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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河长制工作简报 

2018年第 2期 

（总第 2期） 

 

南宁市河长制办公室编                            2018年 12月 7日 
     
关于黑臭水体治理 60天攻坚战河长制工作 

第一轮督查督办情况的通报 

 

根据《中共南宁市委办公厅  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南宁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 60 天攻坚战方案〉的通知》（南办发

〔2018〕102 号）工作部署，市河长制办公室组织市河长会议成员单

位于 12月 3日—7日完成了对 7个城区、开发区 37段内河河段黑臭

水体治理情况第一轮督查督办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关于内河各级河长巡河履职情况 

各城区、开发区的城区、街道、社区三级河长巡河履职全部达到

甚至超过了自治区总河长 1号令和《南宁市河长制工作巡查制度》巡

河频次要求（城区级河长每月巡河不少于 1次，街道级河长每旬巡河

不少于 1次，社区级河长每周巡河不少于 1次）。    

二、黑臭水体整治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 

（一）河道、河岸保洁机制方面：近期，7 个城区、开发区加大

了内河黑臭河段河道、河岸垃圾的清理工作。但从督查情况看，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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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区、江南区建立了 2018 年河道、河岸长效保洁机制。青秀区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由第三方实施辖区内河道清理工作。江南区落实了河

道保洁专项经费，购置了河道清理船只，聘请了保洁员，对辖区内内

河河段进行日常保洁。其他城区、开发区没有落实河道保洁专项经费

和人员。 

（二）河道交界、干支流及上下游协调机制方面：黑臭水体攻坚

阶段，市直各部门和各城区、开发区之间加强了协调协作。但在部分

跨区域河流治理过程中还存在协调力度不够，协同治理难度大的问

题。如那平江的治理，兴宁区在那平江上游，青秀区在那平江下游，

那平江上游水葫芦、垃圾清理不到位，青秀区即使已经清理整治那平

江下游，但上游的水葫芦、垃圾顺流而下很快导致那平江下游水葫芦

泛滥，上游不及时清除黑臭的淤泥，下游水体清淤效果不明显。再如

经开区水塘江上游约 5公里范围水体呈黄色，经溯源排查，在良庆区

玉洞街道辖区查到一个大排污口常年间歇性排出黄泥水，因时间较

长，大量黄泥沉积于河床，导致河道变窄，黄泥水随水流汇入邕江。

经开区半年前多次向市海绵水城办等市直部门和良庆区反映此问题，

但至今良庆区还未能排查清楚黄泥水的源头，影响了水塘江整治进度

和效果。 

（三）邕江水位上升，内河水位流动性差。朝阳溪 c段、亭子冲

等内河因邕江水位抬升，内河水的流动性差，水质均有不同程度的恶

化，增加了内河黑臭水体治理的难度。 

 

附件:1.黑臭水体 60天攻坚战河长制落实情况统计表 

     2.黑臭水体 60天攻坚战第一轮督查问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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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臭水体 60天攻坚战河长制落实情况统计表（11月 1日—12月 7日） 

 
清理河道垃圾 

及水面漂浮物 
拆除两违建筑 查处违法排污 

城  区 
巡河总数

(人次） 

县级河长

巡河数

（人次） 

乡级河长

巡河数

（人次） 

村级河长

巡河数 

（人次） 出动 

人次 

清理

（吨） 

出动 

人次 

拆除

（座） 

下发整改

通知（份） 

出动 

人次 

查处

（处） 

下发整改

通知（份） 

兴宁区 293 26 70 197 350 102 133 2 0 570 23 0 

江南区 597 31 142 424 300 109 122 2 0 110 25 16 

青秀区 266 36 91 139 517 62.3 73 1 152 17 1 10 

西乡塘区 1523 43 375 1105 423 32 0 0 0 0 0 0 

良庆区 184 10 25 148 380 13 3 0 1 0 0 0 

高新区 281 7 46 228 169 31.5 0 0 0 0 0 0 

经开区 420 10 30 380 271 40 218 3 3 15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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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臭水体 60天攻坚战第一轮督查发现问题清单 

