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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辽河流域的环境现状来解析城市群水污染防治的必要性已经今后的重要举措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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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辽河流域环境状况现状分析

占项目总数的 48.2％；在建项目 52 个,占 25.9％；已开展前

1.1 支流水污染依然严重

期工作的项目 36 个,占 17.9％；未启动项目 16 个,占 8％。

2009 年进行监测的 41 条支流当中,3 条支流 COD 在

累计完成治理投资 79.69 亿元,占计划投资的 51.7％。

60mg/L 以上,氨氮 3.0mg/L 以上；11 条支流 COD 在 40mg/L

3.1 城市群水污染防治在十二五规划中的总体设计

以上,氨氮 2.0mg/L 以上；27 条支流 COD 在 30～40mg/L 之

3.1.1 指导思想

间,氨氮 1.5～2.0mg/L。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突出抓好“一库、一区、四河、八

1.2 河流氨氮污染总体严重

市经济区”水污染防治工作,以提高饮用水源地安全、改善

除西辽河水资源区外,全流域 47 个国控监测断面水质

水环境质量、恢复局部水体水生态为目标,为实现经济与环

数据表明, 氨氮已成为导致流域水质达标率相对较低的重
要污染因子

境双赢提供保障。
3.1.2 规划原则

1.3 部分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严重
域内部分水库总氮、总磷严重超标,个别水库存在富营

流域 - 区域污染防治统筹考虑通过优先控制单元、省
(市)区域治污支撑流域的污染防治与水环境质量改善。

养化问题严重。在调查的 40 座城市饮用水源水库中,属于

成熟科技成果先行先试部分成熟的点源治理关键示范

中营养状态的有 15 座,轻度富营养状态的有 10 座,富营养

技术、水质目标管理技术、监控预警技术在部分优先控制单

状态的水库占评价水库的 37.4%,占水库水源总数的 25%。

元先行先试。

1.4 重化工业污染特征明显
污普更新数据表明,冶金、石化、制药、印染等行业,排污
总负荷占总量（扣除造纸行业）34.62％,各自分别占 3.27％、
17.53%、7.73%、6.09%。
1.5 流域水生态退化严重
据辽河干流藻类、底栖动物、鱼类多样性调查资料表

污染防治与水生态恢复结合在立足做好水污染防治工
作,实现水环境质量改善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科技成果先行
先试,局部流域实现水生态恢复。
流域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安全优先保障做好重点水源地
安全预警,保障全流域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安全。
3.2 城市群规划范围和分区控制体系

明,其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鱼类数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3.2.1 规划范围

90 多种减少为现今的 10 余种, 水生态系统结构退化严重,

辽河全流域,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辽宁省,涉及

生态功能衰退明显。

15 个市（地、州）,46 个县（县级市、区、旗）。

2 总量目标完成情况

3.2.2 分区控制体系

经国家认定,至 2009 年,吉林省辽河流域所属区域,其

按照流域自然汇水特征与行政管理实际需求, 在与各

COD 排放量为 3.89 万吨,比 2005 年下降 22.37％,较好地完

省区水功能区划充分衔接的基础上, 统筹建立流域、控制

成“十一五”减排任务；辽宁省辽河流域所属区域,其 COD

区、控制单元三级管理体系,形成“内蒙古、吉林、辽宁”3 个

排放量为 56.26 万吨,比 2005 年下降 12.64%,完成“十一

控制区,29 个控制单元,其中,内蒙古 8 个,吉林 3 个,辽宁 27

五”减排任务的 98.07%。

个,跨界单元一个。

3 项目完成情况分析及评估
国务院 2008 年 4 月份批复实施《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
规划（2006-2010 年）》以来,流域内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高

在此基础上,筛选 17 个优先控制单元,分别是：
“英金河
控制单元、老哈河上游控制单元、
“ 吉 - 辽跨省界控制单
元”、
“东辽河辽源段控制单元”、
“东辽河四平段控制单元”、

度重视, 认真组织规划的实施,2009 年末总体考核情况较

“大凌河朝阳段”、
“大凌河阜新段”、
“辽河铁岭段”、
“辽河干

好。《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06-2010 年）》中共安排

流保护区”、
“ 辽河盘锦段”、
“ 大伙房水库及其上游”、
“ 浑河

了 201 个项目,计划投资 154.14 亿元。到 2009 年底,累计已

抚顺段”、
“ 浑河沈阳段”、
“ 太子河本溪段”、
“ 太子河辽阳

完成计划项目 （已进入调试阶段的项目按已完成计）97 个,

段”、
“ 太子河鞍山段”、
“ 大辽河营口段”等；其他 11 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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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作为一般控制单元, 执行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普适性要

