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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河治理概况

三井河， 东起老澡港河， 西至澡港
河，全长 4.8 公里，绕常州市政府形成环
状水系，两岸为石驳，河道东西两端各建
换水排涝泵站 1 座，是高新区重要的防
汛引排河道。

区级河长:王宇伟
水质解读：
目标水质Ⅳ， 通过 3-8 月份整治，

河道水质从劣Ⅴ类提升至Ⅳ类并连续 4
月保持稳定达标。

工作镜头：
（1） 区级河长王宇伟召集区河长

办、区城建局、环保局、农业（水利）局、河
海街道、三井街道及新美水务等部门（单
位），连续 7 次召开治理工作会议，按照
整治时序进度布置有关工作。

（2）开展详细的调查摸底，对三井
河 11 个排放口进行污染源精准定位，
累计排查问题出住宅小区（含临街商铺）
8个、商业综合体 4 个、事业单位 4 个；

（3）对排查出涉及雨污混流的 6 个
住宅小区 14 个出水口进行流量监测，
针对污染源头进行截污，其中 2 个小区

自行整改到位， 剩余问题点位落实 10
座一体式截污泵站，封堵 4 个问题排放
口；

（4）对三井河周边企事业单位涉及
的机关事业单位由区河长办牵头， 联系
了相关部门召开了三井河沿线排放口污
染源排查协调会，发放整改告知书，现相
关单位已排查结束并自行整改到位；

（5）组织编制《常州市新北区三井
河生态治理方案》， 顺利通过专家审查，
并结合常州市畅流活水工程优化泵站调
度方案，确保河道水质有效改善。

澡港河治理概况

澡港河新北段区全长 21.62 千米，
北起长江，南至沪宁城际铁路，流经春江
镇、新桥镇、龙虎塘街道、河海街道、三井
街道，主要交汇河流有大湾河、三井河、
柴支浜、老澡港河西支等 17条河道。

区级河长:嘉秀娟
水质解读：
目标水质Ⅳ， 澡港河水功能区连续

11个月稳定达标，“水十条”省考断面达
标率 100%。

工作镜头：
（1）开展河道“三乱”情况调查摸

底，成为新北区第一条完成《新北区“三
乱”问题点位汇编》的河道；

（2）多次接受省、市相关领导（部
门）督查考核，并在 2018 年 8 月 30 日
承办“常州市河道“三乱”整治工作现场
会”，以点带面推进全市河道“三乱”整治
工作；

（3）开展河道专项整治，清除岸坡
乱种植、 零星违章搭建， 拆除吊机 18
座，委托专业单位清理沉船 10条；

（4）对澡港河支河（北童子河、五奎
河、民营河、嫩江河、李大河等）开展综合
整治，消除黑臭；

（5）开展澡港河九号桥省考断面综
合治理，建成沿岸 7 座井式泵站及配套
4.5公里污水管网，将沿线直接排入河道
的部分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养殖污染的
农田径流等截流并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新孟河治理概况

新孟河新北段区全长 21.8 千米，北
起长江，南至苏南运河，流经孟河镇、西夏
墅镇、罗溪镇、奔牛镇，是重要的水运通
道，河道建有小河节制闸，起着防汛调度
和航运控制的作用，主要交汇河流有十里
横河、灵清河、城巷大沟等 21条河道。

区级河长:孙泽阳
水质解读：
目标水质Ⅲ类， 新孟河水功能区连

续 10 个月稳定达标，“水十条” 省考断

面达标率 100%。
工作镜头：
（1）新孟河延伸拓浚及水系调整工

程建设进展顺利， 工程征迁和安置工作
按计划完成；管（杆）线迁移、高铁高速桥
梁改建设计工程优化变更等工作有序推
进；

（2）运南段河道完成土方开挖 120
万立方米，四达路桥梁板安装完成，运北
第一批 12 座桥梁、 第一批主线水系 4
条河道均顺利开工建设；

（3）开展河道三乱整治，累计清理
整治岸坡垃圾 144 处， 固体废弃物 13
处约 17 吨，违章搭建 21 处,封堵 15 个
非法设置的排放口， 清理废弃船只 1
条，网簖、搬网等 4 只，拆除吊机 3 座，
对闸外段乱垦种进行集中清理；

