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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环境保护督察内江市督察意见》反馈问题整改进度表（11 月）
序
号

问题
类别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市级联系
领导

责任单位

市目标督查办
牟锦毅
市环保局
方存好
市卫生计生委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边
整改进度

1

体制
内江市大部分县（市、区）未按照《四川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督促各县（市、区）按照《四川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
机制 条例》要求，将固废管理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核。
例》要求，将固废管理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目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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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前理顺污水
由市委编办负责制定我市城乡污水行业管理体制方案，
行业管理体制;2017 年 7 月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体制
全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行业主管部门不明确，存在多头监管、主 报经市委市政府审查同意后施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于
市委编办已制定《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市城乡供排水和污水行业管理体制的通知》，
明确了城镇排水和生活污水管理体制、
城乡供水管
前制定信息化在线监测平台 刘先伟
市委编办
机制 体错位的现象。
2017 年 7 月底前制定《内江市污水处理信息化在线监测平台
理体制、
产业园区（开发区）工业废水管理体制、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体制。
实施方案；
2017年12月底前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实施方案》，12 月底前完成信息化在线监测平台建设。
完成信息化在线监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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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市环保委已将固废管理工作纳入各县（市、
区）2017年环境保护工作目标考核内容，
并与各县（市、
区）签订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

一是形成责任机制，
制发《内江市产业园区发展规划（2016-2020）
》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的工作
1.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制定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
方案》等文件，
对全市重点工业园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二是建立巡查督导机制，
定期到各园区开展现场督导工作。三是
行业
全市重点规划建设的 7 个工业集聚区，仅有两个按要求建设了
2017 年 12 月 完 成 规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建设规划，并按规划实施；2.加强已建成的 2 个污水处理厂管
蒋学东
加快整改进度，
内江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已更新在线监测设备，
运行正常，
进水量及进水浓度基本稳定，
出水稳定达标排放；
西南循环经济
问题 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且建成后均不能保证稳定正常运行。
划编制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理，确保正常运行，达标排放。
产业园区中再生污水处理厂改造提升已按整改方案完成，
进入调试运行；
川渝经济合作隆昌工业园污水厂正在办理项目用地手续，
等待
省国土资源厅审批；
资中经开区污水厂已开工建设。其余重点园区正在开展前期建设。
一是制订了工作方案，
印发了《关于开展餐饮油烟污染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二是开展了专项整治。开展餐饮油烟专项整治9次，
责令12家露天经营点安装油烟净化设备，
督促24家露天烧烤摊改用清洁环保能源；
取缔、
规范露天烧烤、
大排档60余处，
宣传、
教育经营
市城管执法局
行业
城市餐饮油烟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效果不佳，职能部门处理不及
加大建成区范围餐饮油烟污染专项整治力度，及时处置
曾云忠
业主190余人次。三是建立了长效机制。内江市市中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通过内江日报开通了建成区餐饮油（煤）烟违规排放监督
2017 年 9 月
市环保局
问题 时，群众集中投诉较多。
群众投诉。
刘先伟
举报电话（0832-8380992）。延长每日夜间巡查时间，
加强对已取缔和规范的烧烤摊区的巡查力度，
及时整改不合规范及不按要求经营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的摊区。11月以来，
共出动执法车56辆次，
执法人员130余人次，
规范烧烤摊区12处，
督促6家烧烤摊主完成清洁燃具安装，
未发现新增
烧烤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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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钢铁、火电、饮用水源地、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泥、玻
行业
环境行政处罚存在区域不平衡的情况，对散、小企业的监管失之 璃、造纸、垃圾填埋场等行业专项行动，开展排污费稽查及环
问题 于宽、失之于软。
境监察稽查，开展“利剑斩污”活动，铁腕执法，严厉打击各类
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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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远县、资中县城市总体规划等规划未依法同步开展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现场检查发现，工业园区环保措施落实情况普遍较差，建
行业
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情况较差，久试不验、未验先投问题突出。环保
问题
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不规范，存在分类处置不当及整顿
规范后续工作未完全落实等问题。

