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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车人”体系治理尾气污染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
污染，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合肥
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 260 万辆，其
中柴油车 16.5 万辆；初步排查非道路
移动机械超过 2.3 万台。 现有运营机
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74 家，检测线 222
条。 尾气污染如何治理？ 合肥市构建
全天候 、全地域 、全链条的机动车污
染防治“天地车人”一体化监管体系。

近年来，针对机动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污染防治问题，合肥市出台系
列法规、通告、规范性文件，落实新入
户车辆查验工作，建立生态环境部门
检测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处罚的
路检执法模式，实现排放检验机构监
管全覆盖，推进重型柴油车 OBD 远程
在线监控安装，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
环保标牌核发及抽检，对年汽油销售
量 5000 吨以上的加油站油气回收安
装在线监控，建成机动车排污监管平
台 、机动车排污遥感监测平台 、柴油
车 OBD 在线监控平台等。

为纵深推进机动车及非道路移动
机械污染防治 ， 前不久合肥市出台
2021 年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
染防治工作方案，通过新车查验、用车
环检、道路遥感检测、人工路检执法、
重型柴油车远程在线监控、 非道路移
动机械监督抽测等，逐步构建全天候、
全地域、全链条的机动车污染防治“天
地车人”一体化监管体系。

工作方案明确五项重点任务，分别
是计划出台《合肥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 进一步推
进合肥市重型柴油车安装 OBD 远程监
控设备，实施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
度， 推动黑烟车电子抓拍监测点建设，
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管控等。

据悉，合肥市今年将新增 20 个黑
烟车电子抓拍监测点，从 5 月起至 12
月开展市区柴油车冒黑烟整治专项行
动，继续实施机动车冒黑烟有奖举报。
公众可拨打电话 12369 或关注微信
“12369 环保举报”进行举报。 对举报
在合肥市公安部门注册登记的机动车
冒黑烟的，经核实后给予 200 元奖励。

合肥市构建一体化监管体系， 治理机
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

数据展示生态环保督察力度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制度安排。

4 月 7 日至 5 月 7 日，中央第三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安徽，开展了为期一
个月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公布有关数据。一
组组数据，展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及

我省立行立改情况。
进驻期间，督察组与 18 位省级领导、

13 位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5 位市委书
记开展谈话，走访问询 32 批 110 人次；全
面传导督察压力，动真碰硬，盯住不放，有
力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落实。

督察期间，督察组共调阅资料 29 批，
5 个下沉小组对 15 个市开展了下沉督

察，检查点位 609 个。 督察组共向我省移
交了 32 批共 3815 件信访件， 其中来电
2392 件，来信 1423 件。

省协调联络组共向 16 个市转办群众
信访举报件 3815 件。其中合肥市 919 件、
淮南市 285 件、 宿州市 283 件、 阜阳市
247 件、安庆市 238 件、蚌埠市 235 件、六
安市 231 件 、滁州市 215 件 、芜湖市 181

件、马鞍山市 184 件、亳州市 168 件、铜陵
市 148 件、淮北市 133 件、宣城市 129 件、
池州市 124 件、黄山市 95 件。

3815 件举报共涉及环境问题 5782
个 ，其中大气类 2103 个 、水环境类 1306
个 、噪声类 1129 个 、土壤类 387 个 、生
态类 349 个 、 辐射类 13 个 、 其他问题
495 个。

截至 5 月底， 督察组转办我省的 32
批 3815 件信访件，已办结 2130 件，完成
率 55.8%，已责令整改 1835 家单位、立案
处罚 338 家、罚款 1537.3 万元、立案侦查
10 件、行政拘留 7 人、刑事拘留 17 人、约
谈 448 人。

·绿色看台·

打造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示范工程

近年来， 池州市以长江入河排污
口排查整治为契机， 聚力打造一批长
江入河排污口整治示范工程， 形成可
推广、可复制的模式，全面提升辖区水
环境质量。今年 1 月至 4 月，池州市地
表水水质指数跃升至全省第一。

