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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名录》重点要解决
什么问题？

答：《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
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以下简
称 《排污许可名录》）重点明确了
哪些企业需要持有排污许可证、什
么时候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管理
要求有什么区别等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于范围。《排污许可名
录》规定到 2020 年共有 78 个行业
和 4个通用工序要纳入排污许可管
理，同时规定，除这些行业外，如果
已被环保部门确定为重点排污单
位和排污量达到规定数量的，也需
要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对于《排污
许可名录》以外的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暂不需要申请排
污许可证。

二是关于时间要求。根据“水
十条”“大气十条”的工作任务，明
确规定，2017年率先对火电、钢铁、

有色金属冶炼、焦化、石油炼制、化
工、原料药、农药、氮肥、造纸、纺织
印染、制革、电镀、平板玻璃、农副
食品加工等 15 个行业核发排污许
可证。

三是关于分类管理要求。按照
排污单位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
环境危害程度不同，将排污单位分
为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两类。在
78 个行业和 4 个通用工序中，对 41
个行业和 3 个通用工序，提出全部
进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8 个行业
全部进行简化管理；剩余的 29个行
业和 1个通用工序根据生产工艺特
点或者生产规模进行重点管理或
简化管理。

◇本报记者 赵俊杰

人工湿地，成为湟水河污染治理的一个亮
点。位于海东市乐都区下河湾河滩地的湟水流域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技术应用及示范研究项目的实
地景象，表面上看是一个景观带，人们可在这里
休闲娱乐，其实它的内在功能远比这丰富。像这
样的人工湿地，省境湟水河沿线共有9处。

海东市乐都区人工湿地污水处理项目总面积
1.4万平方米，主要处理对象为乐都区污水处理厂
尾水，采用“复合型潜流人工湿地+表流人工湿
地”的生态型人工湿地污水生态处理系统工艺，
也就是通过“基质-微生物-水生植物”三位一体
的物理、化学和生物三重协同效应，实现对污水
的高效净化，使水质达到并优于Ⅳ类水体标准。

这个项目是根据我省高原高寒缺氧气候特点
量身打造的。与传统的污水处理技术比较，人工
湿地污水处理技术可进一步削减入河污染物，降
低污水深度净化处理的能源消耗，具备恢复生物
多样性、营建生态景观的作用，为湟水河水生态
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支撑和技术模式。据介
绍，此项目正式启用以来，取得良好的污水净化
效果，为净化污水河水体提供了新模式和新途
径。

为加强湟水沿岸污水处理厂尾水深度治理，
最大限度降低入河污染负荷，我省共安排污水处
理厂尾水湿地项目 9处共 61.3公顷，分布在湟水
沿线各重点区域。目前，继宁湖湿地建成运行
后，湟源、乐都、互助、民和等污水处理厂尾水湿
地深度治理主体工程也已基本建成，人工湿地面
积达到61公顷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宁湖湿地
是我省湟水河治污的亮点工程。这片人工湿地不
仅是市民纳凉、休闲的好去处，更重要的意义是
发挥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的生态功能。湿地污水

处理主要由三大板块组成，即一块潜流人工湿地
和两块表流人工湿地。湿地的用水通过管道从西
宁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出水口引出后，先进入潜流
湿地利用，净化后通过表流湿地汇入湟水河。自
然潜流的水从地下渗出后，经过地面上植物吸收
后，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据西宁市环保局工作人员介绍，国家对湟水
河水质检测项目共有二十几项，如其中一项检测
项目不合格，整个项目检测都不过关。经过检测
发现，宁湖湿地附近的西宁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尾
水氨氮、总磷超标，这些化学元素恰恰是植物生
长所需要的。因此，在湿地种植芦苇、香蒲等根
系发达的植物。通过植物根系的吸收作用，最终
起到降解水中氨氮、总磷超标的目的。

目前，湟水河治理在由单一治理向深度治理
与生态修复和景观建设相结合的综合治理转变过
程中，悄然蝶变，幻化成一幅装点城市的亮丽景
观图。我省正着力推进湟水河水污染防治由污染
源控制向水质保护治理、由主要污染物削减向环
境质量改善、由单一污染治理向流域综合治理的
全方位转变。将污染治理由工程及治污设施建设
向综合系统治理挺进，由干流向支流拓展，探索
生物矩阵、生物垫层等技术整装治污模式，选择
对干流水质影响较大的教场河、巴州河、引胜沟
等重点支流实施水污染治理和水生态修复试点工
程；扩大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在重点水质控制
单元选择污水处理量较大的祁连、湟源、民和等 9
处污水处理厂实施尾水人工湿地深度处理工程，
进一步减少入河污染负荷。

9处人工湿地“点睛”湟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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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西宁市大通县在修建克图高速公路过程
中，从东峡镇多隆村挖山取土，从去年到今年，
快把山挖空了，破坏生态环境；该县长宁镇王家
庄地面上污水乱流。