2017 年 12 月

曾云忠

开展了钢铁、
火电、
市级饮用水源地、
城镇污水处理厂、
水泥行业、
长江经济带内江市化工园区及化工企业、
纳污坑塘及溶洞、
工业污
市环保局
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和秸秆禁烧专项行动。召开了环境执法衔接工作暨业务培训会。通过一系列专项执法检查、
日常检查和中央环保督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察移交的来信来电案件线索，
发现查处了一批环境问题。2017 年 1-11 月，
我市立案 371 件，
下达处罚决定书 293 份，
罚款 1566.55 万
元，
对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正在不断形成。

2017 年 12 月前对资中县、威远县城市总体规划同步开展
环境影响评价，对连界工业园区等实施 5 年的园区开展规划
环境影响跟踪评价。严格执行“三线一单”要求，按照建设项
东兴区、
隆昌市、
资中县已制订整改方案。资中县、
威远县城市总体规划正在开展规划环评工作。威远县连界工业园区环境影响跟
2017 年 12 月底前；环
市环保局
目环评分级分类审批原则开展辖区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曾云忠
踪评价已招标到环评单位。对环保违法违规项目未整改到位的，
制订了整改方案，
加快整改；
对已完成整改的，
各县（市、
区）均开展了
“回
评分级分类审批为长期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工作。按照省政府和环境保护部要求，对照“三个一批”整顿
头看”
，
进行再次清查。
方案，进一步完善、规范和落实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清理
整顿工作。加快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内江市城市建成区11条黑臭水体已完成整治方案，
制定了年度工作目标，
目前11条黑臭水体已开工10条。按照计划，
11条黑臭
将建成11个连接城乡的带（湖）状公园，
景观建设作为二期已纳入内江市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包，
目前已完成可研和立项，
完成技术
方案编制和审查，
完成社会响应度测试，
正在挂网进行资格预审，
年底前选择出社会资本合作方。
）1、
谢家河：
已建立湖面漂浮物打捞常态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机制，
开展沿线排污口排查和整治；
于 2016年 11月开工建设谢家河截污干管，
沿线邦泰国际公馆小区、
兆信汉安天地小区、
和都国际小
市中区区委、区政府 区等楼盘散排的生活污水已全部接入其中。2、
东兴区小青龙河、
黑沱河：
小青龙河完成了一期工程的绿道景观和建设；
小青龙河沿线三
东兴区区委、区政府 个临时应急生活污水转运池已完成污水转运13.17万吨，
沿线高桥镇、
锦华都和四川省内江监狱3个临时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已进场施工；
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小青龙河清淤工程正在进行前期工作。3、
经开区玉带溪、
寿溪河、
包谷湾水库、
太子湖水库：
均已建立河面漂浮物打捞常态机制，
已开展
点面源污染治理，
开展沿线排污口排查和整治。4、
市中区龙凼沟、
益民溪、
古堰溪：
已完成河面漂浮物打捞、
河岸垃圾清理、
排污口治理等
相关整治工作，
并建立工作台账；
已完成《市中区城市黑臭水体综合整治工程工作方案》的编制，
已通过区委常委会审定；
龙凼沟垃圾封场
挖填方4.2万立方米，
提升泵站已进场施工。5、
蟠龙冲：
已制定蟠龙冲黑臭水体整治专项方案，
正在建立河面漂浮物打捞常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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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黑臭水体治理，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抓紧制定城区污
2017 年 5 月 完 成 PPP
全市 11 处黑臭水体，仅谢家河和小青龙河启动了实质性工作，
行业
水处理设施和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PPP 技术方案，市财政局 技术方案；2017 年 7 月完成
其余均处于前期准备阶段。现场检查发现，谢家河整治效果极不明
刘先伟
问题
编制完成 PPP 方案，完成社会资本公开招投标，确保 2017 年 PPP 方 案;2017 年 11 月 招
显，沱江谢家河汇口附近出现死鱼现象。
底前全面动工。
标选择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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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规划畜禽养殖场布局及养殖量，确保畜禽养殖废