（4）对新孟河支河（界沟、团结河、
北大沟、团结沟、于巷大沟）等 5 条支河
清淤疏浚， 完成 11 个村的农村污水管
网及治理设施建设， 蓼沟河水质连续 6
个月达到Ⅳ类，彻底消除黑臭现象；

（5）完成孟河镇、罗溪镇、西夏墅镇
主管网建设任务及 38 个规划发展村污
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

（6）专题协调、督查西夏墅南桥危
桥修复工作，接受马秋林副省长、曹佳中
副市长多次巡河调研。

落实“河长制” 实现“河长治”
新北区致力构建人与河道和谐发展新格局

编制治水“责任网”，区、镇（街道）分
别成立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 构建区、
镇、村三级河长体系……2018 年，常州
高新区吹响了治水“冲锋号”。区、镇两级
党委政府高位推动、狠抓落实，加大基础
设施投入， 各级河长积极谋划、 主动作
为，强化治河责任落实，区河长办会同相
关部门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深入推进全
域治水新模式， 全区水生态环境得到显
著改善。 目前，全区 195�条河道（河段）
都有了河长， 通过河长巡河， 在河长制
平台上共提交流转协调难点问题 44�
个，其中 22� 个得到及时解决，20� 个难
点问题已纳入“一河一策”行动计划。

全面推行河长制， 是推进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 是破解新北区复
杂水环境问题的有力抓手， 是维护河道
生命健康的内在要求， 更是满足优美水
生态环境的重要保障。

相相关关链链接接

本报讯 2019 年春运自 1 月 21
日开始至 3 月 1 日结束，共计 40 天。
今年春运， 常州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
客 41.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29.2%；预
计完成航班运输起降 3360 架次，同
比增长 28.8%，其中国际（地区）航班
预计运送旅客 5.8 万人次， 同比增长
37.1%；完成航班运输起降 354 架次，
同比增长 36.2%。

为满足广大旅客返乡及出游需
求，春运期间常州国际机场拟新增太
原航线共 16 个班次； 加密珠海航
线，最多达到每天三班往返，以上两
条航线均由东方航空公司执飞。今年
春运时间较早，春运开始正逢各大院
校放假和务工返乡潮，票价将出现不
同程度上涨，同时节后返程客流也将
高度叠加，请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合理

规划行程， 提前预定机票。 其中，常
州飞往西南的成都、重庆，西北的西
安，东北的大连、哈尔滨等城市的航
班具有明显的春运特点，随着春节时
间逐渐临近，上述航班将会出现一票
难求的情况。 此外，海口、厦门、广州
等南方的旅游城市以及东南亚城市
在今年的春节黄金周也将成为出行
热点。

同时，为更好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从 1 月 21 日春运首日起， 常州国际
机场将开通至靖江旅客专线班车，每
天往返 18 个班次， 其中靖江首班始
发时间为 06:00， 机场末班发车时间
为 18:20； 并加密常州国际机场至高
铁常州北站旅客班车， 由现在的每天
往返 12个班次加密至 30 个班次。

（机场宣）

常州国际机场：

春运预计运送旅客 41.9 万人次

本报讯 日前获悉， 新北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及其下属稽查大队将于 2
月 1日搬迁至新址办公， 原办公地点
（新北区衡山路 2号A）不再受理业务。
新址位于新北区辽河路 518号高新广

场 1 号楼 5 楼 ， 联系电话 ：0519-�
85105420。 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及新北
区消费者协会仍在原址新北区衡山路
高新科技园 15号国际商务中心 2楼。

（王芸潺）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迁新址

本报讯 乔迁喜天地人共地，新
居荣福禄寿全荣。在这辞旧迎新之际，
常州市圩塘康乐中心的孤老们， 喜气
洋洋地搬进了装饰一新的新房， 告别
了旧房间，孤老们抚摸着洁白的墙面，
踩着脚下防滑的地砖， 欣赏着新的设
施，笑容满面。

掐指数来，圩塘康乐中心走过近
20 年的奋斗发展而不平凡的年景，
与常州鼎武医院融合发展，2017 年
成功进入“中国医院竞争力·医养结
合 50 强”，全国排名第四，江苏第一
强， 这是常州人养老事业中的强大，
是鼎武养老的荣耀，也是常州人的骄
傲。

圩塘康乐中心的养老经验不胫而
走， 引起了各界领导的重视和业内专
家的仰慕，他们纷纷来此调研，学习和
推广圩塘康乐中心养老经验。 春江镇
将镇里的敬老院让康乐中心来负责，

