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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河长制工作简报 

2018年第 4期 

（总第 4期） 

 

南宁市河长制办公室编                            2018年 12月 21日 
     
关于黑臭水体治理 60天攻坚战河长制工作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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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20日完成了对 7个城区、开发区 37段内河河段黑

臭水体治理情况第三轮督查督办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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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圩江明月湖段吉兴西路桥上下游两个存在污水溢流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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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整治效果显著。先前，这两个雨水口均已进行截污处理，但因污

水量过大，仍存在溢流现象，污水直排入河，严重影响河流水质。为

此，博湾公司与绿城水务联合行动，在原有两台提升泵的基础上增加

两台提升泵，共采用四台提升泵截污并将污水抽往罗赖泵站，再由罗

赖泵抽入市政污水管网，汇入琅东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现两处雨水

口均无溢流，河流水质明显改善，效果显著。 

（二）江南区亭子冲水质较上周有明显改善，河道整治效果初显。

江南区开展了亭子冲支流清淤、雨污混接管改造、沿岸居民畜禽养殖

等整治工作，水体水质较上周有明显改善。 

（三）兴宁区红灯河（那文支流）整治效果明显，水质比上周更

清澈。兴宁区对红灯河的整治抓实抓细抓具体，清淤、雨污混流管改

造、直排畜禽养殖场的整治等“三个方面”齐发力。虽然清淤和雨污

混流管改造还未竣工，仍有少量污水外排，但整治效果已初显。 

（四）青秀区竹排江支流 d段已无黄泥水排出，一体化污水处理

设备正常运转，出水感官上已无黑臭现象。 

三、黑臭水体整治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 

（一）心圩江 a段西津村灌渠，周边生活污水直排入江。两岸排

污口已基本完成整改，按计划是将收集的生活污水汇入集水池再抽入

市政污水管网，但该段市政管网还未贯通，暂时无法将周边生活污水

抽走，导致生活污水直排入江。 

（二）心圩江 a段峙村铜鼓坝下游约 800米处，存在两处生活污

水直排口，未明确整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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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楞塘冲河段近书林坡村村口良兴路桥下，上下游各存在一

处污水溢流的雨水口，其中一处是生活污水流出，另一处是大量黄泥

水流出。黑臭水体整治攻坚战已持续开展数日，但这两处雨水口仍存

在污水直排问题，严重影响河流水质。 

四、建议 

各个河段的整治主体要加强沟通协调，将各个河段的整治范围划

分清楚，发现问题及时协调处理。避免像心圩江 a段峙村河段一样，

北投公司和博湾公司存在争议，发现问题找不到整治主体。只有发现

问题及时整治，才能确保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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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攻坚战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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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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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 39 174 465 420 303 133 85 0 2660 106 0 

江南区 967 52 205 710 523 166 130 3 0 310 47 29 

青秀区 532 58 171 303 783 73.83 73 1 152 17 1 10 

西乡塘区 2067 61 499 1507 551 61 120 5 13 0 0 0 

良庆区 305 34 56 215 471 25 3 0 1 25 0 3 

高新区 421 15 76 330 355 196.6 150 13 18 103 27 101 

经开区 684 16 65 603 705 160 628 37 5 60 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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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臭水体 60天攻坚战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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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文支流） 

