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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河长制工作简报 

2018年第 3期 

（总第 3期） 

 

南宁市河长制办公室编                            2018年 12月 14日 
     
关于黑臭水体治理 60天攻坚战河长制工作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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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14日完成了对 7个城区、开发区 32段内河河段黑

臭水体治理情况第二轮督查督办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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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巡河频次要求〔县（城区）级河长每月巡河不少于 1次，乡（街道）

级河长每旬巡河不少于 1次，村（社区）级河长每周巡河不少于 1次〕。 

二、黑臭水体整治初显成效 

（一）经开区水塘江上游支流张墨坡段（大白江）河道清淤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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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较为显著。经开区对水塘江上游支流部分河段进行了清淤，中建

七局对其负责项目附近的河段进行淤泥清理，良庆区关停上游洗砂

场，玉洞街道办加强对辖区内上游施工场地黄泥水乱排现象的整治，

水塘江上游支流张墨坡段（大白江）水质较上周已有明显改善，排水

口已没有黄泥水排出。 

（二）江南区凤凰江 c段（凤凰江 163#）河道治理效果较为显著。

经江南区对凤凰江 c段截污及清理涵管淤泥，上周督查发现的黄泥水

已经没有了，水体较为清澈，水质有所改善。 

三、黑臭水体整治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 

（一）凤凰江 b段（凤凰江 14#）翠湖段水体黑臭，此段水量少，

流动性差，且底泥厚，水质发红，水面有油污，伴有腥臭味。此处为

居民聚集区，生活污水截污处理不到位。 

（二）心圩江明月湖段吉兴西路桥边存在两个污水直排口，其中

一个严重黑臭。该河段虽由北投公司进行了截污，但截污不彻底，污

水量过大，仍有大量的污水溢出。北投公司多次向市海绵水城办等市

直部门和高新区反映此问题，但至今还未能排查清楚污水的源头，影

响了心圩江整治进度和效果。 

（三）朝阳溪 a段西乡塘区恒大新城附近河段污泥淤积，清淤工

作进度缓慢。该河段由博湾公司进行综合整治，但清淤工作交由建宁

水务进行。建宁水务计划将水抽干之后让淤泥固化再进行清理，但下

雨之后，河道里存在大量河水，博湾公司没有及时将水抽走，导致清

淤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河道淤泥堆积情况逐渐加重，水质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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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议 

现在是非汛期，各河流的水量不是很大，是河道清淤的好时期。

建议各个河段的清淤治理责任单位抓住时机，尽快尽早开展清淤工

作，确保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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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攻坚战第二轮督查发现问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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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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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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29 78 242 420 154 133 2 0 2660 48 0 

江南区 727 43 178 506 460 153 122 2 0 260 44 22 

青秀区 432 45 140 247 783 70.8 73 1 152 17 1 10 

西乡塘区 1817 50 441 1326 551 61 120 5 13 0 0 0 

良庆区 251 27 43 181 456 16 3 0 1 20 0 3 

高新区 330 7 50 273 149 158.5 22 5 16 120 0 100 

经开区 574 14 40 520 660 156 218 3 3 60 25 1 



 — 5 — 

 
黑臭水体 60天攻坚战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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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网错接混接。 
2.河道位于建城区外，无管网设施。 

3.河床淤泥厚，河面有漂浮物。 

1.已开展清淤整治工作，由
于天气原因，清淤进度缓慢。 

2.筹建污水提升一体化泵站。 

1.建设管网，对生活污水截
污处理。 

2.加快清淤进度。 

那考河上游 
河段整体水质较清

澈，水流通畅。 

因油罐车在高速公路侧翻，石油流入

那考河上游造成污染，水体仍有轻微

石油味。 

已用绿网覆盖被污染的裸露

黄土，对污染河段进行截污

处理，同时对被污染的河段

进行油污清理。 

继续清理油污，去除石油气

味。 
兴
宁
区 

朝阳溪 b段 
水体较浑浊，水流通

畅。 

水体仍有轻度异味，底泥较厚，河面

有黑色漂浮物。 

1.对雨污混接的管道系统进
行整改。 

2.街道办、社区安排工作人
员定期巡河。 

1.清理淤泥。 

2.清理河面漂浮物。 

竹排江 

（支流）d 
水质整体上较清澈，

河流通畅。 
水质有轻微异味。 

排污沟已被封堵，已做污水

截流处理。 
加大巡河力度。 

竹排江 

（支流）f 
水质整体较浑浊，水

面有漂浮物。 

1.河岸边有施工工地，植被裸露，下
雨天会影响水质。 
2.生活污水、建筑施工用水混合流入
河中，导致河水浑浊。 
3.连续下雨，河岸黄泥被雨水冲刷到
河流里，导致水质浑浊。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1.清理河面垃圾。 

