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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以来，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和要求，金山区上下迅

速行动，自加压力，紧紧围绕“2018年全面消除河道黑臭，消除 40%劣V
类水体”的目标，精心部署，制定并引发了《金山区消除劣Ⅴ类水体三年

行动计划（2018—2020年）》、《金山区 17个市考断面 2019年达标工作方

案》，牢牢抓住河长治水这一河长制的“牛鼻子”，推动“五举治水”“河长

治水”“精准治水”“科学治水”“联动治水”“全民治水”，开展消除劣V类

各项工作，积极探索和实行河长制，把“河长制”工作做实、做细、做精，

建立起市、区、镇、村四级河道河长制管理组织体系，全区1550名河长走

马上任，切实发挥河长职能，努力实现从“河长制”到“河长”治的目标。

为了更好地推进治水工作，在 2017 年“致河长的一份信”以及河长

制信息化管理平台等“八个一”工作举措基础上，围绕 71条黑臭河道和

292 条消劣水体目标，组织开展了“奋战 90 天，消除劣Ⅴ类专项行动”，

在全市首创每月“三个治水行动日”，建立了“河长全程参与体系”，即每

月 5日河长治水行动日，15日为申报销项行动日，25日为考核消劣河道

验收行动日，做到上下联动，共同治水。联合区委督查室、区政府督查

室同步进行治水行动督查。水务、环保对水质进行联合监测，在每月定

期监测 77个断面基础上，新增 217个镇级以上河道断面，引入第三方监

测机构，对PH值、溶解氧、氨氮等6项指标实施“体检式”监测；水质考核

结果不合格的，每周进行通报，并亮出“红、黄牌”。

这一年，全区河长积极履职尽责，区第一总河长、区委书记赵卫星

带头履行河长职责，除自己担任太平港河长外，还多次深入城区重要河

段实地调研督办河道综合治理工作，要求各级河长切实履行治水管水的职责，

强力推进河长制工作。区总河长、区长胡卫国多次亲赴现场“把脉问诊”，解决

治理难题，推动部门沟通协作。

这一年，全区上下镇级河长巡河近 4000余次，村级河长巡河达 3.2万多次，

在河道现场，处处可以看见他们积极行动、苦干实干的奋战身影，并把“河长工

作微信群”设置成“置顶”，将巡查时发现的问题和情况，及时反馈到河长工作微

信群里，群策群力，合力攻坚，更好地推进全区消除劣Ⅴ类河道水体工作。

治水工作没有局外人。全区对“292 条消劣水体”成立了护水志愿先锋

队，并于 11 月份举办了 600 人参加的“净化水环境，治水管海创先锋”——治

水护水劳动竞赛培训会暨文明创城净化行动启动仪式，全区各街镇、工业区

党支部每月开展“集中护水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志愿者、网格员集中对

各网格内河道开展护水先锋行动，极大地改善了水环境面貌；同时，与“平湖、

嘉善”开展了“毗邻党建”引领区域三地水务（水利）联动治水，打破跨省行政

区域划分的壁垒，对交界河道开展了联动治水护水先锋行动,形成了沪浙两地

联动治水合力，切实解决了沪浙两地治水难题等，为 2018 年上海举办进博会

守护好黄浦江上游水域第一道防线贡献了力量，营造了联动治水、全民治水

的浓厚氛围。

截至 2018年 12月，金山区 292条劣Ⅴ类水体（含黑臭河道），完成消

劣自查考核 357 条，完成率达 122%，并全部顺利通过市级考核；列入住

建部考核的太平港、穿心河顺利通过两次国考。同时，区水务局还荣获

了“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区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在全区 60个

社会治理创新项目中被评定为第一名；我区 2017 年度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实施情况位列全市第一，被评定为“优秀”；区水务海洋系统共有 5
个单位（部门）以及 7名个人荣获了 2016—2018年度上海市水务工作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在深入开展 2018 年开展中小河道综合

