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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

桂环函〔2019〕1218号 签发人：曹伯翔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自治区十三届
人大二次会议第 460 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黎禹功等 12位代表：

你们在自治区第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强

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由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交由我厅主办，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编

办（绩效办）、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

住房城乡建设厅、林业局协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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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措施及工作进展

（一）突出抓好养殖污染治理和管理方面。

1.1.1.1.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流域内各县区共建立养殖档案养殖

办理结果分类：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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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户18217家，干支流沿线200米内已清拆或关闭养殖场户11411

家，涉及存栏生猪43万头、栏舍面积达181.51万平方米。排查出

存在粪污直排的养殖场8900家，送达书面整改告知书的有8343

家，其余已经关闭或者清拆。

2.2.2.2.推进生态养殖。推进生态养殖。推进生态养殖。推进生态养殖。在流域内推广“高架床＋有机肥＋益生菌

＋种植”、“异位发酵床”等畜禽现代生态养殖模式。截止2018年

年底，全流域有规模养殖场2112家，通过生态养殖认证的规模

养殖场有1807家，占比达85.56%。

3.3.3.3.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2018年底，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将北流市推荐为2019年中央预算内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

进项目并通过农业农村部评审，将玉州区和福绵区列为2019年

自治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至此，南流江流域内实现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全覆盖，其中，博白县、灵山县、浦北

县、兴业县、合浦县、陆川县和北流市7个县（市）先后获得国

家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福绵区和玉州区2个城

区获得自治区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通过项目实施，规

模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得到较大提高，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明显提升。据2018年核定，粪污综合利用率玉州区达86.23%、

福绵区达99.16%、陆川县达75.4%、博白县达90.75%、兴业县达

89.21%、北流市达75.62%、玉东新区达91.47%、灵山县达

81.72%、浦北县达83.08%、合浦县达99.77%，粪污处理设施配

套玉州区达84.85% 、福绵区达91.46%、陆川县达87.88%、博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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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达100%、兴业县达97.19%、北流市达80%、玉东新区达

85.71%、灵山县达82.83%、浦北县达81.65%、合浦县达79.84%。

均达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67％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

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76.70%以上的年度工作目标。

（二）自治区各业务部门加大对南流江流域各市的项目资

金倾斜和指导力度方面。

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南流江流域内实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全

覆盖，其中，博白、灵山、浦北、兴业、合浦、 陆川和北流7

个县（市）先后获得国家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福绵和玉州2个城区获得自治区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国

家财政资金支持达32650万元，自治区财政资金支持600万元。

住建部门：住建部门：住建部门：住建部门：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会同自治区财政厅对南流江

流域内镇级污水处理厂安排专项建设资金补贴6.1亿元，2016年

至2018年连续两年对南流江流域已建成并实现正常运营的镇级

污水处理厂提供运营补贴共624.7万元；针对污水管网覆盖面不

够的问题，2018年从城市管网专项资金中安排补助资金2200万

元支持玉林市项目；2019-2020年还将按建设规模给予流域内每

座镇级污水处理厂100-250万元补助资金，用于配套管网建设。

截至目前，南流江流域已建成县级以上污水处理厂5座，排水标

准均提升至一级A排放标准，日处理污水能力达30.5万吨；建成

镇级污水处理厂61座，已实现流域内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基本实现设施稳定运行或试运行，运行负荷率逐步提高，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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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污水能力达5.5万吨，新增污水配套管网约248公里。截至2018

年底，南流江流域内各市县污水处理率分别为：玉林市99.15%，

博白县96.30%，陆川县93.14%，兴业县96.87%，合浦县96.85%，

浦北县97.00%。南流江流域内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取得一定

成效。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部门：：：：2016-2019年，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共争取