 
行政 

区域 
河流名称 河流基本情况 问题情况及原因 整治情况 下一步计划 

红灯河 

（那平江三塘镇段） 

源头位于那文水库，河

长约 5km，水体黑臭，
河床淤泥厚。 

1.沿岸生活污水直排入河，临
河乱搭乱建； 

2.河道位于建城区外，无管网
设施； 

3.群众在河边散养家禽，不易
清理。 

2018 年以来，兴宁区政府
开展大整治，已拆除沿岸

养殖场 30多家，清理了河
道水葫芦，水体恢复流动。 

1.建设管网，对生活污水截
污处理； 

2.拆除两岸违章建筑； 

3.疏浚清淤，对河道进行补
水。 

松柏河 

（那平江支流 1） 

源头位于那文水库，河

长约 500m，水体泛黄有
异味。 

1.河道上水葫芦清理不彻底； 

2.沿岸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堆积。 

已拆除沿岸畜禽养殖场 10
多家，正在清理河面水葫

芦。 

1.疏浚清淤，清理淤泥； 

2.沿岸建筑生活垃圾清理。 

竹排江 

a、b、c、e段 

河段整体水质较清澈，

水流通畅。 

c 段因拦河施工水体有轻度异
味。 

竹排江 a、b 段已经完成
PPP 项目，c 段正在进行
PPP项目，整治工作有序进
行，竹排江 e段河岸围垦种
植已清理。 

明确河道水域岸线划定，更

好管理整治后的河段。 

兴
宁
区 

朝阳溪 b段 水体较清澈。 水体仍有轻度异味，底泥较厚。 

街道办每 10天巡河一次，
社区每天安排人员巡河，

河道及两岸卫生保洁工作

到位，河面无漂浮垃圾，

无污水直排。 

清理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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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区域 
河流名称 河流基本情况 问题情况及原因 整治情况 下一步计划 

那平江 

4#排污口 

4#排口有黄泥水排入河
流。 

1.绿城水务对仙葫开发区蓉茉
社区饮用水管道进行改造，有

黄泥水排出，导致一体化污水

处理设施无法正常运行； 

2.存在施工工地，雨天会影响
水质。施工项目为博湾公司项

目。 

已由博湾公司开展那平江

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1.仙葫管委会住建部门与城
管部门已进行协调； 

2.建议博湾公司修建沉淀池
或将污水收集进行处理。 

那平江桥 
河流水质清澈，岸边有

项目施工。 

1.博湾公司项目施工，雨天会
引起建筑垃圾流入河道； 

2.岸边植被裸露。 

已通知黑臭水体项目部加

强在施工过程中植被的保

护。 

在施工过程中要注意河岸植

被的保护。 

那平江 

（半岛闲居河段） 
存在污水直排。 

1.污水临时处理设施超负荷运
行，仍有污水溢流； 

2.河边有小型污水处理站施
工，雨天会影响水质。 

河岸边有一小型污水处理

站正在建设中。 

1.污水处理站建成后可正常
运行，达到日常污水的处理

标准，污水达标排放； 

2.建设管网进行雨污分流。 

青
秀
区 

竹排江 g 
（竹排江下游） 

河流水面有树枝、落叶

等漂浮垃圾，河岸边有

施工垃圾。 

国家电网有项目施工，导致工

程垃圾乱堆乱放。 

已安排保洁员进行河面垃

圾清理。 

1.加强垃圾清理力度； 

2.加强河道两岸的整治。 

江
南
区 

亭子冲 

（福园桥） 
水体严重黑臭。 

1.水街、淡村市场内污水、废
弃物及居民生活污水直排入

河； 

2.存在约 1.7 公里的暗涵，因
条件限制无法排查暗涵内的排

污口情况。 

1.已关停拆迁附近宰杀鸡
鸭等畜禽的商户； 

2.使用机器人对暗涵勘
探，但因暗涵较深且状况

复杂无法勘探暗涵内排污

口情况； 

3.聘用保洁员进行日常保
洁工作，并形成长效保洁

机制。 

协调市建委等部门指导江南

区开展错接改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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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区域 
河流名称 河流基本情况 问题情况及原因 整治情况 下一步计划 