整治劳动竞赛中，全区涌现各类先进集体 51个和先进个人 54名。通过

一系列富有实效的整治措施，金山人民记忆中清澈见底、鱼虾成群的生

态河道又重新回到了金山大地，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河道整治的获得感、

认同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漕泾镇水库中心河、廊下镇山塘河月亮湾被

评为“上海市最美河道”，油车港支河被评为“上海市最佳整治河道”，金

山区党员志愿服务总队（区党建服务中心）、漕泾镇党建服务中心党总支

荣获“上海市最美护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治水没有完成时，治水永远在路上，在新的一年里，我区全面落实

“河长制”“湖长制”，在全面深化“水质提升年、海洋突破年、联动发展

年”的基础上，始终把人民群众对水环境的美好期盼作为努力的方向，以

“整治提升，治水管海再出发”为目标，乘势而上，乘胜追击，在治水管海

的道路上继续奔跑、争创先锋、继续追梦！真正让金山的水“动”起来，

“多”起来，“联”起来，“清”起来，“美”起来！

直面问题，加强排查，积极响应群众对水环境的美好
期盼。去年以来，区水务部门开展了全区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大排查、大调研，针对群众反映强烈、投诉较多

的集中问题，对近两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新建设施进行

全面无死角的大排摸、大整改。通过开展问题排查、推

进交叉检查，明确时间节点、做到即知即改，做到整村推

进、实行完成公示，建立监督电话、接受群众监督，加强

舆论宣传、营造社会支持等主要措施，对排摸走访发现

的问题进行全方位整改，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实质效

果，完成调查排摸 26426 户，发现问题 1429 处（户），完成

整改 1416 处（户）。

多措并举，严格监管，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设施改
造。为了妥善解决金山区农村生活污水问题，区水务部

门多措并举，通过成立推进领导小组、建立监督机制、完

善例会制度、严格质量管理、加强社会宣传、发挥社会监

督作用等主要举措加强了项目建设管理，按照能集中就

集中，宜分散就分散的因地制宜原则，对亭卫公路沿线

等靠近市政污水管网的区域纳入污水管网，由污水处理

厂集中处理，其他区域则采取建立分散式污水处理站的

方式，解决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问题。2018 年，金山区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立项东、西片两个项目，涉及农户

数 14362 户。

建养一体，建管并重，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全
覆盖。根据水务“十三五”规划和全区“美丽乡村建设规

划”，至 2020 年末，我区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要基本实

现全覆盖，目前，还有约 3 万余户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任务，计划总投资约 9 亿元，为持续改善我区农村水环境

提供保障。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是一项民生实事工程。

2019 年，区水务部门将进一步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改

造步伐，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建管养模式，理顺管理机

制，明确责任体系，加强督查考核,广泛宣传并发动群众，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紧盯目标，确保农村生活污水改造