综合治理 507 码头， 促进岸绿景
美。 507 码头位于主城区北片。为加大
港口码头排口、 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排
口、 河港排口和城镇生活排口等综合
整治力度， 滨江 507 码头生态修复工
程投资 2.6 亿元，共拆除砂场 7 处、违
法建设 19 户、 港口沿线油库码头 1
座、散杂货码头 4 座等，完成环境整治
复绿及景观提升总面积 41.6 万平方
米，提升了长江岸线整体景观效果。

重塑污水处理厂，净化尾水水质。
清溪污水处理厂位于主城区， 北临长
江，负责收集处理主城区、站前区城市
生活污水，目前日处理能力达 8 万吨。
为有效削减入江污染物排放量， 将尾
水回用， 池州市开展了清溪污水处理

厂尾水生态处理工程， 总投资 1.4 亿
元，建设“潜流人工湿地+表面流人工
湿地”水系净化处理系统，实施“引水
入湿地”工程措施，将污水处理厂排污
口废水改排入人工湿地， 结合自然修
复和人工调节， 使得污水处理厂尾水
水质净化达到地表 IV 类水环境标准。

整治夹江河污染，造福两岸人民。
夹江河位于贵池区，河流全长 12.8 公
里，曾一度是黑臭水体。 2019 年贵池
区开展了夹江河综合整治工程， 投入
4470 万元 ，按照 “拆 、理 、清 、建 、治 、
管”六字措施，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生活
污水排口、农田排口、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排口等整治，完成河道清淤 12.8 公
里，清淤土方 31.3 万立方米。 完成沿
河两岸 610 户居民改厕任务， 新建日
处理污水能力 500 吨以上污水处理厂
1 座。 经整顿规范，有效提高了乡村污
水收集处理率， 夹江河水质由原先黑
臭劣Ⅴ类提升到目前地表水Ⅳ类标
准，河道更宽更通畅。

池州市近年来以长江入河排污口排

查整治为契机，综合治理码头环境、相关
河道，提升污水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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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标村牌如何设置？村规民约如何制
定？ 我省发布相关规范———

地方标准为美丽乡村建设“打样”
近日， 我省发布实施 《美丽乡村

村标村牌设置原则与要求 》（DB34/T
3784—2021）、《美丽乡村 村规民约制
定规范》（DB34/T 3783—2021）两项地
方标准，美丽乡村可依据该标准指导、
规范和加强村标村牌设置以及村规民
约制定。

《美丽乡村 村标村牌设置原则
与要求》适用于美丽乡村村标村牌的
设计和设置。 该标准将村标村牌分为
7 类，包括村名标识牌、平面示意图、
设施标识牌 、导向标识牌 、安全标识
牌 、温馨提示牌及宣传标语牌 ；对村
标村牌上字体、图形符号、颜色、外观
和造型以及材料提出明确要求。

具体如字体应首选中文， 中文字
体宜使用黑体， 语言文字种类不宜多
于三种， 标牌在设计时可增加体现村
庄特征的图形符号；对标牌基本内容、
版面布局、尺寸规格和放置提出要求，
村名标识牌的基本内容应包括村庄汉
字名称、 汉语拼音以及体现村庄特征
的图形符号。

该标准还对村标村牌日常维护和
管理提出要求。 管理人员在日常管理
中， 应定期对村标村牌进行巡查和维
护，对出现破损、污迹、腐蚀的村标村

牌，应及时维修或更换。
《美丽乡村 村规民约制定规范》

适用于美丽乡村村规民约的制定。 该
标准提出基本要求，包括表述要求和
内容要求，其中表述要求包括对村规
民约组成及正文表述形式进行规范，
内容主要是对村民日常行为、维护公
共秩序 、保障群众利益 、调解群众纠
纷等方面提出要求，如在规范村民日
常行为方面 ，村民应爱护公物 、爱护
公共财产 、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共同
建设和谐美丽乡村；在维护公共秩序
方面，村民应自觉维护生产生活和社
会秩序 、诚实合法经营 、注意公共环
境卫生 、遵纪守法 ；在保障群众利益
方面 ，提倡男女平等 ，爱护妇女儿童
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防止多数人侵
犯少数人利益。