董事长顾鼎武欣然同意。
多年来，康乐中心先后接收了 80

名孤老，为了让老年人晚年生活幸福，
过得舒畅，中心让专业人做专业的事，
组织团队为他们服务， 负责他们的生
活起居。

从养老、到康复，到治病，老年人
身体有哪不舒服了， 有专业的医生为
他们看病，需要护理的，配专业护理人
员为他们护理， 老年人在康乐中心真
正感受到了康乐。

为了将这项工程做得更好， 中心
从 2018 年就进行规划， 投入 100 万
元进行改造，改善老年人的入住条件，
装修后的房间设施新，有中央空调、电
视；功能全，有卫生间，还有人性化的
厨房，有小灶烧饭、炒菜，还有个人物
品仓库；配套好，娱乐室，康复室，休息
活动室一应俱全。

（郭祥九）

圩塘康乐中心孤老搬新家

本报讯 春节将至， 写春联，贴
对联是中国人过年的传统习俗，象征
着喜庆，吉祥和幸福，也寄托了人们
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为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迎接猪年的到来，位于新区
公园内的柒号美术馆将特别邀请 9

位知名书法家和河海街道书画协会
的老师们， 举办迎新春送春联活动。
活动时间：2019 年 1 月 26 日周六下
午 2：00；活动地点：新区公园柒号美
术馆。

（新轩）

柒号美术馆 26日送春联

三井河治理概况

三井河， 东起老澡港河， 西至澡港
河，全长 4.8 公里，绕常州市政府形成环
状水系，两岸为石驳，河道东西两端各建
换水排涝泵站 1 座，是高新区重要的防
汛引排河道。

区级河长:王宇伟
水质解读：
目标水质Ⅳ， 通过 3-8 月份整治，

河道水质从劣Ⅴ类提升至Ⅳ类并连续 4
月保持稳定达标。

工作镜头：
（1） 区级河长王宇伟召集区河长

办、区城建局、环保局、农业（水利）局、河
海街道、三井街道及新美水务等部门（单
位），连续 7 次召开治理工作会议，按照
整治时序进度布置有关工作。

（2）开展详细的调查摸底，对三井
河 11 个排放口进行污染源精准定位，
累计排查问题出住宅小区（含临街商铺）
8个、商业综合体 4 个、事业单位 4 个；

（3）对排查出涉及雨污混流的 6 个
住宅小区 14 个出水口进行流量监测，
针对污染源头进行截污，其中 2 个小区

自行整改到位， 剩余问题点位落实 10
座一体式截污泵站，封堵 4 个问题排放
口；

（4）对三井河周边企事业单位涉及
的机关事业单位由区河长办牵头， 联系
了相关部门召开了三井河沿线排放口污
染源排查协调会，发放整改告知书，现相
关单位已排查结束并自行整改到位；

（5）组织编制《常州市新北区三井
河生态治理方案》， 顺利通过专家审查，
并结合常州市畅流活水工程优化泵站调
度方案，确保河道水质有效改善。

澡港河治理概况

澡港河新北段区全长 21.62 千米，
北起长江，南至沪宁城际铁路，流经春江
镇、新桥镇、龙虎塘街道、河海街道、三井
街道，主要交汇河流有大湾河、三井河、
柴支浜、老澡港河西支等 17条河道。

区级河长:嘉秀娟
水质解读：
目标水质Ⅳ， 澡港河水功能区连续

11个月稳定达标，“水十条”省考断面达
标率 100%。

工作镜头：
（1）开展河道“三乱”情况调查摸

底，成为新北区第一条完成《新北区“三
乱”问题点位汇编》的河道；

（2）多次接受省、市相关领导（部
门）督查考核，并在 2018 年 8 月 30 日
承办“常州市河道“三乱”整治工作现场
会”，以点带面推进全市河道“三乱”整治
工作；

（3）开展河道专项整治，清除岸坡
乱种植、 零星违章搭建， 拆除吊机 18
座，委托专业单位清理沉船 10条；

（4）对澡港河支河（北童子河、五奎
河、民营河、嫩江河、李大河等）开展综合
整治，消除黑臭；

（5）开展澡港河九号桥省考断面综
合治理，建成沿岸 7 座井式泵站及配套
4.5公里污水管网，将沿线直接排入河道
的部分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养殖污染的
农田径流等截流并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新孟河治理概况

