技术( "#$% 年"全市建立 & 个粮

食作物病虫绿色防控示范区"辐射带动面积 "%M& 万

亩,建立了 & 个蔬菜病虫防控示范区"辐射带动面积

NMK& 万余亩( 通过示范区建设"向社会展示宣传专业

化统防统治技术%绿色防控技术和农药减量使用技术"

提高农民群众的认识水平"引导农民群众自觉使用新

农药%新技术( 据统计"亩均农药使用量示范核心区比

周围农户减少 "#P"辐射区比周围农户减少 $#P( 积

极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有效地降低了农药使

用总量及对农田的有机助剂排放量"据初步统计""#$%

年"全市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占比达 %'P(

<M全面推进畜禽污染治理( 按照&宿迁市畜禽养

殖禁养区划定方案'要求"落实禁养区家畜禽养殖场关

闭搬迁工作"加快推进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实施雨污分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工程( 目

前"全市已全面完成禁养区 %"' 家畜禽养殖场关闭搬

迁任务,非禁养区 KL%K 个应治理养殖场已完成治理

&OK" 个"占 %KMLP(

OMO!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提升污

水收集和处理能力

!!:M实施城市雨污分流改造和老旧污水管网改造"

完善污水收集管网系统( 加强老城区排水管网问题整

治"对雨污混接%排水管道及检查井各类缺陷进行维修

改造"减少污水外渗或河水的倒灌"提升污水处理效

益( 暂不具备雨污分流改造条件的区域"加快建设截

流干管"适当加大截流倍数(

DM推进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提升

污水收集处理能力( 加快推进城乡污水处理厂扩容及

提标改造"所有已建%新建及改扩建的城市污水处理厂

尾水全部执行一级]排放标准( 全面推进乡镇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利用三年时间实现全市乡镇污水处理设

施全覆盖( 按照江苏省政府统一部署"实施城乡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项目"编制中心城市排水防涝专项和全

市建制镇污水处理全覆盖等规划"遵循市级统筹%属地

负责"分期分步推进项目实施( "#$% 年"全市累计投

入 $'MO 亿元"开展 O 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扩建%" 座污水

处理厂一级]提标改造"建设 &% 个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和 "#& 个村庄污水处理设施( 泗阳县被列为国家村庄

污水处理工作试点县"泗洪县和宿城区列入省级试点

县区( 宿迁市区围绕古黄河%马陵河水环境改善目标"

实施污水干管和提升泵站工程"加强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管理"城市污水处理率由 "#$K 年的 LNM&OP提

高到 LNM%P(

OMN!推进城乡生态河道建设与治理

:M开展生态河道建设( 科学制定生态河道建设

的相关方案%意见%办法%技术导则等"合理安排建设计

划"统筹推进全市生态河道建设"到 "#"# 年完成百条

以上生态河道建设( "#$% 年"相继制定印发了&全市

城乡水环境综合治理行动实施方案' &关于加快全市

生态河道建设的实施意见' &宿迁市生态河道建设工

作考核办法)试行*'&宿迁市生态河道建设技术导则'

等文件"在全市完成了 $K 条生态河道建设(

DM加强水环境治理与水生态修复( 按照#控源截

污%内源治理%疏浚活水%生态修复$的技术路线"推动

生态河道建设(

#开展入河排污口专项整治"通过改

造污水管道%封堵排污口%敷设截污管道%设置调蓄设

施等措施"做到旱天污水不入河"控制雨天溢流频次(

$加强生态河道内源治理"采用生态清淤方式清理水

体底泥污染物"妥善运输和处置底泥"严防二次污染(

+&"+



%推进水系沟通和活水循环( 加强河道#蓝线$规划

管控"严禁随意填埋河道沟塘"严控侵占河道水体行

为( 创造条件恢复已覆盖的河道水体"打通 #断头

浜$"加强城乡水系沟通"构建健康水循环体系(

)加

强河道生态修复( 因地制宜选择岸带修复%植被恢复%

水体生态净化等生态修复技术( 在城市中"积极引入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同时通过建设下沉式绿地%雨水花

园%植草沟等#海绵体$"控制初期雨水面源污染"改善

河道水环境( 为改善中心城区水环境"市区启动编制

了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完成了西南片区 "O&@8

"

范围

内河道水系和排水处理两大系统全面排查摸底( 马陵

河整治中综合运用了截污纳管%活水循环%生态修复等

技术"将黑臭河打造成生态河道典范( 泗阳县城区河

道采用UUU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开展城区水环境整治(

宿豫区生态经济示范镇新庄镇结合乡村旅游开发%道

路建设"对境内水系连通%河道整治和生态护坡"把世

纪河打造成为农村生态河道样板"杉荷园内农村水系

沟通"鱼虾重现"综合效益显著(

OM&!健全长效机制"提高河道管护水平

:M贯彻落实#水十条$"以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

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构建责任明

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

制"重点推进跨市水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和水生态补偿

机制建设(

#市政府办印发了&宿迁市河流生态环境

损害经济调节实施方案'"将#双向补偿$范围在原有

基础上扩大至 $N 条河流 $' 个断面,

$进一步强化#谁

污染谁付费$的环境保护制度"落实地方环境保护责

任""#$% 年区域补偿资金超 $%## 万元,

%创新建立水

环境观察员制度""#$% 年从社会公众中聘请了首批水

环境观察员"设立水环境观察前哨"加强河道水质监

督,

)建立水环境监管综合平台"制订水环境监测能力

建设计划"提高水质%水生态等自动监测能力"构建市%

县水环境自动监控网络"支撑水质达标率的统计评估(

DM全面实行#河长制$"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明确管护机构%管护人员和管护经费"加强河道巡查"

推广#道路%绿化%垃圾%河道$四位一体的管护模式(

按照建管分离的原则"积极推进水体养护市场化改革"

形成主管部门定期考核%养护单位具体作业的养护

模式(

G%结%语

按照调结构降水耗%治水先治岸%治岸先截污的思

路"从源头抓起"截断污水入河通道"同时加大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加强河湖生态修复"创新机制"提高河湖

管理水平"是当前宿迁治理和改善水生态环境的主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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