中央及自治区水专项和农整资金约2.8848亿元支持南流江流域

水环境综合治理，其中仅支持玉林市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约

1.436亿元，农整资金约7310万元。水利部门：水利部门：水利部门：水利部门：近年来自治区水

利厅共投入2540万元治理南流江8条小流域，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5平方公里，治理崩岗10座。工信部门：工信部门：工信部门：工信部门：安排专项资金2400万

元支持南流江流域5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建设，其中仅

支持玉林辖区工业园建设就有1900万元。目前玉林市4个工业园

区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均已建成，处于试运营阶段，玉柴工业园

于去年10月底试水运行。现对玉林市玉博大道东侧干管约3.5公

里范围进行封闭施工，已开挖并完成管道安装约2.6公里，累计

完成建设投资约1.6亿元。发改部门：发改部门：发改部门：发改部门：2018年提前安排2019年自

治区本级预算内基建投资3000万元，争取到中央预算内投资

6580万元；2019年争取到中央预算内投资8800万元，拟安排自

治区乡村振兴补助资金9052万元。支持南流江流域治理项目建设。

（三）四座水库建设情况。

1.1.1.1.龙云灌区工程情况龙云灌区工程情况龙云灌区工程情况龙云灌区工程情况。。。。2016年以来，自治区水利厅积极争取

将龙云灌区纳入了全国《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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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2016年10月-2017年4月，自治区水利

厅指导玉林市编制完成了《广西玉林市龙云灌区工程规划报告》

（送审稿），但由于该工程未列入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

利项目及国家准备下放大型灌区审批权限等原因，水利部一直

未启动该项目的审查审批工作。为完善规划设计，2018年，指

导玉林市对规划报告进行了重新修编，2018年10月底水规总院

开展了规划报告技术审查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报告修改。2017

年12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关于下放政府出资水利项目

审批事项的通知》（发改农经〔2017) 2296 号）将新建大型灌

区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省级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建

议玉林市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只要符合可研审批条件将予项目

可研批复，并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建议玉林市按照技术审

查会议纪要，抓紧组织设计单位对《广西玉林市龙云灌区工程

规划报告》进行修改并尽快报送自治区水利厅，为可研报告编

制提供依据和基础。

2.2.2.2.兴业县黄章水库情况兴业县黄章水库情况兴业县黄章水库情况兴业县黄章水库情况。。。。黄章水库为列入《全国中型水库建

设总体安排意见（2013-2017年）》和《全国水利改革发展“十三

五”规划》的新建中型水库项目，目前该水库可行性研究报告已

经过水利部珠江委的审核，力争在2019年内完成可行性研究报

告和初步设计的批复工作，待完善前期工作后将积极向中央申

报2020年度投资计划。

3.3.3.3.福绵区六林水库、博白县鸡冠水库情况。福绵区六林水库、博白县鸡冠水库情况。福绵区六林水库、博白县鸡冠水库情况。福绵区六林水库、博白县鸡冠水库情况。福绵区六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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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原规划为新建小（1）型水库，但由于结合环北部湾水资源配