新孟河新北段区全长 21.8 千米，北
起长江，南至苏南运河，流经孟河镇、西夏
墅镇、罗溪镇、奔牛镇，是重要的水运通
道，河道建有小河节制闸，起着防汛调度
和航运控制的作用，主要交汇河流有十里
横河、灵清河、城巷大沟等 21条河道。

区级河长:孙泽阳
水质解读：
目标水质Ⅲ类， 新孟河水功能区连

续 10 个月稳定达标，“水十条” 省考断

面达标率 100%。
工作镜头：
（1）新孟河延伸拓浚及水系调整工

程建设进展顺利， 工程征迁和安置工作
按计划完成；管（杆）线迁移、高铁高速桥
梁改建设计工程优化变更等工作有序推
进；

（2）运南段河道完成土方开挖 120
万立方米，四达路桥梁板安装完成，运北
第一批 12 座桥梁、 第一批主线水系 4
条河道均顺利开工建设；

（3）开展河道三乱整治，累计清理
整治岸坡垃圾 144 处， 固体废弃物 13
处约 17 吨，违章搭建 21 处,封堵 15 个
非法设置的排放口， 清理废弃船只 1
条，网簖、搬网等 4 只，拆除吊机 3 座，
对闸外段乱垦种进行集中清理；

（4）对新孟河支河（界沟、团结河、
北大沟、团结沟、于巷大沟）等 5 条支河
清淤疏浚， 完成 11 个村的农村污水管
网及治理设施建设， 蓼沟河水质连续 6
个月达到Ⅳ类，彻底消除黑臭现象；

（5）完成孟河镇、罗溪镇、西夏墅镇
主管网建设任务及 38 个规划发展村污
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

（6）专题协调、督查西夏墅南桥危
桥修复工作，接受马秋林副省长、曹佳中
副市长多次巡河调研。

三井河治理概况

三井河， 东起老澡港河， 西至澡港
河，全长 4.8 公里，绕常州市政府形成环
状水系，两岸为石驳，河道东西两端各建
换水排涝泵站 1 座，是高新区重要的防
汛引排河道。

区级河长:王宇伟
水质解读：
目标水质Ⅳ， 通过 3-8 月份整治，

河道水质从劣Ⅴ类提升至Ⅳ类并连续 4
月保持稳定达标。

工作镜头：
（1） 区级河长王宇伟召集区河长

办、区城建局、环保局、农业（水利）局、河
海街道、三井街道及新美水务等部门（单
位），连续 7 次召开治理工作会议，按照
整治时序进度布置有关工作。

（2）开展详细的调查摸底，对三井
河 11 个排放口进行污染源精准定位，
累计排查问题出住宅小区（含临街商铺）
8个、商业综合体 4 个、事业单位 4 个；

（3）对排查出涉及雨污混流的 6 个
住宅小区 14 个出水口进行流量监测，
针对污染源头进行截污，其中 2 个小区

自行整改到位， 剩余问题点位落实 10
座一体式截污泵站，封堵 4 个问题排放
口；

（4）对三井河周边企事业单位涉及
的机关事业单位由区河长办牵头， 联系
了相关部门召开了三井河沿线排放口污
染源排查协调会，发放整改告知书，现相
关单位已排查结束并自行整改到位；

（5）组织编制《常州市新北区三井
河生态治理方案》， 顺利通过专家审查，
并结合常州市畅流活水工程优化泵站调
度方案，确保河道水质有效改善。

澡港河治理概况

澡港河新北段区全长 21.62 千米，
北起长江，南至沪宁城际铁路，流经春江
镇、新桥镇、龙虎塘街道、河海街道、三井
街道，主要交汇河流有大湾河、三井河、
柴支浜、老澡港河西支等 17条河道。

区级河长:嘉秀娟
水质解读：
目标水质Ⅳ， 澡港河水功能区连续

11个月稳定达标，“水十条”省考断面达
标率 100%。

工作镜头：
（1）开展河道“三乱”情况调查摸

底，成为新北区第一条完成《新北区“三
乱”问题点位汇编》的河道；

（2）多次接受省、市相关领导（部
门）督查考核，并在 2018 年 8 月 30 日
承办“常州市河道“三乱”整治工作现场
会”，以点带面推进全市河道“三乱”整治
工作；

