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生 态 环 境 厅  
 

桂环函〔2019〕1684 号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第 20190082 号提案的答复 

 

刘翔委员： 

您在自治区政协第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强化市际

联防联治，协同保护好洪潮江水库生态环境的提案》（编号：

20190082）收悉。我厅结合自治区财政厅、水利厅的反馈意见形

成初步答复于 7 月份与您沟通，针对您进一步提出的请自治区支

持洪潮江水库清理“四乱”和支持指导洪潮江水库速生桉林改造

等建议，我厅再次请自治区财政厅、水利厅、林业局进一步补充

会办意见。综合各部门两次反馈意见，现就提案答复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洪潮江水库是北海市主城区的备用饮用水水源地、合浦县县

城的备用饮用水水源地，同时也是钦州市钦南区那思镇的在用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好洪潮江水库生态环境，对保障北海、钦州两

市城乡的饮用水安全，促进两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根据钦州市生态环境局监测结果，2018 年洪潮江水库

断面水质为Ⅱ类；2019 年第一季度洪潮江水库断面水质为Ⅳ类， 

办复情况标记：A 类 





 

未达到水十条要求地表水Ⅲ类的考核目标，水污染防治形势不容乐

观。 

（一）北海、钦州两市政府加强了洪潮江水库污染治理 

一是加强畜禽、水产养殖污染治理。经摸底排查，钦州市洪

潮江水库禁养区共有畜禽养殖场 109 家。其中，养禽场 29 家、家

禽 361665 羽，养猪场 79 家、生猪 1328 头，养牛场 1 家、牛 22

头。截至目前，已清理畜禽养殖场 63 家。其中养禽场 23 家、家

禽 201958 羽，养猪场 40 家、生猪 815 头。北海市共拆除筝网 307

张，袋网 52 张，养鸭棚 69 个，养鸭拦网 79 张，围截库汊养鱼拦

网 36 张，拆除小型养猪场 1 个，养牛场 1 个。二是推进污水垃圾

处理项目建设。钦州市那思镇污水处理厂已建成运行；那思镇镇

级垃圾中转项目及那京村垃圾处理中心项目正在试运行。在牛寮

水、木棍田、粟坡岭、石旺、生水、圩地坝等 6 个自然村建立污

水处理站，已建设完成并投入试运行。三是开展筑坝拦汊专项整

治。洪潮江水库北海市辖区共拆除清理土坝 43 座，开挖土方 4.4

万多立方米，恢复被侵占的水库水面约 2600 多亩，还剩余 3 座违

法筑坝拦汊未拆除。 

（二）自治区财政大力支持北海、钦州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2018 年，自治区财政共筹措资金 27182 万元支持北海、钦州

两市的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一是在环境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中安

排 869 万元（其中，北海市 444.5 万元，钦州市 424.5 万元），支

持两市开展水质自动站新建及改扩建和实验室改造、河流水质自



 

动监测网络运行、入海排污口整治、地表水跨界断面联合监测、

合浦县饮用水水源整治等项目，提高了两市的水环境综合治理水

平。二是安排北海、钦州两市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1100 万元

（其中，合浦县 700 万元，钦北区 400 万元），支持两市纳入水污

染防治中央项目储备库中的重点项目。三是按自治区人民政府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南流江污染治理攻坚战资金支持方案》，统筹

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中央基建投资、自治区节能减排专项资

金、新增政府债券等共 22688 万元（其中，北海市 9628 万元，钦

州市 13060 万元），专项支持北海、钦州两市用于开展南流江流域

污染防治综合治理工作。四是筹措资金 525 万元支持北海市、钦

州市（其中北海市 200 万元，钦州市 325 万元）开展水资源管理

及保护工程建设，促进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有力保障水生

态安全。五是安排北海市 150 万元开展洪潮江水库水源地保护工

程建设，用于保护区设置隔离防护措施、标志牌、自动化水质监

测站等设施建设。 

2019 年，自治区财政继续支持北海、钦州水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一是安排给钦州市本级 30 万元，用于支持实施“一河一策”

和清理“四乱”行动等。二是积极筹措资金支持两市开展南流江

治理工作，目前已经落实资金 2.84 亿元，其中，北海市合浦县 1.19

亿元，钦州市 1.65 亿元。三是筹措安排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62.75 万元，对洪潮江水库钦南区和合浦县等大型水库周围等重要

生态区位的生态公益林进行管护补偿。目前自治区层面设立的林



 