弃物与消纳场地匹配。2.2017 年年底前关停或搬迁禁养区内
已印发《内江市畜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内江市2017年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方案》。44个养殖场关闭或搬迁情况：
3个因禁养
34 个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3.制定 116 个未配套建设污染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前
区调整已不属于关闭或搬迁对象，
剩余41个中已有35个关闭或搬迁、
44个累计完成38个，
完成进度86.4%。116个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行业
全市禁养区内规模化养殖场 44 个，仅有 9 个完成搬迁关停；全 治理设施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方案，重点实施沿河 完 成 禁 养 区 养 殖 场 关 闭 。
市农业局
（小区）配套建设污染治理设情况：
116个已完成整治98个，
完成率84.5%。督查过程中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自查清理出禁养区需要关闭
田文平
问题 市还有 116 个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未配套建设污染治理设施。 畜禽养殖禁限养区综合整治。4.加强畜禽养殖场日常监管，2020 年完成 116 个规模养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搬迁畜禽养殖场218个，
其中：
规模户59个、
专业户85个、
散养户74个，
现已完成关闭搬迁127个，
占应关闭搬迁的58.2%。自查清理新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5.实施养殖场生态化改造，从清洁生产、殖场治理
增出非禁养区需整治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共991个，
已完成整改576户，
整改进度58.1%；
自查出禁养区需要治理的散养户394个，
已完
节能、环保、废弃物综合利用等方面，对畜禽养殖场进行生态
成160个，
整改进度40.6%。实施养殖场生态化改造，
从清洁生产、
节能、
环保、
废弃物综合利用等方面，
对畜禽养殖场进行生态化改造。
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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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在 2019 年底新增污水处理
全市建成城市污水处理能力 19 万吨/日，平均运行负荷仅为 能力 13 万吨，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0%，县城污水处理能力
77%，污泥含水率均超过 80%。现场检查发现，由于截污干管建设 达到 90%，乡镇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60%；城区污泥 100%无害
滞后，城市生活污水直排现象严重。内江市规划建设的 100 个乡镇 化处理；市辖区范围所有乡镇建成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对
行业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尚有 24 个还未建成，已建成的乡镇生活污水处“十二五”期间建设的生态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全面评估，对出
问题
理设施出水水质无法稳定达标。现场检查发现，内江市乡镇普遍存 水水质不达标的进行提标改造；城区范围内截污干管纳入市
在截污干管建设严重滞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松散，运行效果不 区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和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包进行建设，县、
佳的情况。
乡（镇）截污干管由各县、乡（镇）自行建设；建立污水处理信息
化在线检测中心站，加强对运行污水处理设施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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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问题