置工程中转库建设等原因，六林水库拟按中型规模来建设，目

前由福绵区水利局正在准备组织开展项目各项前期工作。博白

县鸡冠水库现状为小（1）型水库，拟通过加高大坝扩建为中型

水库，同时通过新建隧洞及管道将充粟水库和鸡冠水库连通，

目前由博白县水利局正在准备组织开展项目各项前期工作。

（四）水源涵养林建设情况。

1.1.1.1.编制发展规划编制发展规划编制发展规划编制发展规划，，，，制定指导意见制定指导意见制定指导意见制定指导意见。。。。2015年，出台《广西自治

区级以上公益林更新改造管理办法》，要求将林龄满5年以上的

成、过熟二、三级自治区级以上公益林按树纯林采用低效林改

造方式进行皆伐更新，改造为生态功能更优的乡土阔叶林或针

阔混交林。2017年2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营

造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实施金山银山工程的意见》（桂政办发

〔201711 29 号），实施森林质量提升和森林景观改造项目，将

生态重要区域的按树纯林改造成与乡土树种的混交林。指导玉

林市林业局在陆川县组织召开了2018年全市树种结构调整工作

现场推进会。截至目前，已完成流域内按树纯林改造面积14670

亩，占年度按树改造目标任务7000亩的209.6%，比上年度完成

面积8060亩增加了82.0% 其中，玉州区207.8亩、玉东新区200

亩、福绵区5425亩、兴业县875亩、北流市400亩、博白县7075

亩、陆川县487.2亩。

2.2.2.2.规范重点生态区域按树纯林经营规范重点生态区域按树纯林经营规范重点生态区域按树纯林经营规范重点生态区域按树纯林经营。。。。指导玉林市林业局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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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玉林市林业局关于开展规范重点生态区域按树纯林经营

工作的通知》，明确在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

护区内及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禁止新种植轮伐期不足

十年的用材林，禁止毁林开垦、全垦整地、炼山等掠夺式经营

方式。多次召开专项会议，2018年5月在玉林市大容山林场召开

玉林市重点生态功能区造林大户规范经营座谈会，宣传林业惠

农支农政策及重点生态区域营造水源林优良树种推介，探讨加

快推进饮用水源地及自然保护区等生态重要区域的树种结构优

化的措施及做法。组织开展“南流江流域按树种植对地表水环境

质量现状影响调查服务”和“测土配方施肥调查服务”项目，2018

年11月，召开玉林市测土配方施肥培训会，通过调查和监测，

指导业主群众推进林业测土配方施肥，配合推进环境综合整治

“减磷”行动。

3.3.3.3.科学经营科学经营科学经营科学经营，，，，制订按树种植技术标准制订按树种植技术标准制订按树种植技术标准制订按树种植技术标准。。。。颁布实施《按树短周

期人工林栽培技术规程》和《按树人工用材林培育管理规范》，

并做了明确，一是一是一是一是按树只能在栽培区范围内的人工商品林地发

展，不能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林区、水源林区等公益林区

营造按树人工商品林；禁止砍伐天然林、水源林、风景林种植

按树；不宜在坡度26度至34度的斜坡林地经营轮伐期低于7年的

短周期用材林。二是二是二是二是种植按树时要适当保留山顶、山脚、山谷、

急险陡坡的原有植被，保留面积不低于整个造林区面积的

10% 。三是三是三是三是严格遵守除草剂使用规范，避免伤害人畜或污染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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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等；陡坡地应尽量少用或不用除草剂除草。四是四是四是四是坡度大于30

度以上林地种植按树时不宜带状松土。五是五是五是五是禁止使用世界卫生

组织IA，IB类清单中所列的物质和氯代烃的杀虫剂，以及国家

法律法规和国际公约规定的禁用化学制剂。

4.4.4.4.积极引导积极引导积极引导积极引导，，，，扶持按树替代树种种植扶持按树替代树种种植扶持按树替代树种种植扶持按树替代树种种植。。。。我区林业部门一直在

探索和试验替代按树的树种，按照分类经营、分区突破的原则，

抓好流域内按树纯林改造工作，积极引导农户大力发展生态经

济兼优的乡土树种及名特优经济林。如福绵区在樟木镇中荔村

实施按树改造澳洲大花梨；陆川县在沙湖镇实施按树改造橘红、

柑橘等，在米场镇实施按树改造柑橘；博白县在菱角镇、东平

镇实施按树改造沃柑，在那林镇实施按树改造杉木，在博白镇、

亚山镇实施按树改造松树、樟树、相思树等。

（五）加强基层环境保护能力建设，提高环保执法水平方面。

1.1.1.1.南流江流域环保系统机构编制情况南流江流域环保系统机构编制情况南流江流域环保系统机构编制情况南流江流域环保系统机构编制情况。。。。南流江流域流经我区