（3）开展河道专项整治，清除岸坡
乱种植、 零星违章搭建， 拆除吊机 18
座，委托专业单位清理沉船 10 条；

（4）对澡港河支河（北童子河、五奎
河、民营河、嫩江河、李大河等）开展综合
整治，消除黑臭；

（5）开展澡港河九号桥省考断面综
合治理，建成沿岸 7 座井式泵站及配套
4.5公里污水管网，将沿线直接排入河道
的部分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养殖污染的
农田径流等截流并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新孟河治理概况

新孟河新北段区全长 21.8 千米，北
起长江，南至苏南运河，流经孟河镇、西夏
墅镇、罗溪镇、奔牛镇，是重要的水运通
道，河道建有小河节制闸，起着防汛调度
和航运控制的作用，主要交汇河流有十里
横河、灵清河、城巷大沟等 21条河道。

区级河长:孙泽阳
水质解读：
目标水质Ⅲ类， 新孟河水功能区连

续 10 个月稳定达标，“水十条” 省考断

面达标率 100%。
工作镜头：
（1）新孟河延伸拓浚及水系调整工

程建设进展顺利， 工程征迁和安置工作
按计划完成；管（杆）线迁移、高铁高速桥
梁改建设计工程优化变更等工作有序推
进；

（2）运南段河道完成土方开挖 120
万立方米，四达路桥梁板安装完成，运北
第一批 12 座桥梁、 第一批主线水系 4
条河道均顺利开工建设；

（3）开展河道三乱整治，累计清理
整治岸坡垃圾 144 处， 固体废弃物 13
处约 17 吨，违章搭建 21 处,封堵 15 个
非法设置的排放口， 清理废弃船只 1
条，网簖、搬网等 4 只，拆除吊机 3 座，
对闸外段乱垦种进行集中清理；

（4）对新孟河支河（界沟、团结河、
北大沟、团结沟、于巷大沟）等 5 条支河
清淤疏浚， 完成 11 个村的农村污水管
网及治理设施建设， 蓼沟河水质连续 6
个月达到Ⅳ类，彻底消除黑臭现象；

（5）完成孟河镇、罗溪镇、西夏墅镇
主管网建设任务及 38 个规划发展村污
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

（6）专题协调、督查西夏墅南桥危
桥修复工作，接受马秋林副省长、曹佳中
副市长多次巡河调研。

三井河治理概况

三井河， 东起老澡港河， 西至澡港
河，全长 4.8 公里，绕常州市政府形成环
状水系，两岸为石驳，河道东西两端各建
换水排涝泵站 1 座，是高新区重要的防
汛引排河道。

区级河长:王宇伟
水质解读：
目标水质Ⅳ， 通过 3-8 月份整治，

河道水质从劣Ⅴ类提升至Ⅳ类并连续 4
月保持稳定达标。

工作镜头：
（1） 区级河长王宇伟召集区河长

办、区城建局、环保局、农业（水利）局、河
海街道、三井街道及新美水务等部门（单
位），连续 7 次召开治理工作会议，按照
整治时序进度布置有关工作。

（2）开展详细的调查摸底，对三井
河 11 个排放口进行污染源精准定位，
累计排查问题出住宅小区（含临街商铺）
8个、商业综合体 4 个、事业单位 4 个；

（3）对排查出涉及雨污混流的 6 个
住宅小区 14 个出水口进行流量监测，
针对污染源头进行截污，其中 2 个小区

自行整改到位， 剩余问题点位落实 10
座一体式截污泵站，封堵 4 个问题排放
口；

（4）对三井河周边企事业单位涉及
的机关事业单位由区河长办牵头， 联系
了相关部门召开了三井河沿线排放口污
染源排查协调会，发放整改告知书，现相
关单位已排查结束并自行整改到位；

（5）组织编制《常州市新北区三井
河生态治理方案》， 顺利通过专家审查，
并结合常州市畅流活水工程优化泵站调
度方案，确保河道水质有效改善。

澡港河治理概况

澡港河新北段区全长 21.62 千米，
北起长江，南至沪宁城际铁路，流经春江
镇、新桥镇、龙虎塘街道、河海街道、三井
街道，主要交汇河流有大湾河、三井河、
柴支浜、老澡港河西支等 17条河道。

