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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河长制工作简报 

2018年第 5期 

（总第 5期） 

 

南宁市河长制办公室编                            2018年 12月 29日 
     
关于黑臭水体治理 60天攻坚战河长制工作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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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28日完成了对 7个城区、开发区 38段内河河段黑

臭水体治理情况第四轮督查督办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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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秀区那平江（东方广场 N5直排口）已无黄色污水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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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增设了曝气设备，河流较上周有明显改善。经排查发现，那平江

N5直排口的黄色污水来源于蓉茉大道 10号斯和苑，该小区将化粪池

的清理工作外包给广西南宁南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每次清理

作业时，把吸到水灌车的渣液进行二次压缩，然后把压缩液直排市政

雨水管网，因而造成 N5 排口水体泛黄。青秀区公安、城管等部门已

对违规公司进行处罚。 

（二）经开区水塘江上游支流张墨坡段（大白江）河道清淤效果

颇为显著，水质有明显改善，水体流通性好。经开区对水塘江上游支

流部分河段的清淤工作已进入尾声，中铁七局负责的清淤项目已基本

完成，针对因清淤工程中产生的部分黄泥水流到下游河段的问题，经

开区召开建设临时四级拦河截污坝论证会，并计划采用沙袋、鹅卵石

等材料建坝过滤黄泥，解决下游河段水质泛黄的问题。 

（三）良庆河 a段整治效果明显，水体黑臭程度较上周有明显改

善。良庆区已协调博世科公司进行截污处理，并将污水抽到城市污水

管网，由于抽淤工程未完工，水底有污泥沉积，导致有黑色气泡间歇

性上冒，且周围黄泥因施工被冲刷入河导致水体泛黄。 

三、黑臭水体整治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 

（一）凤凰江 a段的整体河流水位较低，河床淤泥裸露，水体有

腥臭味。此处为居民聚集区，市政管网设计不合理，导致生活污水截

污处理不到位，博湾公司对河道的清淤工作进度缓慢。凤凰江（富德

桥段）因江南污水处理厂负荷能力不足，导致不能够满足周边居民生

活污水处理的需要，使得大量污水直排入河，现正在实施江南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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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厂三期工程建设，短期内无法解决污水直排问题。 

（二）心圩江 e段水质清澈，但河岸乱象严重，上楞水坝赤里坡

岸由于 12月 15日拆除违章建筑及畜禽养殖场后没有合适的消纳场地

导致大量建筑垃圾堆放。此处还发现一个污水直排口，岸上仍有少量

畜禽散养及围垦种植现象，河面有水葫芦生长。由于上楞水坝归属划

分存在争议，导致靠近赤里村岸边的河面垃圾无人负责保洁清理。 

四、建议 

各城区、开发区要加大对各个河段的排查力度和监管力度，杜绝

偷排、乱排污水以及河岸乱象等问题发生，明确属地划分，确保每条

河流都有人管理，保持河岸整洁、河道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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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攻坚战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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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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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 50 204 545 460 330 2660 87 0 4643 155 0 

江南区 1201 82 258 861 686 195 175 3 8 390 58 40 

青秀区 713 67 215 431 836 79.94 123 24 212 112 34 70 

西乡塘区 2453 69 590 1794 583 64 120 5 13 81 58 36 

良庆区 435 62 84 289 651 28 80 8 1 42 3 8 

高新区 624 20 101 503 355 198 150 13 18 103 27 101 

经开区 845 24 80 741 712 160.6 787 41 6 60 25 1 

总  计 7070 374 1532 5164 4283 1055.54 4095 181 258 5431 360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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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臭水体 60天攻坚战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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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体黑臭，底泥淤

积。 

1.污水处理管道尚未竣工，污水仍在
外排。 

2.截污、清淤工作已基本完成，但由
于上游截污没做好，下游涵管铺设未

完工，导致清淤效果不明显。 

3.河流附近的私人鱼塘水质差，水面
漂浮绿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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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继续实行疏浚清淤工作。 