西宁市大通县曾于2000年在修建宁大高
速公路时，在长宁镇田家村山坡上取土填路基，
破坏封地、林地、植被，施工结束后一直没有恢
复，无任何补偿，致使退耕还林地荒芜，植被严
重破坏。昔日的青山现在变为垃圾场，垃圾遍
地，脏乱差严重，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

海东市民和县大庄乡政府两三公里处有一
沙石厂，采沙十多年污染环境，旁边是村庄道
路，长期挖沙有山体滑坡危险。

海东市互助县巴扎乡峡塘村狼牙口新村内
的采沙场（法人姓刘），该场从早到晚采沙，毁坏
一片天然林，挖坑后没有完全回填，部分回填的
地方栽树后据为己有，大车及打桩机从早到晚
噪声扰民，该场无手续，村民希望可以撤厂撤机
器，并且回填；该刘姓村民还在村内建造鱼塘，
将村内自来水管接入自家鱼塘内，导致村庄西
侧的村民吃不上自来水，鱼塘内无鱼，水已经变
臭，水排入自己挖的化粪池，周边特别臭。

海东市乐都区城区幼儿园南面，城西建材
市场门前道路扬尘大，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
不堪，投诉人建议把建材市场门前泥泞路段修
理硬化。

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老鸦村至马厂乡公路
两侧许多采石场，破坏周边植被，破坏生态，拉
石车将路面轧坏。

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阿西村有一洗煤厂，
污水流入村民地里，导致树苗无法生长，另粉尘
污染大。

海东市乐都区司法局旁爵士KTV生活污水
在后院乱排，垃圾成堆，职工宿舍周围卫生极
差；夜间噪声严重扰民；该店门前违规建筑占据
人行道，影响居民出行；该店周围堆放垃圾、酒
瓶等影响居民出行安全。

海南州贵德县黄河北面山根处有多家砖厂
锅炉冒黑烟；黄河湿地公园内餐饮对黄河污染
大，县城有很多煤锅炉，地税局对面单位煤锅炉
冒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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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大通县相关部门现场核查，该取土场对应的项目为国道569曼德拉
公路克图至大通段。2016年12月，该取土场完成了取土。2016年11月18
日，青海九O六工程勘探设计院编制的《大通县东峡镇多隆一村下台取土场
综合治理恢复方案》通过专家评审，目前正在按照该方案进行恢复，已恢复
土地51亩，完成复垦工程量的70%。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长宁镇王家庄村于2006年和2017年实施了道路硬化，村内有清洁人员
进行日常保洁，因近期连续性降雨，村内部分低洼处有少量积水，平常路面
无污水乱流的情况。反映问题不属实。

经大通县相关部门核查，宁大高速公路修建结束后，取土道路占用的耕
地已恢复，现已耕种，山坡和取土场地种植柠条进行了植被恢复。修建宁大
高速公路时，取土场道路占用的耕地以600元/亩给予补偿，取土场补偿
15000元。周边存在村民临时堆放生活垃圾的现象。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经民和县相关部门核查，该沙石场位于大庄乡大庄村。近年来，随着村
道硬化和村民自行建房力度加大，村民对沙石料的需求较大。大庄乡地处
偏僻，交通不便，沙石资源匮乏，外地运输成本较高，村民在村道硬化和建房
中自行在此处采沙，导致采沙处地表空旷，附近群众倾倒垃圾现象较突出。
反映问题属实。

对长期挖沙有山体滑坡危险的问题。8月25日，县国土局已委托青海
省地质环境勘查局就该处存在的地质灾害隐患情况实地调查评估，并由专
家提出专业意见建议。

经互助县相关部门核查，信访反映的巴扎乡峡塘村狼牙口新村内采沙
场，为2010年采沙遗留的闲置空地。2016年6月，巴扎乡峡塘村村民刘应
发在未办理任何采沙手续的情况下，在闲置的沙场空地架设筛床，投入机械
设备从河道取料筛沙，对采沙后的现场没有及时回填，沙场机械存在噪音扰
民现象。根据2010年至2017年现场卫星图片变化情况核对，查验的采沙区
域均位于河滩地，没有发现毁坏天然林的现象。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15年，刘永发在自家住宅旁边的荒滩地开挖了约16平方米深坑，私
自将人饮工程的自来水接入鱼塘，计划放养鱼苗 ，但一直未养殖，存在鱼塘
内水体流入化粪池，周边气味特别臭的现象。反映问题属实。

经乐都区相关部门核查，城西建材市场道路于2013年列入乐都区新乐
西街东延道路工程中，该工程西起怡春路，东接新乐大街西门桥，东西贯通
城西建材市场。项目涉及碾伯镇河门街村17户村民的宅基地、房屋登记丈
量工作已全部完成，截至目前，11户已完成拆迁并安置；剩余6户因未达成
协议，未拆除，导致道路工程至今未开工建设。反映问题属实。