任务到 2020 年全面完成。

在金山区的各个街镇、工业区，分布着大大

小小的水闸共 456 座，圩区 31 个。很多时候人

们没有注意到它们，但其实它们在不起眼的地

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汛期来临时，它们承

担起了防洪除涝的重要职责；非汛期时，它们又

起到了引清调水的作用，改善区域水质。如今，

为确保水闸调水的系统性、及时性、精确性，金

山区水务部门将智能和科技融入水闸管理，以

吕巷夹漏圩作为试点，通过水闸自动化控制系

统，统一调度整个圩区水位，开启全区圩区水闸

管理的新篇章。

引调水改善水质。金山区吕巷镇夹漏圩位

于浦南西片，共有泵闸 15 座，周边外河主要有

胥浦塘和六里塘两条河道，受潮汐影响，水位保

持在 2.0 米—4.0 米之间，而圩内地势在 3.5 米左右，内外河潮

差在 1—3米左右，非汛期时可以利用潮汐差规律开关闸门来

进行圩区调水。胥浦塘和六里塘作为外河，在涨潮时，水位

上升，外河水位高于内河，此时打开闸门，将外河的水引入内

河，等到内河水位上升至 2.8 米时再关闭闸门，这便是引水。

同样的，落潮以后，外河水位降低，低于内河水位，此时再打

开闸门，便可完成水体的交换，以此达到改善水质的目的。

金山区水务部门按照外河潮汐规律、圩区地形地貌、以及水

情工情等信息，制定了科学调度方案，通过远程操控、群闸群

控、实时监控的管理模式，实现了水闸现场无人管理，使圩区

调度效率大幅提高，促使河道水体定向流动，河道水质得到

显著提升。

将智能化融入管理。过去，夹漏圩 15座水闸每次开闸关

闸都要工作人员亲自跑到现场才能完成。如今，自动化控制

系统的引入让我们告别了原有的模式。在夹漏圩的小张泾水

闸内有一个总控制中心，通过总控制中心可以及时了解圩区

内各河道内外河水位情况，并利用自动化控制系统开闭闸门

及运行水泵，这种智能化的模式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还

大大加强了防汛能力建设。

最终实现自动控制。目前，这只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将继续完善水闸自动化控制，未来将在水闸上装入信息化

模块，闸门自动感应内外河潮差来完成引清调水，以创新智

慧水务科技管理模式实现自动控制，届时，我区的圩区水闸

管理将进入科技智能化管理新的时代。

去年以来，区水务局以“大调研”工作为抓

手，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目标，立足行业职能，通

过“主动对接、下沉一线、柔性执法”等三大举

措，着力强化涉水服务监管，切实为广大上市企

业保驾护航。

主动对接，畅通服务渠道。去年年初，区水

务局主动与区经委对接，就区域内已上市企业和

正在筹备上市的企业对涉水需求情况开展大调

研，立足区水务行业主管部门的服务视角，进一

步明确服务企业的重点和方向。同时，为了帮助

具备条件、准备上市的企业畅通审批渠道，区水

务局主动研究，形成了“企业提出申请、属地政府

出具意见、水务

部门复核确认”