北海、钦州、玉林3个设区市，流经河段最长在玉林市。据了解，

北海、钦州、玉林3市各级环保体系健全，3个市及所辖县（市、

区）环保部门共核定行政编制115名，实有102人，空编13名；

共核定事业编制607名，实有564人，空编43名。其中，玉林市

设有市生态环境局、市环境监察执法队伍、自治区驻玉林市环

境监测机构、环境应急管理处置机构等，核定行政编制14名，

实有14人；核定事业编制96名，实有85人，空编11名。其所辖7

个县均设有市生态环境局派出分局、市生态环境局派出县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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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监察执法队伍、市驻县环境监测机构等，共核定行政编制43

名（平均每县6名），实有44人；核定事业编制198名（平均每

县28名），实有189人，空编9名。所辖110个镇（街道）中，有

107个推行乡镇国土规建环保安监机构“四所合一”改革，将环保

工作覆盖到乡镇一级，核定事业编制1287名（平均每个乡镇12

名），实有1124人，空编163名。与全区各地相比，玉林市各级

环保系统机构编制配置均略高于全区平均水平，且市县乡三级

尚有共计183名空余编制未完全使用。

2.2.2.2.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县级环保部门存在环境执法人员缺编严重县级环保部门存在环境执法人员缺编严重县级环保部门存在环境执法人员缺编严重县级环保部门存在环境执法人员缺编严重””””的问的问的问的问

题。题。题。题。自治区编办历来高度重视环保系统队伍建设工作，明确指

导各地机构编制部门在机构改革和编制保障中，优先支持和考

虑基层环保机构用编需求，使之适应新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开展需要。2013年以来，在全区严控机构编制情况下，先后给

自治区环境保护领域增设事业机构5个（其中单独设立1个，挂

牌设立4个），增加事业编制30名；自治区本级在控编减编工作

中，共核减49个区直部门所属的300个事业单位的事业编制，但

为确保环保部门工作力量，明确不核减1个自治区环保领域的人

员编制；在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工作中，指导各地共盘活调剂2800

多名编制，用于加强乡镇环保工作力量等。考虑到我区各级行

政编制普遍紧缺，且行政编制审批权限在中央，事业编制又实

行严格的总量控制，在中央未给各地新增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

总量之前，自治区很难突破限额为市县调增编制，各地加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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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环保机构队伍建设所需编制只能在当地现有编制总量内调剂

解决。鉴于南流江流域3市生态环境机构尚有不少空余编制，建

议3市充分利用好现有空编资源，及时补充业务急需紧缺人员。

同时结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和垂直管理制度改

革，统筹配置现有环保工作力量，整合加强基层执法资源，形

成工作合力。下一步，自治区编办将指导市县加大编制资源统

筹调配力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在机构编制方面对

南流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予以适当照顾和倾斜。

3.3.3.3.关于关于关于关于““““恳请自治区协调有关方面利用机构改革的机会恳请自治区协调有关方面利用机构改革的机会恳请自治区协调有关方面利用机构改革的机会恳请自治区协调有关方面利用机构改革的机会，，，，支支支支

持乡镇成立独立的参公编环保站，赋予行政执法权持乡镇成立独立的参公编环保站，赋予行政执法权持乡镇成立独立的参公编环保站，赋予行政执法权持乡镇成立独立的参公编环保站，赋予行政执法权””””的问题的问题的问题的问题。。。。为

突破乡镇一级没有环保机构的体制障碍，破解乡镇环境监管职

责缺失难题，我区已于2014年7月至今在全区创新推行乡镇国土

资源、村镇规划建设和环境卫生、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监管等

机构“四所合一”改革，组建乡镇国土规建环保安监站，加挂乡

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牌子，赋予乡镇“四所合一”机构行政执法

权，将环保监管工作范围覆盖延伸到了乡镇一级，并取得明显

成效。目前，全区乡镇“四所合一”机构共核定事业编制1万多名，

比2017年增加399名，增长近3%，人员配备到位率从77.6%上升

至86.5%。在乡镇招录难、留人难的情况下，各地想方设法共为

乡镇“四所合一”机构增调环保、安监等在内的执法人员2800多

名。截至2018年12月底，全区乡镇“四所合一”机构开展涉及环

境保护领域单项执法8955次，综合性执法7153次，其他类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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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3798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执法效果明显，基层生态环