区级河长:嘉秀娟
水质解读：
目标水质Ⅳ， 澡港河水功能区连续

11个月稳定达标，“水十条”省考断面达
标率 100%。

工作镜头：
（1）开展河道“三乱”情况调查摸

底，成为新北区第一条完成《新北区“三
乱”问题点位汇编》的河道；

（2）多次接受省、市相关领导（部
门）督查考核，并在 2018 年 8 月 30 日
承办“常州市河道“三乱”整治工作现场
会”，以点带面推进全市河道“三乱”整治
工作；

（3）开展河道专项整治，清除岸坡
乱种植、 零星违章搭建， 拆除吊机 18
座，委托专业单位清理沉船 10条；

（4）对澡港河支河（北童子河、五奎
河、民营河、嫩江河、李大河等）开展综合
整治，消除黑臭；

（5）开展澡港河九号桥省考断面综
合治理，建成沿岸 7 座井式泵站及配套
4.5公里污水管网，将沿线直接排入河道
的部分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养殖污染的
农田径流等截流并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新孟河治理概况

新孟河新北段区全长 21.8 千米，北
起长江，南至苏南运河，流经孟河镇、西夏
墅镇、罗溪镇、奔牛镇，是重要的水运通
道，河道建有小河节制闸，起着防汛调度
和航运控制的作用，主要交汇河流有十里
横河、灵清河、城巷大沟等 21条河道。

区级河长:孙泽阳
水质解读：
目标水质Ⅲ类， 新孟河水功能区连

续 10 个月稳定达标，“水十条” 省考断

面达标率 100%。
工作镜头：
（1）新孟河延伸拓浚及水系调整工

程建设进展顺利， 工程征迁和安置工作
按计划完成；管（杆）线迁移、高铁高速桥
梁改建设计工程优化变更等工作有序推
进；

（2）运南段河道完成土方开挖 120
万立方米，四达路桥梁板安装完成，运北
第一批 12 座桥梁、 第一批主线水系 4
条河道均顺利开工建设；

（3）开展河道三乱整治，累计清理
整治岸坡垃圾 144 处， 固体废弃物 13
处约 17 吨，违章搭建 21 处,封堵 15 个
非法设置的排放口， 清理废弃船只 1
条，网簖、搬网等 4 只，拆除吊机 3 座，
对闸外段乱垦种进行集中清理；

（4）对新孟河支河（界沟、团结河、
北大沟、团结沟、于巷大沟）等 5 条支河
清淤疏浚， 完成 11 个村的农村污水管
网及治理设施建设， 蓼沟河水质连续 6
个月达到Ⅳ类，彻底消除黑臭现象；

（5）完成孟河镇、罗溪镇、西夏墅镇
主管网建设任务及 38 个规划发展村污
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

（6）专题协调、督查西夏墅南桥危
桥修复工作，接受马秋林副省长、曹佳中
副市长多次巡河调研。

提高政治站位
正确把握河长制总体形势
狠抓长江大保护工作。 2018 年，新

北区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体系，牢
固树立“长江大保护”常州先行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将以整体绿色转型为抓手，打
造常州长江大保护沿江绿色转型发展先
行实验区，全力推进“1357”生态工程，
编制了《常州长江大保护绿色转型发展
战略规划》，顺利通过专家审查。

印发《河长制三年行动计划》。 以全
面推行河长制为契机， 以河长制八大内
容为总推手，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改革创
新，区党政办印发《新北区全面推进河长
制三年行动计划》， 明确 2018-2020各
年度工作目标及责任部门， 为河长制治
河工作奠定基础。

签订河长治河责任书。 召开全区河
长制工作推进大会， 布置当年河长制重
点工作。会上，各镇（街道）总河长向区政
府递交《新北区镇总河长责任书》。 各区
级河长分别与所管河道镇级河长签订
《新北区镇级河长 2018 年度治河责任
书》，明确年度目标，层层压实责任。

编制河长治河工具书。 区河长办将
《河长履职办法》、《河长问责办法》、《三
年行动计划》、《河道水环境提升工作方
案》、《黑臭水体整治计划》、《河道三乱整
治方案》 等 10 余份河道治理文件汇编
成册，制作《新北区河长制整治工作文件
汇编》并发放给各级河长，为河长决策提
供理论基础与数据参考。