业改革发展资金可用于支持符合条件的相关商品林幼龄林改造支

出。如洪潮江水库周边速生桉改造符合相关规定，自治区补助资

金可按规定对洪潮江水库周边速生桉改造项目予以支持。 

（三）北海、钦州两市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推

行河长制 

一是认真落实“河长制”。洪潮江干流和水库钦州市河段由钦

州市副市长担任河长，北海市河段由北海市副市长担任河长，洪

潮江干流和水库流经的灵山县、钦南区、合浦县及各乡镇、村相

应河段，分别设立相应的县、乡、村河长，由县（区）、乡镇党委

或政府主要领导和村党组织书记担任。钦州市和北海市均已完成

洪潮江“一河一策”方案编制并通过自治区河长办审查。二是加强

水质监测，实施水库跨市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率考核。2016 年《北

海市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和《钦州市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

明确洪潮江水库断面水质目标为Ⅲ类，水质目标完成情况与北海、

钦州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考核以及绩效考评的结果相挂钩。

2012 年起，自治区水文部门开始对洪潮江水库水源地水质进行定

期监测，及时掌握水库水质动态变化情况。从 2018 年 1 月份起，

自治区水利厅在钦州市钦南区与北海市合浦县、钦州市灵山县与

北海市合浦县交界处的洪潮江水库库区新增 2 个水质监测断面，

开展跨市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监测和考核，同时增加对水库

营养化状况的监测和评价。 

（四）自治区水利厅指导做好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



 

工作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是“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

强监管”的重要基础工作，是规范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确保工程安

全和效益充分发挥的重要抓手。2014 年 10 月，自治区水利厅印发

《关于开展全区河湖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调查工

作的通知》，部署开展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为加快工作推进，

2019 年 1 月，自治区水利厅印发《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加快推进水

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水利部门高度

重视，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推进划定工作，确保到

2020 年基本完成国有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任务。洪潮江

水库目前完成的划界确权面积约 200 亩，仍有大量的管理和保护

范围没有划定，工作总体进展很慢。为加快推进划界工作，目前，

自治区水利厅已将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纳入

《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依托河长制湖长制平台推进水利工

程划界工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

进江河湖库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桂政办发〔2019〕34 号）

要求，2020 年底前，全区基本完成江河湖库管理范围划定工作。

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结合实际印发了《北海市江河湖库管理范

围划定工作方案》，要求在 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对南流江、旺盛

江、洪潮江（洪潮江水库）等 3 条河流水库的基本情况、水工程

水域岸线利用保护等情况的摸底调查，12 月底前完成管理范围划

定工作，目前该项工作正有序开展。 



 

（五）北海、钦州两市初步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2018 年 7 月，在原自治区环境保护厅、自治区水利厅的协调

指导下，北海、钦州两市签订了洪潮江水库水污染联防联治工作

协议；2019 年 3 月 26 日，两市政府分管领导及相关部门召开了洪

潮江水库河长联席会议，邀请了自治区水利厅、生态环境厅有关

人员参加。与会代表对洪潮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进行了现场

检查，对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下一步清理水库“四乱”

工作进行了研究。同时，对您关于洪潮江水库生态环境保护的提

案进行了沟通和交流。会议取得了良好成效，特别是钦州市政府

代表表示立即制定清理洪潮江非法养殖专项行动。 

2019 年 4 至 6 月，北海、钦州两市联合开洪潮江水库钦州市

辖界“清四乱”清理整治行动，钦南区政府、灵山县政府、北海

市洪潮江水库工程管理局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整治工作组，累计出

动执法人员 3800 多人次、钩机 37 台次、冲锋舟 400 多船次，共

清理养鸭场 25 户、鸭 78530 羽，猪舍 2 间；清理非法养殖网箱 46

组共 4620 立方米；拆除非法养殖拦网 51 张共 4560 米；拆除捕鱼

网袋（抽网）71 只（张）共 38500 立方米；拆除违法筑坝 101 座

（钦南区 44 座、灵山县 57 座）。截至 6 月底，涉及洪潮江“四乱”

问题已基本完成整改。 

二、下一步计划 

从目前现场检查的情况看，北海市洪潮江水域非法养殖清理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钦州市水域范围内仍存在一定的非法养殖



 