亭子冲 

（尧头岭四柱桥） 

水体严重黑臭，河面不

断有气泡上冒。 

1.河岸居民在楼上自制排污管
道，污水从居民楼上直排入河； 

2.邕江蓄水后亭子冲水位上
涨，江水倒灌，河水流动性差； 

3.博湾公司的河道气泵运行不
正常，淤泥清理不及时。 

1.河岸居民楼老旧，排水
设施不完善，居民自制排

污管问题正在协调解决，

现已下发整改通知书，并

责令其整改； 

2.河岸围垦种菜问题已清
理完毕； 

3.聘用保洁员进行日常保
洁工作。 

1.加大整改力度，对居民污
水从楼上直排的问题后期继

续跟踪整改结果； 

2.协调海绵办督促博湾公司
正常运行设备，按时效完成

清淤工作，对博湾公司进行

有效督查。 

亭子冲 

（入江口） 
水体严重黑臭。 

1.博湾公司的物化站设备运行
不正常； 

2.管网混接、错接、漏接。 

1.排查错接漏接管网； 

2.聘用保洁员进行日常保
洁工作。 

1.协调海绵办督促博湾公司
正常运行设备,实施亭子冲

清淤工作，对博湾公司进行

有效督查； 

2.协调住建局加快管网整改
建设。 

亭子冲 

（五一路南二里水街）

水体黑且微臭，河面有

少量垃圾，河道上有盖

板。 

1.附近畜禽屠宰及商户的污水
直排入河； 

2.管网不完善； 

3.盖板下的河道排污口情况不
明。 

1.完善管网工程； 

2.已责令整改部分商户； 

3.聘用保洁员进行日常保
洁工作。 

协调住建局制定整改方案，

进一步完善管网工程，加大

整改力度。 

江
南
区 

亭子冲 

（东南村 8队） 
河道两岸有建筑垃圾。 

1.铁25局高架桥施工后在河岸
边堆积大量建筑垃圾； 

2.水量少。 

1.清理整治沿岸居民畜禽
养殖； 

2.居民生活污水已截入蓄
污池，不再直排入河； 

3.聘用保洁员进行日常保
洁工作。 

协调施工方清理建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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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区域 
河流名称 河流基本情况 问题情况及原因 整治情况 下一步计划 

凤凰江 

（宏德桥） 

水体严重黑臭，水面有

黑色漂浮物，排污口有

污水溢流现象。 

江南污水厂处理能力不足。 

1.聘用保洁员进行日常保
洁工作； 

2.河岸有沙袋封堵。 

协调博湾公司正常运行设

备，清理沙袋，对博湾公司

进行有效督查，进一步加大

整改力度。 

凤凰江 a段上游 

（富德桥） 

水体严重黑臭，排污口

污水直排。 

1.附近居民生活污水直排，淤
泥堆积； 

2.管网错接混接。 

已对污水进行处理，但仍

然难以解决问题。 
清理淤泥。 

凤凰河 a、b段 

（凤凰湖） 
岸边黄土裸露。 周边居民大面积围垦种菜。 

开展围垦整治，但仍有局

部复垦现象。 

整治复垦，并着手开展河岸

复绿工作。 

江
南
区 

凤凰江 c段 

（凤凰江 163#） 
水体发黄。 

1.西班牙小镇偷排黄泥水； 

2.附近工地把管网挖断了，施
工产生的黄泥水直排入江。 

1.西班牙小镇偷排问题已
整改完毕； 

2.江南区区长谢文华曾到
现场督查 3 天，现已制定
好相应的解决方案，目前

已做好应急措施。 

根据已制定的方案逐项实

施，直至整改完毕。 

经
开
区 

水塘江 

（大白江） 
黄泥水严重。 

良庆区辖区内的工业黄泥水间

歇性偷排，影响到下游经开区

的（水塘江）大白江一系列支

流水体均呈黄色，且时间较长，

部分支流黄泥堆积严重，土堆

已长满杂草，且黄泥水逐渐汇

入邕江。 

现已向良庆区河长办及相

关部门进行反映，目前仍

在商量整改方案。经开区

河长办已制定辖区河段清

淤方案，12 月 7 日开始清
淤。 

协调良庆区河长办及其他相

关部门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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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区域 
河流名称 河流基本情况 问题情况及原因 整治情况 下一步计划 

