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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自治区十三届人大
二次会议第 022号建议的答复

邹春等 8 位代表：

你们在自治区第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区域联

动治理南流江水环境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由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交由我厅办理。《建议》紧扣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热点，

切合地方实际，针对性强，对我区推进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

理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我厅对该《建议》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

现答复如下：

一、主要措施

（一）各级高度重视，统筹推进综合治理。

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

理念，强力推进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将南流江流域

水环境治理纳入2018年、2019年自治区重大项目。自治区领导多

次深入一线开展调研，高位推进南流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我

办理结果分类：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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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成立了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南流江治

理作为开展“清水行动”的“一号工程”来全力推进。2018年以来，厅

领导多次带队赴南流江开展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专题调研，召开

厅党组会议专题研究南流江综合治理工作，组织科研单位开展水

质加密专项监测和污染源调查解析。2018年12月-2019年4月，我厅

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合作研发南流江流域污染防治三维地理信息

平台系统建设，通过信息化手段全面、直观地掌握玉林市南流江

流域涉污、防污、控污情况，分析水质变化趋势，识别主要污染

来源，实现南流江水质和综合治理成果信息的空间化展示及污染

源的精准定位，为南流江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减

少对南流江下游的影响。流域内相关市、县强化责任，狠抓落实。

各市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认真研究制定年度具体

工作计划，落实责任和完成时限。实施市、县、镇、村“四级联动”，

召开动员部署大会，统一思想认识，全面防控，推进南流江流域

水环境综合治理。

（二）印发政策文件，助推工作落实。

2018年，自治区印发《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三年

作战方案（2018—2020年）》《广西深入推进畜禽粪污治理和资

源化利用实施方案》《2018年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方

案》。2019年4月，印发《2019年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攻坚

方案》。方案明确了目标任务、完成时间节点、责任部门等，对

自治区及流域内各市、县有关部门开展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

理各项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自治区及各市、县有关部门上下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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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共同推进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三）成立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治理难题。

建立了自治区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由分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自治区副主席任召集人，自治区

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任副召集人，自

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

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水文

水资源局，以及流域内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为成员单位。

明确各部门、各单位工作职责，定期将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进展报送联席会议办公室。构建从自治区、市级、县级纵

向联动和流域内各市相互沟通协调合作的区域性联动联防联治体

系。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季度至少召开 1 次全体会议，由召集人或

副召集人主持，平时根据工作需要，临时召集会议，及时掌握南

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进展，跟踪督促各项整治工作。自

治区各成员单位及玉林市、北海市、钦州市加强沟通，互通信息，

互相配合，共享流域监测、治理进展等信息，形成合力，充分发

挥联席会议作用，协调解决流域治理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共同推

进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此外我厅成立了南流江流域水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专家组、监测组、督察

组、宣传组，及时指导和督促流域内各市、县有关部门开展南流

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流域内三市每年召开南流江流域各

级河长联席会议，解决跨区域协调难点问题，全面推进南流江流

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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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续跟踪督导，层层压实责任。

一是一是一是一是开展调研指导。2018年以来，我厅多次组织技术人员到

玉林市、北海市、钦州市各县、区现场调研流域整治工作，分析

超标原因，指导各县有针对性开展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召开专题视频会。我厅组织专家团队每月召开水环境质量分

析会，对南流江干支流水质进行重点分析，分析南流江水环境状

况和面临的压力，剖析污染来源，提出对策及建议。督促玉林市、

北海市、钦州市有关部门加强联防联治，深入推进南流江流域水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确保水质达考核目标要求。三是三是三是三是及时预警预

报水质状况。我厅每月对水环境状况进行分析，将水质超标情况

及结合现场调研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函告玉林市人民政府及流域

内各市级、县级河长，督促有关市、县加强畜禽养殖污染、生活

污染、工业污染等治理工作。

（五）加大资金投入，推进南流江水污染防治。

2016-2018年，全区共投入约 28.6 亿元治理南流江水环境污

染，其中中央资金约 1.6 亿，自治区本级资金约 22.7亿，玉林市

市级资金约 4.3亿。2016年玉林南流江段投入约 5.63亿，2017年

投入约 7.7亿，2018年投入余约 15.3亿。其中，2018年底，我厅

追加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3900万元（玉林 3200万元、北海

700万元）投入南流江治理，2019年，我厅继续争取自治区及中

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持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同时向

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议各部门通过其他专项多渠道继续加大资金投

入力度，投入资金不少于 2018年。



—5 —

二、主要工作进展

（一）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截至目前，玉林市南流江流域已

划定的干支流禁养区内清拆（含去功能化）猪场约 1.68万家，清

拆面积达 284.5万平方米，清理生猪约 75.44万头。完成养殖场截

污约 2.4万家，建截污池 3.2万个，成立合作社 52家，购置清粪

转运车 80辆；完成生态化改造养殖场 2300 家，建设生态养殖集

中示范区 12个；建成有机肥厂 22家，签约收运粪污养殖场 299

家。博白、兴业和陆川县成功申报国家整县推进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项目，共获得 1.315亿元中央资金支持。钦州市累计清理养