水质较上周变清澈，

水体通畅，但仍有异

臭。 

1.污水处理管道尚未竣工，污水仍在
外排。 
2.淤泥还未清尽。 

1.攻坚整治期间，共拆除 46
家直排畜禽养殖场。 
2.正在建设截污管道。 

1.加快河道清淤进度。 
2.探索用微生物方式治理
黑臭水体。 
3.完善市政管网设施。 

那平江支流 1 水质较浑浊，水体流

动性较差。 河面上仍有一些零散水葫芦漂浮。 
1.开展河道清理保洁，河岸生
活、建筑垃圾已清理。 
2.正在进行疏浚清淤工作。 

1.加快河道清淤进度。 
2.清理河面漂浮垃圾。 

渌流沟 
（那平江支流 2） 

水质较浑浊，不发

臭，河道底泥堆积。 周边居民污水直排入河。 
正在进行直排口整治和雨污

混接错接的改造，建设一体

化水质提升泵站。 
加快截污工程进度。 

那平江支流 3 
（嘉和城段） 

河流为黄泥水，水体

不流通。 

1.水体不流通的原因为嘉和城开发商
正在进行河段治理而截流清淤。 
2.黄泥水为暴雨过后雨水冲刷岸边施
工黄泥而导致。 

1.嘉和城开发商正在进行疏
浚清淤。 
2.已做好雨污分流。 

1.计划在河道种植水草，改
善水质。 
2.开发商在河道拦河蓄水，
未到水行政部门备案。 

兴
宁
区 

那平江干流 水体流通性较好，水

体不发黑，无异味。 

1.河岸居民楼自制直排管直排生活污
水入河。 
2.附近居民楼乱搭乱建，侵占河道，
不易清理。 
3.河岸有围垦种植现象。 

已开展清淤工作，正在筹建

一体化水质提升泵站。 

1.清理围垦种植，拓宽河
道，补给水量。 
2.协调处理河岸居民楼偷
排现象和楼宇乱搭乱建乱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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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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广场 N5直

排口） 

该段河流水体泛黄，

有异味。 

2018年 12月 18日有大量黄色污水排
出，存在定期出现黄色污水排出现

象。经排查，疑似每月清理化粪池产

生的废水。 

青秀区已组织公安、城管等

部门展开排查。 
青秀区加大排查力度，寻找

污染源头。 

那平江 
4#排污口 

水质较为清澈，但岸

边有施工项目。 存在施工工地，雨天会影响水质。 

1.绿城水务的施工已结束，4#
排口已无黄泥水排出，该区

域的临时污水处理设施已正

常运行，水质较清澈。 
2.施工为博湾公司开展那平
江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在施工过程中要注意河岸

植被的保护、建筑垃圾的堆

放。 

那平江桥 河流水质清澈，但岸

边有项目施工。 

1.博湾公司项目在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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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污水排出，雨天有溢流。 
2.河边有施工工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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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雨污分流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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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岸排水

渠改道工程完成后，不再有

污水流经此河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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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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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到位。 

青
秀
区 

竹排江支流 f 
河流水质浑浊，河底

有淤泥，水体发臭，

有异味。 

河岸边建宁水务进行管网改造施工，

现处于清淤阶段，导致整段河流水质

异常浑浊，水质差。 

建宁水务正在开展南湖-竹
排冲水系环境综合整治子系

项目。 

项目实施过程中注意沿河

环境的保护，防止施工垃圾

进入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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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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子冲上游 
（秀江小学段） 