朝阳溪 a段 
水体黑臭严重，河道淤

积严重。 

1.西乡塘区恒大新城附近历史
污泥淤积，只进行固化，未进

行清理； 

2.高新区安宁街道连畴村朝阳
溪 a 段起点，污水拦截收集经
处理后水质较为清澈，但雨天

会发生污水溢流现象。 

1.已由建宁水务和博湾公
司进行处理，两岸排污口

均已整改； 

2.已由博世科公司进行综
合整治项目，无直排排污

口，上游正在进行污水管

网、畜禽养殖和垃圾等清

查； 

3.岸边及河道内均有保洁
人员进行垃圾清理。 

1.排干河道对淤泥进行固化
处理再将淤泥挖走； 

2.经过排查后对周围居民区
修建污水管网，收集污水汇

入污水处理厂。 

朝阳溪 c段 
水质较为清澈，水流畅

通。 

1.西乡塘区华强社区水面有树
叶漂浮； 

2.邕江水位抬升，水体无法流
出，水质下降。 

1.两岸排污口均已整改； 

2.由保洁员进行日常河面
垃圾清理。 

1.两岸加建排污管道； 

2.加强河面垃圾管理。 

西
乡
塘
区
（
高
新
区
） 

心圩江 
水质较为清澈，水流畅

通。 

1.创业桥旁占用水域岸线种植
农作物； 

2.岸边有少量淤泥。 

1.围垦菜地问题之前已整
治但现在又存在复种现

象； 

2.已设立禁止占用水域岸
线种植农作物警示牌； 

3.河道中心淤泥均已清
理； 

4.两岸排污口基本完成整
改； 

5.两岸乱搭乱建及垃圾均
已清理完毕。 

1.对占用水域岸线种植农作
物进行取缔； 

2.彻底排查两岸排污口并进
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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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区域 
河流名称 河流基本情况 问题情况及原因 整治情况 下一步计划 

黄泥沟 a段 
水体黑臭严重，河道淤

积严重。 

1.西乡塘区苏卢村水体黑臭，
河道淤积； 

2.两岸边坡裸露； 

3.发现周边污水暗排直排口 4
处。 

由北投公司进行综合治理。 

1.发现的 4 处排污口正在
进行整改，修建新的污水

管网，将污水汇入集水井

进行处理； 

2.上游已截污进行河道清
淤； 

3.两岸边坡已做护网； 

4.两岸乱搭乱建及垃圾均
已清理完毕。 

1.彻底排查两岸排污口并进
行整改； 

2.两岸修建集污管道； 

3.逐步疏浚清淤。 

细冲沟 
水质较为清澈，水流畅

通。 
 

已由博世科公司进行综合

治理项目。 

1.完善周边居民管网修建； 

2.修建排洪道。 

明月湖 
水质较为清澈，水流畅

通。 

吉兴西路桥边 2 个污水集水井
存在溢流，周围水体呈现黑臭

现象。 

由北投公司进行综合治理。 

1.周围居民污水管网均已
改建完成； 

2.正在排查污水集水井溢
流原因； 

3.由保洁员进行日常河面
垃圾清理。 

彻底排查污水来源及溢流原

因并进行处理。 

可利江 
水质较为清澈，水流畅

通。 

相思湖大桥旁有两处污水溢

流，疑为周围居民生活污水，

出水口轻度黑臭。 

正在进行管道重新接管修

建。 

1.彻底排查污水来源及溢流
原因并进行处理； 

2.加快完成管道修建。 

西
乡
塘
区
（
高
新
区
） 

西明江 a段 
水体黑臭，河道淤积，

水量小。 

1.存在污水直排； 

2.集水井雨天溢流。 

1.已修建集水池及物化
站； 

2.绿城水务公司正在排查
污水源头； 

3.河道正在进行截污清
淤。 

1.清查周边排污口并进行整
改； 

2.逐步疏浚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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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区域 
河流名称 河流基本情况 问题情况及原因 整治情况 下一步计划 