全面开展年终考核。 区河长办结合

上级文件要求，制定了《常州市新北区河
长制工作 2018 年度区级考核细则》，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28 日会同区城
建局、 环保局、 农业局对全区 10 个镇
（街道）2018 年度河长制工作进行综合
考核， 并将考核结果以工作简报形式通
报区总河长、副总河长、区级河长、镇总
河长及相关成员单位。

坚持问题导向
准确反映河道管理突出问题
抓好“一河一策”编制工作。按照《江

苏省“一河一策”编制指南》，全面启动各
级河道“一河一策”编制工作。 区河长办
召开专题部署会议对各镇（街道）进行培
训，通过对河道问题的全面调查摸底，制
定河道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
目前， 区河长办已组织完成 19 条区级
河道“一河一策”专家审查，镇级河道“一
河一策”编制工作全面结束。

河长带着问题去巡河。 各级河长按
照河长制工作巡查制度开展巡河， 牵头
解决难点问题。2018年度区、镇、村三级
河长累计巡河 7021 次， 交办问题 481
件，办结完成 449 件，办结率 93%，其中
三井河深入开展截污工作， 召开专题会
议 7 次，完成所有污染源头的精准定位
和 78%的混排口整治，河道水质从劣Ⅴ
类提升至Ⅳ类水； 大坝河综合整治已完
成沿线 110 家企业的雨污分流和排放
口规范化整治； 薛家镇区域水环境整治
中凤凰河、 雁荡河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已
竣工验收，新龙河、肖龙港河清淤工程通
过验收； 三井街道区域水环境整治二期
工程全力开展，大湾河、大湾浜河清淤工
程结束，太湖河正开展水生态修复工作，
长沟河进行石墨烯光催化水环境治理，
生态浮岛已到位。

全面落实水质监测。 全区 5 个“水
十条”国考、省考断面达标率 100%，现
全区共有水功能区 18 个， 稳定达标率
为 88.9%。新北区每月印发《常州市新北
区区级河道水质监测月报》，并将监测结
果通报各区级河长、 市河长办及区河长
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各镇（街道）
由属地镇河长办牵头落实镇级河道、村
级河道水质监测工作， 每月将监测结果
抄送区河长办， 实现区、 镇、 村三级共
195条河道水质监测全覆盖。

实施开放治水
迸发河长制管理新活力

按照河道分级管理原则， 区镇河长

办对全区范围内的河道“三乱”情况进行
调查摸底，将河道“三乱”问题点位逐一
拍照并标注在河道影像图上， 形成问题
清单和问题图册。

按照区级整治部署，各镇（街道）将
涉河排放口、岸坡种植、沉船占道、沿河
固废、 码头沙场和渔网鱼簖等六项内容
作为 2018 年度“三乱”整治重点工作，
区镇两级河长亲自挂帅， 联合职能部门
开展集中整治，一鼓作气、重拳出击，真
正做到守河有责、守河担责、守河尽责。
2018 年承办了全市河湖“三乱”整治工
作现场会，顺利完成了长江“一事一办”
交办单。 区政府全面推行全区污水全覆
盖工程，目前已铺设完成主管网 92.2 公
里， 完成 67 个规划发展村的点源污水
处理装置建设。针对建成区、老小区雨污
串管现象，由河长牵头、所在镇（街道）组
织实施， 完成 22个小区、1562 个商铺、
216个企事业单位接管工作，并在“全省
村庄生活污水治理试点县（市、区）”考核
评比中荣获第一名。

按照责任分工， 水利部门累计清理
乱垦种 146 处，约 3300 平方米、固体废
弃物 28 处约 46 吨、 渔网鱼簖 122 个，
沉船 8 条， 完成县乡级河道疏浚 16 条
28.6 公里，67 个行政村 518 座村庄沟
塘，土方合计 151.01 万方；农业部门规
范畜禽养殖行为，对禁养区内的 171 家
关闭搬迁的养殖场进行跟踪督查， 对限
养区内 14 家规模养殖场进行整治提
升，减少畜禽粪便直排河道；城建部门全
力推进 27 条黑臭河道整治任务， 对沿
河违章进行专项整治， 累计拆除涉河违
章搭建 68 处约 4600 平方米，并联合国
土、规划、水利、环保、工商、交通等 6 部
门对全区 100 个内河码头逐一过堂，审
核审批手续，累计拆除 55 座，规范提升
42座。