该标准还明确了村规民约制定
程序，即调查研究、拟订草案、提请审
核、审议表决、备案公布 5 大步骤。

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实现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制定
实施以上两项地方标准， 有助于优化
乡村旅游服务环境， 提高乡村社会文
明程度，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更
为坚实的基础。

·绿色广角·

··绿色聚焦··

握紧法治“拳头”
凝聚治水合力

夏日的滨湖国家湿地公园，天蓝水碧，空气清
新。 成群结队的鸟儿在园中翱翔觅食，追逐嬉戏。
美丽景致，让游客流连忘返。 自然生态的维护，离
不开法治。

“我们出台相关决定，目的是让环巢湖生态保
护治理，能握‘硬拳头’。 ”合肥市人大常委会有关
负责人介绍，保护巢湖，要用法治的思维和力量。
2019 年 11 月， 合肥市人大常委会首开保护湿地
立法先河，制定出台《关于加强环巢湖十大湿地保
护的决定》， 对巢湖半岛等十大湿地实施依法保
护，依法划定保护面积和范围，确保其生态功能不
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疏而不漏”之
“网”，为环巢湖生态保护筑起“铜墙铁壁”。

为加强依法治湖，早在 2012 年实施的《合肥
市水环境保护条例》，就第一次把河长制写入地方
法规。 2014 年，《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正式
实施， 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各级人民
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2017 年，《关于
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美丽巢湖的意见》 发布。 2018
年 6 月，修订后的《合肥市水环境保护条例》加大
了水环境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 罚款上限由
10 万元提高到 100 万元。

“保护母亲河，必须严格执法。”合肥市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负责人说，法律制度贵在实施和落实。
合肥市在一次历时 20 天的南淝河流域水环境问
题整治专项行动中，依法建立“问题清单”，推动整
改落实。

对破坏生态“零容忍”，对违法行为“不留情”，
在社会形成了强大震慑力。 两年前，一场“公益诉
讼增殖放流行动”在巢湖岸边举行，几名在禁渔期
捕鱼的被告人亲手将鱼苗放生巢湖。 检察机关认
为被告人禁渔期捕鱼行为损害了环境， 侵害了公
共利益， 最终确定其赔偿环境修复费 10 万元，并
参与增殖放流。为起到“审理一起、教育一片”的警
示作用，针对此类案件，合肥市基层法庭多次到案
发地巢湖边进行审判，增强了群众的法律意识、环
保意识。

“守水有责实现‘全覆盖’，护水有力形成‘一
盘棋’，治水有方打出‘组合拳’，爱水有为绘就‘同
心圆’。”合肥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巢湖
是合肥的重要窗口和靓丽名片，而守护美丽巢湖，
归根结底需要社会各界尊法、 守法， 形成各尽其
责、共同发力、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你说巢湖美 ，我说巢湖美 ，巢湖之美在那
清粼粼的水。 ”歌曲《巢湖美》唱出巢湖的旖旎风
光。如今，随着巢湖周边生态环境日趋改善，“三面
青山一面湖”的巢湖美景开始重现，为越来越多的
市民和游客带来怡情山水的享受。

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 近年来，

合肥市在巢湖综合治理上统筹外源内

源治污、修复十大湿地———

为了涓涓清水入巢湖

修复十大湿地 筑起生态屏障

夏日骄阳下，八百里巢湖波光粼粼，巢湖东
北角的肥东十八联圩生态湿地项目施工现场，热
火朝天。 为了巢湖的清澈，肥东县长临河镇正在
进行十八联圩湿地综合治理， 多管齐下 “护碧
水”。如同十八联圩湿地治理，环巢湖城市湿地公
园群正在打造中，强化湿地保护修复。

针对入湖河流， 合肥提出以巢湖为核心，构
建环湖湿地公园群，通过生态功能和湿地产业的
分工互补， 使网络型湿地公园群保护体系取得
1+1>2 的聚合效应。 该市编制出台一系列规划，
制定印发任务清单， 明确每处湿地保护修复目
标、任务、计划、措施，建立十大湿地“四个一”工
作平台，实行属地负责、协同推进工作机制。环巢
湖十大湿地保护修复工程 3 年前全面启动，投资