2.在施工过程中要注意河
岸植被的保护。 青

秀
区 

三岸排水渠 

（那平江支流 5） 

河流底泥淤积，淤积

河段全长 1.1km。 
生活污水及屠宰场废水偷排入河。 

1.已关闭屠宰场。 

2.已建三级化粪池解决周边
居民生活污水的排放。 

3.制定清淤方案。 

对河道进行清淤疏浚，由于

截污暗渠的施工，后期会影

响那平江支流 5的水量，故
清淤计划会结合暗渠的施

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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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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段 

（凤凰江 163#） 

水体较清澈，上周督

查发现的黄泥水已

经没有了，但河面有

些许漂浮物，河水有

轻微异臭，淤泥较厚。 

因近期雨量较大，污水处理能力不足

导致生活污水溢流。 

河面漂浮物已打捞，正在组

织清淤工作。 

1.增高物化站排水口，提高
污水处理能力。 

2.清理淤泥，特别是暗涵里
沉积的淤泥。 

3.加强对物化站的督办检
查力度，确保污水正常处

理。 

凤凰江 b段 

（凤凰江 14#） 

水量少，不流通，且

底泥厚，水质发红，

水面有油污，伴有腥

臭味。 

1.由于市政管网设计不合理，导致物
化站排水口污水溢出。 

2.水质发红是由于五一路综合市场内
排的血水导致水质发红。 

1.目前已截流抽水，组织清
淤工作。 

2.开展整治围垦种植工作。 

1.合理规范管网设计。 

2.加快清淤进度。 

凤凰江 

（宏德桥段） 

水体发黑发臭，水面

有黑色漂浮物，排污

口有污水溢流。 

1.河岸边有大面积围垦种植。 

2.附近居民生活污水直排，淤泥堆积。 
江南区政府已经召开会议协

调菜地征用补偿事宜。 

1.打捞河面漂浮物，清理淤
泥。 

2.清理河岸围垦种植。 

江
南
区 

水塘江 

（英华桥南段） 

水体较清澈，河面干

净无垃圾，水流通

畅。 

靠近邕江入江口附近的河岸上有一个

雨污混接的排水口，排水口不断涌出

黑臭的生活污水。 

将此该处排污口纳入整治计

划。 
对排污口进行整改。 

经
开
区 

水塘江上游支流 

张墨坡段 

（大白江） 

水质较上周有改善，

河床黄泥堆积。 

1.排水口已经不见黄泥水排出，但由
于良庆区玉洞街道办辖区的洗沙场的

黄泥水、工地施工废水偷排乱排，影

响下游一系列支流水体泛黄，持续时

间长，黄泥堆积严重。 

2.河道（居仁村段）附近有畜禽养殖,

养殖废水偷排入河，污染河水。 

1.良庆区已关停洗砂场，玉
洞街道办加强了对辖区内施

工场地乱排黄泥水、工程车

弃土现象的监管力度。 

2.经开区河长办已经对支流
部分河段进行清淤，中建七

局负责的项目附近河段也由

中建七局进行淤泥清理，预

计月底清完。 

1.加快清淤行动。 

2.排查居仁村附近畜禽养
殖偷排现象，并进行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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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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体轻度黑臭，存在

少量漂浮物。 

西乡塘区恒大新城附近历史污泥淤

积，河面存在少量因淤泥固化后都经

雨水冲刷出来的皮状漂浮物。 

1.已由建宁水务和博湾公司
进行黑臭水体综合治理，河面

漂浮物由建宁公司进行清理。 

2.岸边及河道内均有保洁人
员进行垃圾清理。 

1.由建宁水务进行淤泥清
理，雨停后排干河道并对淤

泥进行固化处理再将淤泥

挖走。 

2.持续加强河道保洁。 

朝阳溪 c段 
轻度黑臭，存在大量

漂浮物。 
河面存在大量黑色漂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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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河面及河岸垃圾清
理。 

黄泥沟 a段 
水体黑臭，部分河道

淤积。 

1.西乡塘区苏卢村水体黑臭，河道淤
积。 

2.安吉大道苏卢二路发现少量污水直
排。 

1.由北投公司进行综合治理。 

2.正在整改已发现的排污口。 

3.已新建部分污水管网，将
污水汇入集水井进行处理。 

4.两岸边坡已做护网。 

5.岸边及河道内均有保洁人
员进行垃圾清理。 

1.由街道办排查两岸排污
口并进行整治。 

2.由北投加快完成两岸集
污管道修建。 

3.由北投公司逐步疏浚清
淤。 

细冲沟 水面稍浑浊。 
雨天上游污水淤泥流入导致水体浑

浊。 

已由博世科公司进行综合治

理项目，正在修建污水管网。 

1.完善周边居民管网修建。 

2.修建排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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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排污口历史淤积已清理。 