经乐都区相关部门核查，距高庙镇老鸦村至马厂乡公路路口5公里处，
为原申万森石膏矿盗采点，破坏生态面积约50平方米；距高庙镇老鸦村至
马厂乡公路路口11公里处，为原石连合石膏矿盗采点，两处盗采点均存在
不同程度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反映问题属实。

该路段正在修建高庙镇老鸦村至马厂乡公路，中标单位为青海省第六
路桥公司。目前，该路段正在进行路基整修施工。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属实。

经乐都区相关部门核查，司法局旁爵士KTV生活污水进入城市管网，垃
圾没有集中堆放，职工宿舍周边卫生不存在脏乱差现象。包间采取隔音措
施，达到环保要求。该店门面装修时存在违规据用人行道的问题。反映问
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反映地区原有4家砖厂，2017年5月，贵德县开展沙石黏
土资源开采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依法关停其中两家黏土砖厂；另两家砖厂因
近年收益减少，今年未开工生产。湿地公园已安装污水处理、净化设备，环
保部门正在对污水净化水质检测，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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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大通县责成县国土资源局、东峡镇政府将加大日常巡
查力度，强化日常监管，督促施工单位加快恢复进度，严格
按照恢复方案进行恢复，使土地达到耕种条件，并在周围种
草植树，美化环境，于10月底完成土地、生态恢复工作。

8月23日，村民临时堆放的生活垃圾已被清理。同时，
大通县责成长宁镇政府加强日常监管，放置统一的垃圾箱
并定期清运。

民和县国土部门在采沙点设置了禁止采沙标志牌，大
庄乡政府将垃圾做了清理。同时，民和县将根据专家意见
制定相关预防和治理山体滑坡措施办法，并及时组织实施。

互助县对该采沙场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截至8月24日，沙石场已回填平整，全部栽植了树木。同
时，互助县组织人员拆除了私自接通的引水管道，依法对鱼
塘回填，并对厕所、化粪池等违章建筑拆除。

8月23日，乐都区住建局用水泥沙石对路面实施稳定
碾压找平，修复更换了已损坏检查井盖，完成对城西建材市
场道路临时性修复。建材市场商户门前“三包”责任全部落
实到位，垃圾全部清运完毕。同时，正在与剩余6户拆迁户
积极协商，争取早日完成拆迁，实施道路建设。

2017年4月28日，乐都区国土局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申
万森盗采石膏矿后，现场制止了违法行为并要求其接受调
查。当日，申万森立即清理了现场，未再采挖。2017年5月
4日，乐都区国土局、林业局对石连合在高庙镇老鸦村石膏
矿盗采点进行了整治，区国土局现场拆卸了装载机电路板；
区林业局依法对其处罚，后石连合未再开采。

高庙镇老鸦村至马厂乡公路预计11月30日前完成整
修。

8月22日，该煤厂墙根的回流沟已用水泥填补，对地基
下陷裂缝修复处理，现已无渗水情况。同时，采取每天洒水
措施,有效控制场内扬尘。

乐都区相关部门已责令该店经营业主于9月15日前自
行拆除占据人行道的违规建筑部分，并恢复人行通道，逾期
不拆除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

黄河北面山根处四家砖厂已关停，并转型转产；黄河湿
地公园餐饮服务企业全部停业，并对污水净化处理水质定
期进行监测。

8月25日，贵德县政府下发了《关于在全县范围内关停
淘汰燃煤锅炉的通告》，在9月30日前，依法全面拆除全县
范围内所有燃煤锅炉，并实施煤改气环保措施，经环保、市
监等部门验收合格、达到环保标准后，方可投入使用。

听听群众怎么问 看看查办怎么样
青海省环境保护问题边督边改第30批公开信息

1. 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是粉
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
碳、光化学烟雾、氟氯化物等。

2.主要大气污染源：工厂、矿山
等排放的烟雾、气体和粉尘；道路、
城市建设产生的粉尘；交通工具排
放的尾气和奔跑的轮胎产生的粉
尘；餐馆和家庭厨房排出的油烟；
垃圾焚烧产生的烟气。

3.氧化氮是氮的氧化物的混合
物，短时间接触浓度大于 9mg/m3 的
二氧化氮时，可至咳嗽，呼吸道刺

激。较长时间接触二氧化氮，可缓
慢引起至合性肺水肿及肺出血。

4.固体燃料燃烧产生的颗粒物
通常称为烟尘，它包括黑烟和飞灰
两部分，黑烟主要指未燃尽的碳
粒，飞灰则主要指燃料中所含的不
可燃的矿物质微料。

（下转A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