1.进一步开展清淤工作。 

2.完善市政管网铺设。 

3.更换涵管，将河道疏通接
入那平江干流。 

那平江支流 1 水体轻微泛黄，河道

浅，水量少。 

黄泥水及水葫芦问题已明显改善，但

由于水量少，水质自净能力差，水体

仍旧轻微泛黄。 

1.河面上的水葫芦已基本清
理完毕。 

2.清淤工作已基本完成。 

3.兴宁区已开始覆盖防护
网。 

完成防护网覆盖。 

竹排江 a、b段 
河道被拦截，水体泛

黄，河道底泥堆积。 

1.北排公司在拆施工便道，拦截河道，
并没有补水。 

2.由于施工，边坡的黄泥被雨水冲刷
入河道导致水体泛黄。 

1.北排公司正在拆施工便
道。 

2.正在河道两岸实施绿化工
作。 

3.b段的垃圾已清理完毕。 

4.沙江河污水处理厂已开始
运行。 

1.绿化完成后开展疏浚清
淤工作。 

2.进行截污，将污水截至沙
江河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

达标后排放。 

兴
宁
区 

朝阳溪 
水体较清，但底泥淤

积严重。 

没有新增排污口，但由于清淤工作难

度大，清淤不彻底，导致水体的感官

质量不好。 

市海绵水城办在开展清淤工

作。 
进一步加大清淤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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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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平江 

（东方广场 N5 
直排口） 

水质清澈，无异味。 
采用曝气设备对水体进行处理，河流

水质较上周有改善。 

1.2018年 12月 18日偷排的
污水已查明来源，青秀区公

安、城管等部门已对违规公

司进行处置。 

2.污水处理设备已正常运
行，另增加曝气设施进行水

质处理，水质清澈。 

青秀区加大监管力度，杜绝

偷排、乱排污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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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的清

理。 

那平江 

蓉茉桥下游 
水质较为清澈。 

河流岸边有小型污水处理设施正在施

工，岸边植被裸露。 
项目仍处于施工期。 

在施工过程中要注意河岸

植被的保护。 

青
秀
区 

那平江 

（半岛闲居河段） 

1.水面有油污、泡
沫、工程碎屑等漂浮

物；水体发黄，有异

味。 

2.污水临时处理设
施运行不正常，仍有

污水直排入河。 

3.岸边有项目施工。 

1.2018年 12月 26日上午督查时，污
水临时处理设施未运行。经了解，为

江苏新奇环保公司在重新调整设备以

适应现在常年水位高的情况。 

2.河岸边存在施工工地，雨天会影响
水质。 

1.已督促江苏新奇环保公司
正常运行临时污水处理设备

处理污水；现已完成管道调

整，处于清洗设备阶段，预

计 12 月 30 日前所有设备正
常运行。 

2.河岸边施工项目为地面式
污水处理厂。 

1.青秀区河长办加大监督
力度，加快设备调整工作进

度，确保污水处理设施保持

正常运行状态。 

2.施工过程中，加盖护网、
护栏，防止工程堆土进入河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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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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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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制定清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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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排江支流 f 

1.茅桥段河流水质
浑浊，河底有淤泥，

水体发臭，有异味。 

2.警苑小区生活污
水直排附近一小沟

渠，污水最终流入竹

排江。 

3.茅桥上游 500处有
一排水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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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浑浊，水质差。 

2.警苑小区所在片区原有污水管道由
于修建快速路被堵，现东葛区无完善

的污水管网，该小区的污水均排入附

近沟渠，最终流入竹排江。 

3.排水口老旧，排出的水体较为清澈，
无异味。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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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警苑小区负责人协调生
活污水处理事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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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于茅桥湖污水处理厂
处于规划阶段，建议将先警

苑小区生活污水接入可处

理的设备。 

3.建议青秀区查明排口信
息与所排水体的来源。 

青
秀
区 

竹排江 g 
（竹排江下游） 

水面干净，水质无异

味。 

国家电网的工程正在施工，导致岸边

杂乱无序，堆放工程垃圾。 

保洁员定期进行河面的垃圾

清理。 

1.施工过程中注意沿岸植
被的保护以及工程材料的

安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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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江 a段 

河流整体水位下降，

河床底泥裸露，水体

有腥臭味。 

1.凤凰江 14#排口处水面上有些许油
斑，由于市政管网设计不合理，导致

排水口有污水溢流，且淤泥未清。 

2.凤凰江 57#排口处的储水池原为存
放附近煤场排放出的黑水，现排口已

封闭，但雨量大时会使黑水溢出污染

水体。 

1.已拆除河岸边非法乱搭乱
建、乱排乱倒的厂房，清理

围垦种植。 

2.开展五一路综合市场污水
乱排整治工作。 

1.抓紧安排清淤。 

2.合理规范管网设计。 

3.处理凤凰江 57#排口的黑
水。 

凤凰江 

（富德桥段） 

该处为凤凰江 a、b
两段的交汇处，该处

黑臭严重，水体有刺

激性气味。 

该排口属沙井污水提升泵站溢流口，

因江南污水厂负荷能力不足，该站点

开机抽排不正常导致大量污水直排入

河，短期内无法解决。 

现正在建设江南污水处理厂

三期工程以解决周边居民污

水排放问题。 

江南污水处理厂三期预计

明年 8月份建成使用。 

江
南
区 

凤凰江 

(宏德桥段) 