西明江 b、c段 水体轻度黑臭。 

西乡塘区昌泰西城上游正在进

行河道清淤，部分淤泥排入下

游导致水体黑臭。 

1.两岸直排口均已处理，
修建集水池； 

2.污水收集后抽入污水处
理厂进行处理。 

逐步疏浚清淤。 

二坑溪 
水体较为清澈，水流畅

通。 
河岸边坡裸露。 

1.已由博湾公司修建集水
池及物化站； 

2.两岸乱搭乱建及沿岸种
植已被取缔； 

3.两岸边坡铺设护网。 

加强河道管理，对两岸进行

绿化。 

西
乡
塘
区
（
高
新
区
） 

石埠河 水体发黄，水流畅通。 

 

水体发黄。 

 

已由博世科公司进行综合

治理。 

1.加强垃圾清理力度； 

2.规划河岸植被。 

良
庆
区 

楞塘冲 

源头位于良庆区良庆镇

坛泽村新平路南面，河

道水体上游微黄，下游

较为清澈。 

1.楞塘冲近书林坡村村口处桥
下，排污口有历史沉积未清理，

且附近 3 个排污口有少量水体
排出，排出水体均存在不同程

度黑臭,是周边居民生活污水

排入导致； 

2.楞塘冲近书林坡村村口处桥
往下游约 500 米处左岸阶梯，
阶梯有少量黄泥水流出，是岸

边工地黄泥水排出导致； 

3.五象大道楞塘冲河段桥下，
右岸桥体上游雨水口有黄泥水

排出，有淤泥堆积，水体发黄。

黄泥水是周边工地排水导致，

但尚未找到确切源头。 

已由交投集团开展楞塘冲

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1.周围生活区已开始修建
化粪池； 

2.已告知相关建设单位建
立沉淀池； 

3.河道内，部分淤积黄泥
已从河道内挖出，形成沉

淀池，让黄泥水自行沉淀

后流出。 

1.由良庆区良庆镇加快对周
围生活区污水管网存在问题

的排查，并清理出水口淤积

物； 

2.由良庆区良庆镇清查周围
建筑工地是否存在污水直

排，立即整改； 

3.由良庆区良庆镇清查周围
建筑工地是否存在污水直

排，是否修建沉淀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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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区域 
河流名称 河流基本情况 问题情况及原因 整治情况 下一步计划 

良庆河 b段 河道水量小。 

1.在五象湖坝首下游约1500米
处修建有跨河简易路，设有排

水涵管直径约 1米； 

2.五象湖坝首边坡裸露。原因
是五象湖周边在实施绿化施

工。 

已由交投集团开展良庆河

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1.经良庆区河长办联系五
象规建局调查，此处系由

五投公司建设花林路跨良

庆河交通桥，是按规划建

设的工程项目，填土做临

时交通路是经过五象规建

局同意报备的； 

2.五象湖坝首边坡正在铺
草皮。 

1.临时便道，项目完成后清
理恢复河道； 

2.由良庆区良庆镇加大巡河
力度，如发现裸露施工用地，

及时让施工方进行整改，防

止水土流失。 

良庆河 c段 河道水质较为浑浊。 

排污口有历史沉积未清理，且

水体较为浑浊。水体发黄是由

于上游五象湖周边施工建设，

且周六大雨冲刷。 

已由交投集团开展良庆河

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良庆区河长办已告知相关

施工单位在施工的同时做

好预防水土流失保护工

作。上游五象湖坝首周围

边坡正在铺草皮。 

1.良庆区良庆镇加大巡河力
度，并安排人员清理出水口

淤积物； 

2.由良庆区农林水利局督促
相关施工单位做好预防水土

流失的措施。 

良
庆
区 

水塘江 a段 
河道两岸干净整洁、无

垃圾。 

河段整体水质较清澈，上游水

体稍为浑浊。水体浑浊是由于

上游光大水务开展水塘江综合

整治工程 PPP项目，且周六大
雨冲刷。 

已由光大水务开展水塘江

综合整治工程 PPP项目。 

1.良庆区河长办已告知光
大水务相关联系人，让其

在施工的同时做好预防水

土流失保护工作； 

2.大沙田街道办及各社区
每天安排人员巡河并清洁

河道垃圾。 

加大街道办和各社区对河道

的巡查保洁力度，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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