的操作流程，并

明确了 2—5 个

工作日内办结完

成的服务承诺，

极大的方便了企

业前来办理相关

证明。 2018 年

以来，水务局共

受理了起帆、华

峰铝业等5家筹

备上市企业的涉

水合规行为证明

申请，为企业上市提供了便捷。

下沉一线，深化服务引导。为了帮助企业能

够顺利办理各类涉水审批事项，区水务局关口

前移，主动下沉到企业一线，现场宣传、现场指

导、现场服务。特别是针对排水许可证的办理，

更是抽调人员组建专班，并多次前往各镇（工业

区）开展政策业务培训活动，让广大企业知晓办

理流程、提升守法意识。期间共举办各类涉水

法律法规培训40余场，3000多人次参加。通过

广泛的宣传引导，企业的守法办证意识普遍增

强。同时，区水务局着力推行预审制和容缺制，

对于需要办理排水许可证的企业，主动上门“问

诊”，对于不符合要求的相关企业，帮助企业及

时做好整改，从而确保企业正式申请办理时能

够“只跑一次，一次办成”。2018年全年，区水务

局共受理行政许可事项 904件，办结 917件，较

往年翻了近3倍。

柔性执法，优化监管举措。在审批的事后监

管上，区水务局转变执法理念，将原先“以单一处罚

促整改”的传统监管模式转变为“先指导再检查，以

整改为主、处罚为辅”的服务为重的监管模式。通

过下发通知单、上门指导、集中培训等方式，帮助企

业抓好整改，从而实

现营商环境和水环

境改善的“双赢”局

面。特别对全区 12
家 IPO 上市企业建

立了执法工作联系

台账，做到指导在

前、监督在前，加强

联系沟通，杜绝企业

违法。同时，对上市

后备培育库中的220
家以及挂牌企业111
家登记在册，一旦发

生违法情况，迅速启

动调查方案，与企业共同研究违法行为产生的原

因，加强指导，对轻微违法行为且未造成影响的，以

告知整改为主。2018年，水务局共开展执法任务

247次，执法检查 1184户，立案 27起，立案数较

2017年明显下降。

随着大调研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不断

深入推进，区水务局将继续秉持“水务就是服

务”的工作理念，采取了更多务实管用的举措，

为广大上市企业减负，为金山的营商环境加

分。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区水务稽查支队与区环保监察支

队加强执法协作，从传统“末端治理”为主，转变为“源头减排、过

程阻断、末端治理”。配齐配强水务环保执法人员和装备力量，

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加大执法力度、

加密执法频次，重拳治理重污染企业，守护金山的碧水蓝天。

保持高压态势，紧抓涉重企业不放手。聚焦电镀行业、印染纺

织行业、医疗机构、畜牧养殖业等重点排污企业和特殊行业监管，水

务环保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严格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

意见，水务排水执法罚款“天花板”从10万元顶格至50万元，对拒不

改正的“按日计罚”；环保执法通过成立专项工作组、邀请专家指导、

滚动检查等方式，持续对涉重企业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双倍力度，

双重处罚，对违法排污企业形成法律震慑，使游弋在法律边沿心存

侥幸的企业无胆违法。2018年，区水务环保联合执法检查906批

次，出动执法人员3339人次，检查涉重企业2303户次，对119户次违

法企业进行立案查处，处罚金额共计1967万元人民币。

创新监管模式，引入第三方协助执法。行政执法监管中，有些

重污染企业生产装置技术性强，监管执法人员专业性不足，可能导

致污染隐患成为“漏网之鱼”，针对这种情况，水务环保探索运用第

三方技术支撑，作为执法短板的补充。由第三方机构完成前期基

础排摸工作，通过第三方的滚动检查，及时掌握重点排污企业现

状，并以问题企业为切入点，有的放矢地开展执法工作，进一步提

升执法效率。2018年，水务执法通过第三方协助对区内重点污水

排放企业进行了549次摸排协查；环保监察通过第三方对区内144
家重点监管企业和 2426家违法违规项目整治名单内企业开展协

查。第三方的引入使联合执法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加强行刑衔接，提升打击违法合力。水务环保在延续深化

联合执法的同时，多次与公安、检察院等部门进行案件沟通研

讨，做到行刑无缝衔接。如，发现张堰地区某电镀企业夜间向

市政管网直排污水，其排放污水水质经检测后严重超标，水务

部门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的有关条款对其处以罚

款 50 万元并吊销排水许可证的顶格处罚。环保部门根据环

保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作出了罚款 35 万元的行政处罚,并移送

公安部门实施行刑衔接，有力震慑了违法犯罪行为。去年 8
月份在对亭林地区 5 家电镀企业开展的“双随机、一公开”联

合抽查中，企业均正常使用污染物治理设施，达标排放水污染

物，未发现违法行为。

下一阶段，区水务环保执法部门将加大执法力度，确保严厉

打击涉水环境违法行为的决心不会变，保持攻坚力度和势头不

会变，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敢动真碰硬，全力打好全区水

污染防治攻坚战。

金山加快农村生活
污水改造步伐

精准治水 河长治水 重现水美金山
——金山区2018年河道消黑消劣工作回眸

为持续改善农村水环境，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按照中

央及市政府关于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推进要求，我

区结合美丽乡村创建、河道综合整治等工作，配套村庄改

造工作，全面落实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工程，对农

户的厨房、洗浴以及天井等废水进行全覆盖收集处理，截

至2018年底，已完成约4.6万户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改

造任务，受益人口达17.9万人，总投资约10.18亿元。

金山区第一总河长、区委书记赵卫星率队现场查看张堰镇豆腐港

节 水 减 排 绿 色 发 展

金山区开启圩区水闸智能化管理新时代 水务环保联手重拳治理“重污染企业”