水体黑臭严重，水面

有黑色漂浮物。 

1.河岸边有大面积围垦种植。 

2.排污口有污水溢流到河中。 

1.博湾公司在河道内种植美
人蕉，增设曝气装置。 

2.江南区政府正在协调围垦
菜地征用事宜。 

打捞河面漂浮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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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子冲 
水体黑臭程度下降，

有明显改善。 

亭子冲各段治理成效见好，但黑臭仍

未完全解决，淡村段暗涵口有些许垃

圾，尧头岭四柱桥段水面上有些许黑

色漂浮物，且伴有轻微异臭。 

1.江南区对亭子冲各河段都
开展了清淤工作，且清淤仍

在进行。 

2.江南区正在开展雨污混接
整改，逐步完善管网设施。 

1.加快清淤进度。 

2.加快管网整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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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不流通。 

1.调蓄池中有曝气装置处
理。 

2.市海绵办协调光大水务开
展治理工作。 

加快整治进度。 

经
开
区 

水塘江上游支流

（大白江） 

清除了部分河段淤

泥，水质明显改善，

水体流通性较好。 

中铁七局负责的上游支流清淤项目在

清淤过程中的部分黄泥水流到下游河

段，有些许黄泥堆积。 

1.经开区河长办已开展河段
淤泥清理工作，中铁七局负

责的清淤项目已基本完成，

现正处理河岸上的淤泥。 

2.经开区已拆除建城区外居
仁村附近的畜禽养殖场。 

3.经开区针对黄泥水问题召
开建设临时四级拦河截污坝

论证会。 

1.清理畜禽养殖场拆除后
的建筑垃圾。 

2.计划用沙袋、鹅卵石等材
料建设临时四级拦河截污

坝，年底前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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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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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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水务正在开展清淤。已
截流抽干河道，用推土机和挖

掘机将河道内淤泥搅浑，再通

过抽污车将污泥抽走。已于

12 月 16 日开始进场清淤,预

计于 12月 31日前完成，但目
前进度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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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阳溪 c段 河面大量垃圾漂浮。 

由于上游正在开展河道截流清淤，部

分淤泥排入下游导致水体轻微黑臭。

河面大量树叶漂浮。 

由保洁员进行日常河面垃圾

清理，但朝阳溪 b、c段分界
处未划清属于哪个城区负责，

此处垃圾尚未落实专人负责

清理。 

1.加强河面及河岸垃圾清
理力度。 

2.划清交界断面河面垃圾
清理责任。 

西
乡
塘
区 

心圩江 e段 
水质较为清澈，河岸

乱象严重。 

1.上楞坝赤里村岸边由于 12月 15日
拆除违章建筑及畜禽养殖点后没有合

适的消纳场地导致大量建筑垃圾堆

放。 

2. 上楞坝赤里村岸边发现一处污水
直排口，岸上仍有少量畜禽散养及围

垦种植，河面有水葫芦生长。 

1.已告知城区政府，城区正在
寻找解决方案。 

2.由于上楞坝归属划分尚未
明确，靠近赤里村岸边的河面

垃圾无人负责保洁清理。 

1.由西乡塘区政府寻找建
筑垃圾消纳场。 

2.划清上楞坝归属地后由
属地负责河道清理工作。 

3. 加强河道日常管理，取
缔非法乱占、乱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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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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圩江 

（明月湖段） 

水质浑浊偏黄，轻度

黑臭。 

心圩江明月湖段屯渌村发现 2 处生活
污水直排口，排口处轻度黑臭。 

已由北投公司在排污口处修

建集水池及排污管，但由于水

泥未干未能使用，污水仍直排

入江。 

督促北投公司加快对此处

排污口的整改力度，彻底排

查两岸排污口。 

黄泥沟 

a段 

水体重度黑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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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开展截污排水，疏通管
道，并逐步对破裂管道进行修

补或更换，但目前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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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河道底泥。 

2.督促北投公司加快完成
两岸新的集污管道修建。 

西明江 

b、c段 
水体重度黑臭。 

西乡塘区昌泰西城（9#）上游正在进
行河道清淤，部分淤泥排入下游导致

水体黑臭。雨水口有污水直排入江。 

1.两岸直排口基本完成整改。 
2.逐步清淤疏浚。 

1.完善污水管网。查明污水
直排原因。 

2.加快完成河道清淤疏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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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
种植。 