境保护管理力度、人员调配执法能力建设等方面得到了有效加

强，乡村生态和人居环境得到不断优化。乡镇是最基层的政权

组织，直接面对群众开展工作，其所承担的事务大多具有季节

性、阶段性等特点，工作模式与上级有所不同，且行政管理资

源也相对不足，较为紧缺，很难做到一一对应上级设置机构。

中央和自治区多次在改革指导文件中强调，乡镇要尽可能整合

基层工作力量和资源，综合设置机构。因此，综合上述情况，

同时结合我区乡镇已实现环保机构全覆盖的实际，为避免改革

再走“回头路”，增强乡镇生态环境工作合力，乡镇不宜再单独

设置环保站。

下一步，自治区编办将继续抓好中央和自治区已出台改革

文件的贯彻落实，持续指导和关注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机构和职

能体系建设，不断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着力解决基层生态

环境保护监管能力薄弱问题。

（六）加大对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资金支持力度方面。

1.20181.20181.20181.2018年南流江水环境综合治理资金支持情况。年南流江水环境综合治理资金支持情况。年南流江水环境综合治理资金支持情况。年南流江水环境综合治理资金支持情况。2018年，自

治区财政会同发改、工信、环保、水利、住建、农业等有关部

门筹集资金11.51亿元投入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其中：

安排玉林市9.24亿元专项用于开展南流江干流规模养殖场高架

床改造、支流养殖场清拆、镇级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等重

点工程。另外，2018年12月自治区财政切块下达玉林市中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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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和城市管网专项资金0.54亿元（此项资金不包

含2018年自治区统筹的9.24亿元之内）。

2.2.2.2.2019201920192019年南流江流域综合治理年南流江流域综合治理年南流江流域综合治理年南流江流域综合治理资金支持情况资金支持情况资金支持情况资金支持情况。。。。2019年，自治

区财政会同有关部门将通过以下方式筹措资金，继续支持玉林

市开展南流江流域综合治理工作。资金支持规模原则上不低于

去年。一是一是一是一是通过统筹相关专项资金支持。截至目前，自治区财

政已经在自治区本级财政相关专项资金中落实1亿元支持玉林

市2019年南流江流域综合整治工作。二是二是二是二是通过新增政府债券支

持。2019年，自治区财政将结合财政部下达我区新增政府债务

限额额度，综合考虑南流江流域综合治理中的资本性项目及玉

林市有关市县其债务风险、财力、项目储备等因素，原则上不

低于上年的额度予以支持。三是三是三是三是通过协调各业务主管部门争取

中央资金支持。通过上述渠道，可统筹落实资金8.54亿元，剩余

所需资金自治区相关部门积极争取中央资金，在项目安排上对

玉林市予以倾斜支持。

二、下一步工作

按照《2019年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方案》（桂

政办函〔2019〕12号）分工要求，自治区各有关部门结合自身

职责，积极争取各部门专项资金，多渠道加大资金筹措力度，

加强业务指导，支持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指导流

域内各市进一步完善项目储备和项目申报，积极推进现有项目

的前期准备工作和加快推进已实施项目的建设进度。农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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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推进流域内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养殖户生态化改造；

住建部门继续安排镇级污水处理设施运营补贴，加大管网建设

力度；林业部门大力开展造林绿化活动，着力改善森林结构质

量，巩固和提升流域生态功能；水利部门进一步加快推进四座

水库工程建设，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水资源保护；

生态环境部门继续加大流域水环境监管力度，跟踪各项治理工

作进度，确保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19年 5月 30日

（信息是否公开：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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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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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