概算约 95 亿元。
湖堤上，一株株碗口粗的柳树纤枝依依。 湖堤

下，菖蒲、慈姑等各色水生植物长势茂盛。 目前，环
巢湖湿地保护修复已取得初步成效， 巢湖湿地记
录的植物种类数量由 2013 年的 211 种升至 275
种，巢湖沿岸有记录的鸟类总数已超过 300种。

为加快环湖十大湿地建设，今年合肥将完成
半岛、槐林、柘皋河、栖凤洲、马尾河、玉带河 6 处
湿地保护修复任务，力争完成十八联圩湿地三期
工程建设。 2022 年基本完成环巢湖十大湿地修
复任务，初步构建巢湖湿地生态屏障。

当前，湿地工程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开展。 工
程全部竣工后， 十大湿地将为碧波荡漾的巢湖，
渲染出最美的屏障。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6 月 4 日，合肥市生态环境局公布 2020 年合肥市环境状况公报，与上一年同期相比，
巢湖西半湖水质由Ⅴ类好转为Ⅳ类，环湖河流纳入国家、省考核的 15 个地表水断面均达到
年度考核要求，南淝河、派河的氨氮等浓度均呈下降趋势，丰乐河等河流总体水质保持良
好。 近年来，合肥市全面开展巢湖综合治理，做足“水文章”。

瞄准外源内源 构建防治体系

初夏时节，巢湖岸边，空气清新，景色宜人。
蜿蜒曲折的十五里河，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与现
代化都市交相辉映，展现出一幅“水清、岸绿、河
畅、景美”的美丽画卷。

十五里河是巢湖一级支流， 河道全长约 26
公里，流域面积约 106 平方公里。 为改善十五里
河水环境， 合肥市于 2017 年先期实施十五里河
下游河口湿地项目，通过水利调控、河道净化等
措施，不仅构建了十五里河下游最后一道生态屏
障，同时也形成一条横贯合肥西南部的美丽清水
廊道。

为了涓涓清水入巢湖，今年 3 月，合肥市环
巢湖生态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印发《巢湖综合治
理三大工程实施方案》。 作为实施方案的一大重
点，碧水工程将坚持点线面结合、内外源统筹，着
力构建全流域、全方位、全过程的水污染防治体
系。 为此，合肥市将再次拿出“真金白银”，2021
年实施巢湖综合治理项目 136 个，计划完成总投
资 88.1 亿元。

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源。合肥

市坚持点线面结合、内外源统筹治理，就是要针
对巢湖流域的外源和内源污染，对症下药，综合
施策。

强化外源治污。该市计划到 2021 年年底前，
巢湖流域乡镇驻地污水管网覆盖率不低于
85%，2023 年年底前全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排放达标率达到 90%，2021 年完成南淝河治理
重点工程 12 项， 近期对全市农业面源污染进行
新一轮普查。 2021 年，力争实现巢湖流域水环境
一级保护区内化肥、农药零增长，2022 年通过产
业结构调整力争实现零使用。

内源治污并重。 六五环境日当天上午，在巢
湖市黄麓镇张疃村附近的巢湖岸边， 省巢湖管
理局、 合肥铁路运输法院共同开展巢湖增殖放
流活动，150 万尾鲢鳙鱼苗放流巢湖， 为净水质
灭蓝藻、改善巢湖水域生态环境发挥作用。 为做
好内源治污， 未来 3 年， 合肥将陆续在杭埠河
口、渡江战役纪念馆前巢湖水域等处开展清淤；
未来 5 年， 在其余主要入湖河流河口逐步进行
清淤。

一群反嘴鹬在巢湖花塘湖湿地上空飞翔嬉戏。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肥东十八联圩生态湿地风光。。
本报通讯员 陈振 摄

合肥市巢湖沿岸，16.8公里生态湖岸线景象。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