卫通村3号处理站

MBR工艺处理站内部

1.用盆和桶接水来洗东西比直接

用水冲洗更省水。如刷牙时，用口杯

接水后，关了水龙头再刷，只需要 0.5

升水，而直接开着水龙头刷牙1分钟，

则要浪费9升水。

2.淘米水可用来洗菜或洗碗，洗

完菜的淘米水可用于浇花，残余茶水

可用来擦家具。

3. 菜先拣后洗，能够避免浪费

水。家里洗餐具，最好先将餐具上的

油污擦去，用热水洗一遍，最后才用

较多的温水或冷水冲洗干净。

4.洗澡时：先将水管中的冷水用

盆收集，用于洗衣

服、洗手等；室温适

宜的情况下，全身

淋湿即关喷头；用

肥皂或浴液搓洗时

关 掉 喷 头 ；不“ 顺

便”洗衣物。澡盆

洗澡时，水不要放

满 ，1／3—1／4 盆

足够用。洗澡水可

用于拖地、冲厕所。

5. 将老式旋转

式水龙头换为节水龙头，灵敏控制开

关可缩短水流时间，节省水流量。

6.选用可选择冲水量或者水箱容

量≤6 升的节水型坐便器，或在水箱

内放置装满水的可乐瓶或砖头，可减

少冲水量。

7. 洗衣机漂洗的水可做下一批

衣服洗涤用水，最后一次洗涤水可用

来拖地、洗拖把或冲厕所。

8.集中洗涤衣物，少量小件衣物

可手洗；使用适量无磷低泡洗衣粉，

可减少漂洗次数及对水质的污染程

度；将脏衣物浸泡约 15 分钟后再洗

涤；按衣物的种类、质地和重量设定

水位，按脏污程度设定洗涤时间和漂

洗次数，既省电又节水。

9.自己动手洗爱车，一般一桶水就

够了，并且可以用家中积攒的废水来洗。

10.家中备污水桶，将各种洗涤废

水积攒起来用于冲洗厕所。

节约用水生活小常识

当好“店小二”
为上市企业保驾护航

上海市最美河道——漕泾镇水库中心河

市水务局局长白廷辉率队来金调研华维灌溉公司

区水务环保联合执法现场

吕巷镇夹漏圩区水闸智能化管理现场吕巷镇夹漏圩区水闸智能化管理现场

上海市最美河道上海市最美河道———廊下镇山塘河月亮湾—廊下镇山塘河月亮湾

20192019年年33月月2222日是第二十七届日是第二十七届““世界水日世界水日”，”，33月月2222日—日—2828日是第三十二届日是第三十二届““中国水周中国水周”，”，我国纪念我国纪念20192019年年““世界水日世界水日””和和
““中国水周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为活动的宣传主题为：“：“坚持节水优先坚持节水优先、、强化水资源管理强化水资源管理”。”。今年上海纪念活动的宣传主题为今年上海纪念活动的宣传主题为：“：“节水减排节水减排，，绿色发绿色发
展展”。”。今年金山纪念活动的宣传主题为今年金山纪念活动的宣传主题为：“：“治水靠大家治水靠大家，，清水惠万家清水惠万家”。”。为了更好地促进全区人民爱水为了更好地促进全区人民爱水、、护水护水、、节水节水、、亲水亲水，，改善生改善生
态环境态环境，，建设美丽金山建设美丽金山，，结合我区河道治理实际结合我区河道治理实际，，金山区水务金山区水务（（海洋海洋））局特刊登此专版局特刊登此专版，，以倡导市民群众充分认识保护水资源以倡导市民群众充分认识保护水资源、、维维
护水环境的重要性护水环境的重要性，，增强全社会共同爱水增强全社会共同爱水、、节水节水、、护水护水、、惜水的责任意识惜水的责任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