11

行业
问题

12

行业
问题

成立了建设工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内江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大气污染防治暂行规定》。组织各建筑施
工企业及施工现场相关代表召开了全市建筑工地文明施工观摩会，
对各项目扬尘治理进行了现场宣传。对市区内各在建工地发出了《关
于开展2017年内江市建筑施工现场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治理的通知》，
明确提出治理要求，
严格标准、
重处重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
现场检查发现，部分主管部门工作力度不够，抑尘设施管理建设
开展扬尘治理专项整治行动；完善施工扬尘管理长效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长期
刘先伟
三个月的建设工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治理行动。开展主城区市政道路工程扬尘治理专项督查工作。制定《关于进一步提升内江市建设
不到位，扬尘污染问题突出。
机制。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工程扬尘治理的工作方案》，
开展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
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文明施工，
巩固扬尘治理前期成果。自2017年11月中旬
起至 2018 年 2 月上旬，
开展为期 3 个月的秋冬季建设工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查工作。截至 11 月，
全市建筑工地施工扬尘检查累计
930次，
检查工程215个，
责令整改103起，
行政处罚41起，
罚没金额22.1万元。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秸秆禁烧工作的通知》，
开展了秸秆禁烧宣传、
巡查及处置等工作。各县（市、
区）均成立了秸秆禁烧和综合
利用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了县（市、
区）、
乡镇（街道）、
村、
组四级联动工作机制。大力宣传，
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45万余份，
悬挂横幅、
标语
500余条。各县（市、
区）均成立了由党委、
政府领导为组长的秸秆禁烧巡查组，
进行不间断巡查检查，
及时处置发现的火点。对秸秆禁烧
1.开展生活垃圾焚烧专项整治。2.完善生活垃圾收运、处
1、2 项 完 成 时 限 2017
市中区、东兴区和资中县均有秸秆焚烧痕迹，市中区靖民镇、威
田文平
工作进行
“5+2”
“
、白+黑”
的巡查执法。将秸秆禁烧工作纳入目标考核内容，
将考核结果与单位工作经费及绩效挂钩，
并对禁烧工作不力
置体系，实现源头管理，建立长效机制。3.督促县（市、区）人 年 9 月 30 日,3 项完成时限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远县半边街，河北街夜市生活垃圾随意焚烧。
刘先伟
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问责，
截至目前，
共对 5个乡镇进行约谈，
对 44个乡镇进行通报，
乡镇党委领导作出书面检查 1人，
共计对 4起露天
民政府加强秸秆禁烧宣传工作。
为 2017 年底
焚烧秸秆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推进综合利用，
印发了《内江市
“十三五”
秸秆综合利用规划（2016-2020年）
》，
将通过实施秸秆肥料化
利用
“提质工程”
等 7大重点工程，
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
确保 2017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3%以上。对 3起垃圾焚烧行为处以罚款共
计1500元。

部分乡镇生活垃圾堆场环境问题突出。

1.针对生活垃圾堆场现有垃圾进行专项清理整治。 2.对
生活垃圾堆场环境采取科学处理措施，切实消除环境影响。

产业结构不合理，2016 年，全市第二产业占比超过 59%，高出全
1.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到 2020 年，力争高新技术产业
省平均水平 16.4 个百分点，火电、钢铁、水泥、陶瓷等高能耗、高污染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达 35%、
产业比重较大。产业布局不合理，全市重点企业主要分布在城区附 28%。 2.突出服务成渝特大城市功能、加快建设电子商务及
近，随着城市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四川白马循环流化床示 现代物流中心、区域性文旅康养中心、区域性商务服务中心，
范电站已处于“内江市城市总体规划”建成区范围内;威远县城周边 打造现代服务业聚集发展示范区，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行业 布置大量陶瓷、玻纤、焦化等高污染企业，形成了污染围城的严峻局 10%。 3.指导、督促重点工业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加
13
问题 面；严陵工业园与威远县城相连，产城交错致使环境投诉不断增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和园区“腾笼换鸟”工作。白马 60 万循
转型升级压力大，2016 年，内江市服务业占比分别低于全国 26.4 个 环流化床示范电站项目已按省发改委要求，正在进行节能减
百分点、全省 20.2 个百分点，居全省末位，转型升级压力大。全市煤 排、超低排放升级改造，确保达到国家相关要求。 4.大力发展
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高，能源资源消耗量大，污染物排放短期内仍 页岩气、天然气、电力等行业，逐年降低煤炭消费比例。按国
将保持高位。内江作为老工业基地，
“腾笼换鸟”
、淘汰落后产能进度 家、省发改委部署，实施电能替代相关工作，2017 年对 10 蒸吨
缓慢，产业结构调整未见明显起色。
以下燃煤锅炉进行强制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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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点位

“十二五”期间应建成的椑木镇污水处理厂仍未建成。

1.进一步加大同省市相关部门的沟通对接，力争落实用
地指标。2.按程序加快完善相关手续，督促施工单位优化施
工组织，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速度，确保
2018 年 3 月底前前建成并投入运行。