水量较小，水体较浑

浊，有异味，河床有

淤泥。 

1.污水量远远超过雨污管网一体化处
理设备负荷，废水直排，导致水体黑

臭。 
2.暗涵周围存在桥梁施工，水面漂浮
建筑垃圾。 

1.江南公园附近的排口处建
有沉淀池。 
2.正积极协调施工方施工完
毕后清理河道垃圾。 

1.合理布设管网，做好雨污
分流。 
2.清理淤泥。 

亭子冲 水质有较好的改善。 淤泥未清理完毕，仍有淤泥堆积。 

1.已开展清淤工作，但仍有部
分淤泥未清理完毕。 
2.已开展雨污混接的管道系
统整改工作，完善管网布设。 
3.清理整治沿岸居民畜禽养
殖。 

1.加快清淤进度。 
2.加快管网整改建设。 

凤凰江 
a、b、c段 

水体黑臭，河床底泥

厚。 

1.凤凰江 a 段黑臭较严重，管网错接
乱接，污水直排入河，河岸有围垦种

植。 
2.凤凰江 b段（凤凰江 14#）水量少，
底泥厚，清淤进度迟缓。 
3.凤凰江 c 段水质较清澈，但有轻微
异味。 

1.江南区政府正在协调围垦
菜地征用补偿事宜。 
2.正在组织清淤工作。 

1.合理规划管网布置。 
2.对暗涵管道的沉积进行
清理。 
3.清理河岸围垦种植。 

江
南
区 

水塘江那洪沟 
（海鲜市场段） 水体黑臭、不流通。 调蓄池内水体严重黑臭，水流通性

差。 

1.水塘江河段正开展管网错
接混接整治工作。 
2.在调蓄池中增设曝气设备。 

海绵办正牵头协调解决方

案。 

经
开
区 

水塘江上游支流

张墨坡段 
（大白江） 

水质较上周有明显

改善，河床有淤泥堆

积。 

木材厂附近的排水口已无黄泥水排

出，排水量明显增大，但底泥清理不

彻底。 

1.经开区河长办已开展河段
清淤工作，中建七局负责的

清淤项目已基本完成，预计

月底可以完全清除。 
2.经开区已拆除建城区内的
25户畜禽养殖场，并协调处
理建城区外居仁村附近的养

猪场的拆除工作。 

1.加快清淤行动。 
2.经开区计划在本周内拆
除居仁村附近的养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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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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淤积

严重。 
西乡塘区恒大新城附近河段污泥淤

积严重，异味大。 

1.建宁水务正在进行清淤。已
抽干河道里面的水，用推土

机及挖掘机将河道内淤泥搅

浑，再通过抽污车将污泥抽

走。于 12 月 16 日开始进场
清淤,预计 31日前完成。 
2.岸边及河道内均有保洁人
员进行垃圾清理。 

1.由建宁水务完成淤泥清
理后，再由博湾公司接手进

行污水综合治理。 
2.持续加强河道保洁。 

心圩江 b段 水质浑浊偏黄。 岸边有少量围垦种植。 

1.已设立禁止占用水域岸线
种植农作物警示牌。 
2.两岸排污口基本完成整改。 
3.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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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整治。 

黄泥沟 a段 水体黑臭，部分河道

淤积。 

西乡塘区苏卢村历史排污管道堵塞、

破裂，污水渗出导致水体黑臭，河道

淤积。 

1.由北投公司进行综合治理。 
2.正在截污排水，疏通管道，
并对破裂管道进行修补或更

换。 
3.岸边及河道内均有保洁人
员进行垃圾清理。 

1.由北投公司逐步抽干河
道，疏通、修补管道，并清

理河道淤泥。 
2.北投公司加快完成两岸
新的集污管道修建。 

西
乡
塘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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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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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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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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湖 水质浑浊偏黄，轻度

黑臭。 

吉兴西路桥边之前溢流污水的 2个雨
水口，均已截污，不溢流。但由于雨

污混接，仍有大量污水流入此处雨水

口。 

吉兴西路桥上游雨水口原有

三级沉淀过滤池不足以处理

此处污水量，现博湾公司与

绿城水务联动，增加 2 台提
升泵，四台提升泵将污水抽

入罗赖泵站，泵站再将污水

抽入琅东污水处理厂。现两

处雨水口均已不溢流。 

彻底排查污水来源及溢流

原因并沿线铺设截污管网，

将在罗赖村修建日处理量 6
万吨的污水处理站，届时将

污水抽到此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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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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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两岸边坡已铺设护网。 

加强巡查，加强河道管理，

对两岸进行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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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垦种植农
作物。 

1.已由博世科公司进行综合
污水治理。 
2.沿岸已设立禁止种植告示
牌。 

1.加强垃圾清理力度。 
2.由石埠街道办对岸边种
植物进行清理。 
3.规划河岸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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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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体重度黑臭。 