吉林省出台了《吉林省地表水功能区划》标准,内蒙古

求,同时要求主要断面水质不低于“十一五”末的水质类别。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了辖区内地表水功能区划, 辽宁省制

3.3 城市群规划在辽河流域治理的政策保障

定了较为严格的地方排放标准, 流域内地方标准体系日趋

3.3.1 完善跨省跨市的政策保障机制

完善；辽宁省建立省内跨市界生态补偿制度,出台了《辽宁

跨省、跨市界的补偿机制,是解决保护与利用、上游与

省跨行政区域河流出市断面水质目标考核暂行办法》,以地

下游责任与义务矛盾的关键。应促使上下游充分协调建立

级市为单位,对主要河流出市断面水质进行考核,水质超过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拓宽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投资渠道,

目标值的,上游地区给予下游地区资金补偿,并实行河(段)长

提高保护与治理的积极性。同时,在分清各省市污染贡献的

负责制。从 2008 年开始,对全省的河流全部实行了河长制。

基础上,相关省市及其上级部门进行跨省市界监督。

推行红色警戒线制度。把河流化学需氧量浓度超过

3.3.2 探索建立排污交易机制

100mg/L 定为红色警戒线,首次超过,通报所在地市政府；连

鼓励各省探索建立排污交易机制, 实现对工业污染物

续两个月超过的,进行媒体曝光；连续 3 个月超过的,实施流

新增量的有效控制。

域限批。

3.3.3 项目执行监督和验收

4.3 切实加大污水处理厂建设力度

优先控制单元所在地市监督优先控制单元综合整治项

2008～2009 年, 辽河流域中下游新建 99 座污水处理

目执行情况, 农业部门监督农业面源防治项目执行情况,工

厂,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273 万吨／日,从工程减排角度进一

信部们监督工业污染源防治项目执行情况, 住建部门监督

步保证了入河排污量的切实削减。

污水厂、垃圾场建设项目执行情况,水利部门监督水功能区

5 工作要求

达标执行情况。

5.1 完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

环保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及省市政府对项目执行情况进
行总体监督验收。

加强辽河堤防建设, 在主要支流上建设必要的防洪水
库,改扩建分洪枢纽和跨河阻水建筑物,进行河道险工整治

3.4 水质常规监测布设

和疏浚清障,完成病险水库和水闸除险加固,建设流域防洪

在分析国控断面数量、监测网布局现状、特点以及存在

预警系统和山洪灾害易发区预警预报系统, 加强重点涝区

的问题的基础上,以简要性和代表性为基本原则,以反映干

治理。

流和支流水体的水质变化趋势, 控制支流对干流水体的影

5.2 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水资源

响,强化跨界断面建设,加强主要湖库和重要活动影响区监

实施吉林中部城市引松供水、绰尔河引水等水资源配

管为主要任务,补充和优化现有监测断面。在对高危潜在污

置工程,逐步形成“东水中引、北水南调”的流域水资源配置

染源风险分类、分级与综合识别的基础上,加强应急监测能

布局。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和农业种植

力和环境执法能力建设,完善流域风险预警监测系统,提高

结构,严格限制发展高耗水、高污染工业,大力发展现代高效

风险防范能力。

节水农业,加快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实施节水增粮行

3.5 坚持三大减排政策不动摇
继续发挥“三大减排”的污染物综合削减效应,统筹协

动。
5.3 加强水资源与水生态环境保护

调各部门、各省区合力治污。完善城市污水处理、生活垃圾

全面开展流域水功能区水质监测, 强化水资源保护措

处理处置收费办法, 推进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

施,严格控制污染物入河量。科学实施重点水库生态调度,建

提高企业运营、政府监管的水平,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经济

设必要的水生态修复工程。对地下水超采区实施限采、封存

社会发展水平的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处置的管理需求。

或替代水源等措施,保护地下水资源。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

4 经验总结
4.1 把握国家政策,积极实施产业结构调整
辽宁省关闭 GDP 贡献不到 0.5％, 排污负荷占 32.7％
左右的造纸行业,417 家造纸企业关闭 285 家,整顿 132 家；
77 家印染企业停产治理 60 家。干流水体水质明显好转,部
分河段水生态有所恢复。
4.2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地方标准体系,从严开展管理工
作

理,重点实施黑土资源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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