殖场 503家，其中养猪场 452家、生猪 19760头，养禽场 50家、

家禽 183880羽，养牛场 1家、牛 80头；已通过自治区生态养殖

场认证 141家。北海市南流江流域合浦段沿岸 200米禁养区范围

内已无规模化养殖场，共有 97户畜禽散养户，完成整改 93户；

完成配套建设废弃物处理利用设施的规模养殖场 124家、且全部

通过自治区生态养殖场认证，设施配套率为 83.2%；共 5个养殖场

获得农业部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称号。

（二）城镇、农村生活污染治理。玉林市南流江流域的 41个

镇级污水处理厂完成建设和设备安装，共建成配套管网 63.6公里。

玉林城区 13个污水直排口全部完成截污。博白县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工程、兴业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已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钦州市 14个镇级污水处理厂已建成投入运行，正在完善部分污水

处理厂的配套管网。浦北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已完成 60%

主体工程建设。北海市 6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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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已投入试运行，二期工程正在开

展前期工作。

（三）工业污染治理。目前南流江流域 8个工业园区（玉林

市 7个、钦州市 1个），其中玉林市 7个已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

钦州市浦北县工业集中区污水已纳入镇级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同时计划在泉水工业区、张黄工业区独立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正

在开展设计工作。

（四）河道综合整治。玉林市南流江流域共 1456个入河排污

口，目前完成整治 1395个，剩余 61个列入 2019年整治任务中；

钦州市入河排污口已整治完成；北海市合浦县剩余 14个入河排污

口已列入 2019年整治任务。2018年，玉林市、县两级在南流江流

域共执法巡查 318次，开展执法行动 17次，整治违法采砂场 65

个，捣毁违法采砂船 31艘。钦州市共取缔南流江非法采砂场 183

处，有效遏制了违法采砂蔓延的势头。北海市南流江流域合浦段

的违法采砂点已全部清理取缔。

三、治理成效

通过自治区及流域各级部门上下勠力同心，大力推进南流江

流域水环综合整治，南流江治理取得一定成效。2018年，南流江

两个国家“水十条”考核断面，玉林市横塘断面 7月、9月、10月、

11月、12月水质均达Ⅲ类，年平均水质达Ⅳ类，达到自治区《2018

年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方案》目标要求；北海市合浦

县亚桥断面年平均水质为Ⅲ类，满足考核要求。南流江 2018年下

半年数据与上半年相比，横塘断面水质改善明显，支流基本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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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Ⅴ类。基本实现自治区主席陈武提出的“一年初见成效”的目标

要求。

2019年 1-4月，南流江横塘断面平均水质为Ⅳ类，与 2018年

同期相比有所好转；亚桥断面平均水质为Ⅲ类，达国家考核目标

要求。

四、下步工作

下一步，我厅将继续会同自治区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服务和

技术指导，充分发挥三市联防联控联治跨区域合作机制的作用，

深入推进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指导流域内各市、县

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重点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生活污染整

治、工业污染防治等综合治理工作，确保 2019年实现陈武主席提

出的“两年显著见效”的目标要求。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19年 4月 30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承办人及联系电话：郑红萍，0771-5773857

抄 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北海市人大

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自治区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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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办理答复征求意见表
20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建议编号建议编号建议编号建议编号
022 领衔代表领衔代表领衔代表领衔代表 邹春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自治区生态环境

厅单办

建议标题建议标题建议标题建议标题 关于区域联动治理南流江水环境的建议

承办单位与代承办单位与代承办单位与代承办单位与代

表沟通情况表沟通情况表沟通情况表沟通情况
AAAA、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BBBB、信函、信函、信函、信函 CCCC、上门走访、上门走访、上门走访、上门走访 DDDD、座谈、座谈、座谈、座谈 EEEE、未沟通、未沟通、未沟通、未沟通

对办理态度对办理态度对办理态度对办理态度

是否满意是否满意是否满意是否满意
AAAA、满意、满意、满意、满意 BBBB、基本满意、基本满意、基本满意、基本满意 CCCC、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

对办理结果对办理结果对办理结果对办理结果

是否满意是否满意是否满意是否满意
AAAA、满意、满意、满意、满意 BBBB、基本满意、基本满意、基本满意、基本满意 CCCC、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

对承办单位改对承办单位改对承办单位改对承办单位改

进办理和答复进办理和答复进办理和答复进办理和答复

工作的建议工作的建议工作的建议工作的建议

对自治区人大对自治区人大对自治区人大对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改进代常委会改进代常委会改进代常委会改进代

表建议工作的表建议工作的表建议工作的表建议工作的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代表签名：代表签名：代表签名：代表签名： 代表证号：代表证号：代表证号：代表证号：

注：请代表本人填写并签名，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前将此表寄送或传真至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联络处，或者直接登录广西人大代表履职网络平台

（http://dblz.gxrd.gov.cn）或履职通 APP，在对应建议板块填写测评表。

联络处联络电话（兼传真）：0771-2858084

电子信箱：gxrdLLch@163.com 邮箱编码：53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