夯实管理之基
撑起河道长效管理保护伞
区环保部门充分用好省级环保督

察、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沿江八市交叉
检查等契机， 借力打劣， 对一些屡教不
改，信访投诉多的企业予以严厉打击，在
全区范围内开展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春
雷行动”“雷霆行动”，对化工、印染、电镀
和集中式污水处理等行业开展大范围检
查，检查企业 128 家，立案查处 55 件，
已关闭取缔 447家散乱污小作坊。 针对
印染园区企业采取逐一过堂、 全流程采
样要求进行梳理，共对印染企业立案 24

件，处罚 230 万，在重大环境案件处理
上， 区环保与公安部门形成强有力执法
模式，全力推动案件办理。

充分利用河道保洁员、镇级巡查员、
区级督查员、 泵站管理员等参与河道日
常管理，落实“四位一体”管理模式，加强
河道日常巡查。

将长效管理督查工作列入区河长办
每周工作计划表， 局领导轮流督查推进
河长制工作；

区级督查组采取“明查 + 暗访”模
式对市、区、镇三级河道进行考核，实施
月考核、月点评、月通报，并将考核结果
与年终奖补资金挂钩；5. 利用已建成的
新北区河长通 APP，各级河长对河道开
展督查，实现问题上报、收集、交办、督
办、回复、归档全程电子化。

强化舆论引导
营造河长制管理良好氛围
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介，

强化宣传舆论造势，全年在常州日报、晚
报、高新区报刊登专栏 13 期，其中柴支
浜治理工作被常州日报头版头条报道，
落实电视台专题采访 22 次， 区政府网
站发布信息 76 条， 在全区上下形成了
良好的舆论氛围。

区镇两级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公众
参与河道治理工作， 落实民间河长 114
人，其中春江镇、薛家镇、奔牛镇、河海街
道、三井街道积极与团委、学校沟通，开
展“河小青”专题活动，提高青少年爱河
护河意识；罗溪镇由织镇府、社区工作人
员组成“河道志愿者服务队”，定期开展
河道巡查、保洁、宣传工作；孟河镇、新桥
镇、西夏墅镇、龙虎塘街道积极发动沿河
企业负责人参与巡河治河， 以点带面促
进企业家们自觉遵守执行有关环保规
定，在创造财富、实现利润的同时担负起
“企业河长”生态共建的职责。

分别组织区镇两级河长制、 水利条
线工作人员、执法从业人员再次学习《水
法》、《防洪法》、《水污染防治法》、《河道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提高工作人员的
业务技能和法律素质， 增强依法治水理
念。

充分利用村（社区）河长、网格化监
督员，宣传河长制工作的意义、任务、职
责、工作目标和工作制度，向沿河违法主
体发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治的具体
要求和政策措施， 劝导违法主体在规定
时间内停止违法行为， 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自行拆除。 韩建文 许娟 文/摄

河河长长公公示示牌牌

黑黑臭臭水水体体治治理理

青青少少年年志志愿愿者者宣宣传传长长江江大大保保护护

本报讯 17 日，新北区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召开一届二次常务理事会
（扩大）会议，区友协会长、政协主席薛
建南参加会议。

会议总结了区友协自去年 1月 18
日成立以来的主要工作,并对今年工作
思路进行了研讨；审议通过了《友协之

家管理（暂行）规定》；对区内承担较多
民间对外友好交往工作并有一定影响
的 2家单位冠名并授牌“友协之家”。

薛建南指出，2019 年， 区友协要
准确定位，搭建对外友协桥梁；要用好
资源， 服务经济发展大局； 要建立机
制，提升友协工作水平。 （陈效东）

区友协：

召开一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议

河河水水清清澈澈映映蓝蓝天天

本报讯 日前，“美好三井———第
二届三井街道社区公益提案大赛年度
提案及人物”颁奖仪式举行，宣告第二
届三井街道社区公益提案大赛圆满落
幕。

本届提案大赛于 2018 年年初正
式启动，秉持“助力社区治理 共建熟
人家园”的主题，以公开评审的方式资

助一批立足居民需求、 推动居民参与
的提案。 最终筛选出 35个提案，在三
井、华山、飞龙、巢湖等社区开展了各
式各样的活动，丰富了居民生活，促进
了邻里和睦，培育了社区居民“理解、
责任、参与、互助”的公共精神，提高了
三井街道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常逸非 郭明珍）

三井街道社区公益提案大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