1.完善污水管网。 

2.逐步疏浚清淤。 

西
乡
塘
区 

二坑溪 
水体较为清澈，水流

畅通。 
雨天导致河水轻微浑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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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巡查，加强河道管理，

对两岸进行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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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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 

塘 

区 

石埠河 
水体泛黄，水流畅

通。 

1.水体发黄。 

2.石埠街市附近河岸发现少量种植农
作物。 

1.已由博世科公司进行综合
污水治理。 

2.沿岸设立禁止种植通告。 

1.加强垃圾清理力度。 

2.规划河岸植被。 

朝阳溪 a段 
水体浑浊泛黄，水量

较大。 

高新区安宁街道连畴村朝阳溪 a 段起
点，雨天污水拦截坝发生溢流现象，

污水流入下游，坝下存在少量泡沫。 

1.已由博世科公司进行污水
综合治理。 

2.岸边及河道内均有保洁人
员进行垃圾清理。 

彻底排查上游居民区排污

水口及畜禽养殖等问题。 

心圩江 

a、b、c段 
水质浑浊偏黄。 

1.占用水域岸线种植农作物。 

2.岸边有少量垃圾堆放。 

1.已设立禁止占用水域岸线
种植农作物警示牌。 

2.河道中心淤泥均已清理。 

3.两岸排污口基本完成整
改。 

4.两岸乱搭乱建及垃圾均已
逐步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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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湖 

水质浑浊偏黄，轻度

黑臭，入河处有大量

泡沫。 

吉兴西路桥边 2 个污水集水井因雨水
存在溢流现象，周围水体黑臭。 

1.由北投公司进行综合治
理。 

2.周围居民污水管网均已改
建完成。 

3.正在排查污水集水井溢流
原因。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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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进行管道重新接管修建。 

彻底排查污水来源及溢流

原因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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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进行截流，但未
完全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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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源头并修建抽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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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凤江上游支流 

（玉洞木材城附近） 
水体稍微泛黄。 

上游的洗砂场及两处工地黄泥裸露，

雨天雨水冲刷，导致黄泥水流入下游。 

1.已对洗砂场停水停电，责
令整顿。 

2.责令两个工地停工整改。 

1.由洗砂场及工地补齐相
关手续。 

2.对工地裸露的黄土覆盖
护网，防止水土流失。 

楞塘冲 

源头位于良庆区良

庆镇坛泽村新平路

南面，河道水体微

黄，部分水面有黑色

漂浮物，河岸有垃

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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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个
排污口有污水流出，排出水体均存在

不同程度黑臭,主要是周边居民生活

污水排入导致。 

2.五象大道楞塘冲河段桥下，右岸桥
体上游雨水口有水排出，水体稍微泛

黄，有淤泥堆积。黄泥水是周边建筑

工地排水导致，但尚未找到确切源头。 

1.由交投集团开展楞塘冲环
境综合整治。 

2.周围生活区已开始修建化
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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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出水体稍微泛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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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周围建筑工地是否
存在污水直排，是否修建沉

淀池等，取缔非法直排黄泥

水。 

良庆河 a段 水体黑臭。 周围居民生活污水排入河内。 

1.博世科已进行截污处理，
将污水抽到城市污水管网。 

2.良庆区玉洞街道办已申请
修建污水管网。 

1.加强河道巡查。 

2.加快修建污水管网的申
请进度。 

良

庆

区 

良庆河 

b段 
水体呈黄色。 

1.五象湖坝首下游约 1500 米处修建
有跨河简易路并设有排水涵管，涵管

直径约 1米。 

2.五象湖坝首边坡裸露现象依然存
在。原因是五象湖周边在实施绿化施

工，尚未完工。 

3.上游五象湖因雨水冲刷坝首边坡水
土流失，形成黄泥水，导致下游良庆

河 b段水呈黄色。 

1.由交投集团开展良庆河环
境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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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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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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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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段 
水体呈黄色，两岸有

少量垃圾。 

1.水体发黄是由于上游五象湖周边施
工建设，且连续几日的降水冲刷五象

湖坝首边坡导致。 

2.良庆河英华大桥桥下，河道两岸存
在少量垃圾。 

1.由交投集团开展良庆河环
境综合整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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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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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岸边垃圾进行清理。 

4.督促相关施工单位在施
工的同时做好预防水土流

失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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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光大水务开展水塘江综
合整治工程 PPP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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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  



 — 12 — 

 

 

 

 

 

 

 

 

 

 

 

 

 

 

 

 

 

 
 

 

分送：南宁市第一总河长、总河长、河长、副河长；中共南宁市委办公厅、 

      政府办公厅，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指挥部，市河长会议成员单位； 

      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各县（区）、开发区河长制 

      办公室。 

  南宁市河长制办公室                      2018年 12月 14日印发  

                                              共印 1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