情况，需要进一步加强治理。下一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水利

厅将从以下方面加强指导和协调： 

（一）进一步强化污染治理 

督促北海、钦州两市认真落实双方签署的洪潮江水库水污染

联防联治工作协议，进一步完善两市河长制联席会商制度，共同

研究解决水库存在的水环境问题，落实“一河一策”方案确定的水

资源管理保护措施，加快筑坝拦汊拆除和非法养殖清理，实施水

生态修复措施，确保水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水域岸线得以合理利

用，实现水库水环境总体保持优良的目标，为钦州市和北海市生

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用水提供充足、优质的水源。 

（二）继续加大北海、钦州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支持力度 

一是继续统筹中央和自治区的相关专项资金予以支持。二是

将结合实际情况通过政府债券积极支持南流江流域污染防治综合

治理工作，保护好洪潮江水库的生态环境。三是我厅拟将洪潮江

水库水污染防治专项经费纳入 2020 年部门预算中予以支持。 

三、建议 

（一）建议北海、钦州两市进一步加强联防联治工作。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进一步摸清污染源底数，依法对洪潮江水库合浦

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畜禽养殖、网箱养殖、拦网养殖，非法捕捞

等进行综合清理整治；共同做好水库水资源管理、水域岸线管理

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水域保洁和执法监管等

工作；完成 2019 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考核以及水库跨市交界断



 

面水质达标率考核目标。 

（二）建议北海市政府组织编制洪潮江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区划定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章第

六十三条“跨市、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由有关市、县人民

政府协商提出划定方案，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协商不成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会同同级水行政、国土资源、卫生、建设等部门提出划定方案，

征求同级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

准”；《广西壮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也有相关规定。建

议北海市政府主动与钦州市政府协调，组织编制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调整划定方案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技术报告，组织专家审

查后，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我厅将给予进一步指导和协调。 

（三）建议继续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钦

州市、北海市按照要求及进度安排划定洪湖江水库管理和保护范

围，同时积极与财政、自然资源、住建、生态环境等部门沟通协

调，建立由水利部门牵头具体实施、相关部门协作的工作机制，

合力解决划定过程中出现的划界经费、土地测绘、征迁补偿等重

点难点问题。自治区水利厅将给予进一步指导和协调。 

（四）建议钦州、北海两市政府联合争取洪潮江水库水污染

防治资金和政策支持。一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桂政办发〔2017〕57

号）、《关于建立广西区内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



 

施意见》（桂发改西部〔2018〕1491 号），探索建立洪潮江流域上

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流域上下游设区市和县（市、区）

政府作为责任主体，通过自主协商签订补偿协议明确各自的责任

和义务，形成„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流域保护和治理

长效机制”。目前，自治区仅确定在漓江、右江流域实施广西区内

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到 2020 年基本建立广西区内

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议北海、钦州两市自主协

商，先行先试，自治区将视情况对试点所在市给予奖励。二是根

据《环境保护部 财政部关于开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项目储备库

建设的通知》（环规财〔2016〕17 号），对于未纳入中央项目储备

库的项目，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原则上不予支持。建议北海、

钦州两市积极做好相关的项目储备工作，编制洪潮江水库生态环

境保护实施方案，夯实基础，争取更多的项目纳入中央项目储备

库中，同时在制定南流江治理规划时，将洪潮江水库治理的相关

项目纳入规划中，争取获得更多的中央和自治区资金支持。三是

建议北海、钦州两市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在现行的政策框架内积

极引入社会资本投入，根据污染治理实际情况，通过银行贷款、

引导社会民间资金等方式筹措资金，以及将部分水污染防治项目

的筹资、设计、建设等内容通过 PPP 模式运作，引入社会资本进

行专业化管理，从而建立水污染治理长效机制，保护好两市的城乡

饮用水安全。四是根据《关于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大

激励支持力度的通知》（桂政办发〔2019〕67 号）对河长制湖长制工



 

作推进力度大、河湖管理保护成效明显，在全区综合评价排名前 4

的设区市，自治区在安排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时给予适当倾斜支

持，并在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中切块安排 1000 万给予奖励。建议北

海、钦州市积极争取奖励资金。五是目前，我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桉树更新改造财政资金安排已纳入金山银山工程森林质量提升项

目。由于 2018 年度北海市、钦州市林业主管部门基于洪潮江水库周

边速生桉林业主更新改造缺乏积极性等原因，未申报 2019 年度森林

质量提升项目，故 2019 年自治区林业局未安排洪潮江水库周边速生

桉林更新改造资金。建议北海、钦州市林业主管部门积极申报森林

质量提升项目，更新改造洪潮江水库周边速生桉。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19 年 8 月 15 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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