1.高新区安宁街道连畴村朝阳溪 a 段
起点，正在截污修建新的排污管道，

河道重度黑臭，污泥淤积。 
2.高新区北湖汽车城旁一污水集水井
雨天溢流，河岸围垦种植农作物，岸

边有少量污泥。 
3.在连福路发现两处私宰场直排污血
水。 

1.已由博湾公司进行污水综
合治理。废弃原来小的排污

管网，正在修建大排量的排

污管。大污水管网将污水抽

入新修建的污水处理厂（日

处理污水量：1.5万立方）进
行污水处理。 
2.已对污水进行截污，并抽到
物化站处理；岸边种植农作

物取缔后又复种，现场正在

铲除种植的农作物。 
3.私宰场已由西乡塘城管现
场取缔。 

1.彻底排查上游居民区排
污水口及畜禽养殖等问题，

加快管网铺设和污水处理

厂修建并投入使用。 
2.加强日常河道河岸管理，
取缔非法乱占、乱建等问

题，逐步清淤疏浚。 

心圩江 a段 水质浑浊偏黄，轻度

黑臭。 

1. 西津村灌渠周边生活污水直排入
江，河道内存在少量建筑垃圾。 
2.峙村铜鼓坝下游 800 米处发现两处
污水直排口。 

1.两岸排污口基本完成整改，
收集污水到集水池再抽入市

政污水管网，但该段市政管

网还未贯通，暂时无法处理

周边生活污水。 
2. 峙村铜鼓坝下游 800米处
两处污水直排口未有公司负

责处理，经街道办核实，此

处属于整治范围之外。 
3.由保洁员进行日常河面垃
圾清理。 

1.督促建宁公司加快对市
政污水管网的建设，并对河

道内建筑垃圾进行清理。 
2.调查清楚峙村河段应由
哪个单位负责污水处理，彻

底排查两岸排污口并进行

处理。 

高
新
区 

可利江 水质较为清澈，水流

畅通。 

相思湖大桥旁有三处污水溢流，疑为

周围居民或学校生活污水，出水口轻

度黑臭。 

已完成管道重新修建。初步

排查，由于相投公司污水泵

房抽排能力不足和旧穿江截

污管渗漏导致污水从排口及

污水管渗出至可利江河道。 

督促相投公司制定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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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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新
区 

西明江 a段 水体轻度黑臭，河道

淤积。  
存在污水口，已进行截流；但雨天雨

量大时，会产生溢流。 

1.已修建集水池及物化站。 
2.绿城水务公司正在修建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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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楞塘冲 

源头位于良庆区良

庆镇坛泽村新平路

南面，水体呈黄色，

有异味。 

1.楞塘冲近书林坡村村口处桥下，2
处雨水口有水流出，其中一处有污水

流出，主要是周边居民生活污水排入

导致，一处有大量黄泥水直排，原因

尚在排查中。 
2.楞塘冲良兴路桥下左岸河道有少量
垃圾。 
3.五象大道楞塘冲河段桥下，右岸桥
体上游雨水口有水排出，水体轻微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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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五象大道楞塘冲河段桥下上游 50
米左右处左岸有一个小型排水口直

排附近居民的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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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 2 座沉淀池
在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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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出水体轻微泛黄。 
4.已通知良庆镇对河道垃圾
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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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街道办和各社区加大对
河道的巡查保洁力度。 

良庆河 a段 
水体异味大，轻微泛

黄，排污管有红色污

水排出。 

周围居民生活污水排入河内，污水呈

红色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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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进一步查明污水呈红色
的原因。 

良

庆

区 

良庆河 b段 水体呈黄色，河岸有

少量垃圾。 

1.五象湖坝首部分边坡裸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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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歌海路桥下有一个排水口，疑似周
围房地产公司等生活污水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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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河岸垃圾问题现已整改完
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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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查清歌海路桥下排水口
所排污水来源。 
3.街道办和各社区加大对
河道的巡查保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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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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庆大桥桥下沿岸及河道存在少量
垃圾。 
3.庆歌路桥下河道有少量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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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河岸垃圾问题现已整改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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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和各社区加大对
河道的巡查保洁力度。 
4.督促相关施工单位施工
同时做好预防水土流失保

护工作。 
良

庆

区 

水塘江 a段 河道两岸有垃圾。 龟背桥下河道两岸有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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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两岸垃圾在发现问题后即
刻进行清理，现已整改完毕。 

街道办和各社区加大对河

道的巡查保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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