1.已由博世科公司进行污水
综合治理。 

2.沿岸已设立禁止种植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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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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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由博湾公司开展污水综合

治理。废弃原有小直径的排污

管网，修建直径大的排污管，

预计 2019元旦过后完工。大
直径污水管网将污水抽入新

修建的一体化设备（日处理污

水量为 1.5万立方）进行污水
处理。 

1.彻底排查上游居民区污
水直排口及畜禽养殖等问

题，加快管网铺设和污水处

理厂修建并投入使用。 

2.加强河道日常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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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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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基本完成雨污分流整改，

污水收集至集水池，但该段市

政管网还未贯通，无法正常抽

入市政污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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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新
区 

心圩江 

e段 

水质较为清澈，河面

存在油渍及垃圾漂

浮。 

上楞坝赤里村河岸大量生活垃圾堆

积，河面有油渍漂浮及少量水葫芦生

长。 

心圩街道办每日派出保洁人

员进行河面垃圾清理及水葫

芦打捞，但赤里村沿岸属西乡

塘区，岸边垃圾未及时清理导

致河面不断有垃圾漂浮及水

葫芦生长。 

1.已告知西乡塘区及时清
理赤里村沿岸垃圾。 

2.加强河道管理，加强垃圾
清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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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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圩江 

（明月湖段） 

水质浑浊偏黄，重度

黑臭。 

吉兴西路桥边污水集水井存在溢流，

入水口有大量泡沫漂浮物，周围水体

呈现黑臭现象。 

雨污未分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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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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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排查污水来源及溢流

原因并沿线铺设截污管网，

计划在罗赖村修建日处理

量 6万吨的污水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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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相投公司污水泵房抽排

能力不足及旧穿江污水管堵

塞渗漏导致污水从排口及污

水管渗出至可利江。已完成

新建跨湖污水管道修建，但

市政污水管水位较高无法将

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督促相投公司制定解决方

案，彻底排查污水溢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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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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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道及沿岸有垃圾。 

1.书林坡村村口处桥下河流沿岸及河
道水面有少量垃圾。 

2.五象大道楞塘冲河段桥下上游 50
米左右处左岸有一个生活污水小型排

水口。 

3.新良路桥下左岸有一处排污口已堵
上，但仍有居民生活污水溢流，疑似

管道破裂。 

4.庆林路桥下河道水面及河道两岸有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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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良路桥下的排污口污水
溢流原因尚在排查中。 

4.已通知良庆镇对河道垃圾
进行清理。 

5.上周督查时发现的书林坡
村村口处桥下直排污水及黄

泥水情况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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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和各社区加大对
河道的巡查保洁力度。 

3.对楞塘冲周边的临时居
民协调搬迁。 

良庆河 a段 

水体呈黄色，水底有

淤泥沉积，有少量黑

色气泡上冒。 

周围施工导致岸边黄泥冲刷入河，水

体呈黄色，因抽淤工程未完工，水底

有污泥沉积，导致时有黑色气泡上冒。 

1.博世科公司已进行截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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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水体较上周黑臭程度已明
显改善。 

1.加快修建污水管网的申
请进度。 

2.加快抽淤进度，抽淤完毕
后进行管网排查。 

良

庆

区 

良凤江上游支流

（玉洞木材城附

近） 

水体呈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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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已整改完毕，岸边加装了

防护网围挡河岸。 

1.由洗砂场及工地补齐相
关手续，做好相关措施再运

行。 

2.对工地裸露的黄土覆盖
护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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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较清，但河底黄

泥沉积，导致水体呈

黄色。 

水体呈黄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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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黄泥沉积河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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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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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督促相关施工单位施工
同时做好预防水土流失保

护工作。 

水塘江 a段 河道上有垃圾漂浮。 

1.龟背桥下河道水面存在漂浮生活垃
圾。 

2.那洪路桥下河岸有少量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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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庆区河长办正在制定方
案建立长效保洁机制。 

街道办和各社区加大对河

道的巡查保洁力度。 

良

庆

区 

良庆河 b段 
水体呈黄色，河道有

垃圾。 

1.歌海路桥下河道有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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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月路尽头河道正在施工修便道，
便道中只留一个排水管，汛期疑似存

在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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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督查发现歌海路桥下
有一个排水口，现已停止排

水。 

4.已通知良庆区对河道垃圾
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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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和各社区加大对
河道的巡查保洁力度。 

3.建议协调相关部门处理
修建施工便道所存在的安

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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