具体
成渝钒钛产业项目所在的连界工业园区，应于 2014 年底前开展
点位 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但该工作至今尚未进行。
具体
16
沱江干流水质不达标。
点位
15

17

2019 年 12 月

2017 年 9 月

长期

按照《关于做好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工作的通知》要求，
结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一增一减一治”
工作，
出台了《非正规垃圾堆放点
市治理办
排查工作实施方案》。各县（市、
区）全面开展了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工作。完成了普查和信息录入工作，
录入率为 100%。全市农村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简易垃圾堆放场和农村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点共计36处。制定了部分镇（乡）生活垃圾堆场环境问题突出整改方案。明确了整改工作
的责任单位和整改工作要求。制定了《内江市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方案》，
并打包上报省住建厅（债券资金项目，
总额25.47亿元）。

已制定《内江市2017年度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方案》,正在加快推进电能替代工作。制定了《内江市2017年燃煤锅炉淘汰和脱硫
设施建设工作方案》，
到2017年底全市淘汰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46台，
目前已淘汰19台。对全市水泥行业开
市发展改革委
展现场能耗对标工作，
对能耗不达标的企业出具整改通知。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和园区
“腾笼换鸟”
工作，
内江正大饲料、
圣华德变压
方存好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器厂搬迁入园工作正在加快推进；
内江锻压产业联盟正在筹建之中。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明确
“八项重点工作”
中第 8 项工作分工的通
蒋学东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知》。
《内江沱江流域综合治理和绿色生态系统建设与保护规划》已通过专家论证。指导、
督促白马60万循环流化床示范电站项目全面开
展节能减排、
超低排放升级改造。全面执行新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
对未进行或未能通过节能审查的项目坚决不予审
核，
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项目，
杜绝以其他任何名义、
任何方式备案。

刘先伟

启动连界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

2017 年 9 月

曾云忠

按照沱江干流水体达标方案，对沱江干流实施整治。

2019 年 12 月

黄

2019 年 12 月

肖 云
蒋学东

2019 年 12 月

沿河3个乡镇分别对水生物、
河面垃圾，
网箱地笼进行持续清理。共清理水面飘浮物209吨、
清理堤岸垃圾12.2吨、
清理河道障碍物
7处、
清理地笼网箱 4个。组织日间巡河和夜间巡河共 50次。梳理制定了《乌龙河河长制工作主要问题台账》，
绘制了《乌龙河市中区段
主要污染源治理分布图》，
编制完成《内江市市中区垃圾污水处理三年行动方案可行性报告》并已通过评审，
现已立项。积极探索村民参
市中区、资中县、威远县
黄春江
与保护河流的新模式，
在乌龙河市中区段率先开展了
“管护责任户”
试点工作，
试点时间为两年（2017年—2018年）。加强对畜禽禁养区
党委、政府
及水产养殖禁养区污水直排管理力度，
要求朝阳代家沟8组养殖场、
大洪山村2组汤明养牛场、
华匠冲村共生园养牛场等畜禽禁养区均配
备治污设施，
全部实施粪便干、
湿分离，
建有化粪池、
爆氧池，
用于退耕还林、
浇灌苗圃，
达标排放，
朝阳镇大胡子养牛场、
华匠冲村谢利华
养猪场目前已停养；
取缔了朝阳代家沟村8组一处拦网养鱼。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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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点位

乌龙河水质不达标且呈下降趋势。

19

具体
点位

大清流河水质均呈下降趋势且已不达标。

按照“河长制一河一库一方案”的要求，编制大清理河整
治方案（主要针对场镇生活污水、生活垃圾、规模化畜禽养殖、
沿河漂浮物等进行治理），按照方案对大清流河进行整治。

2020 年 12 月

小青龙河水质均呈下降趋势且已不达标。

按照“河长制一河一库一方案”的要求，编制小青龙河整
治方案（针对高桥街道上游进行整治），按照方案对小青龙河
进行整治；开展小青龙河黑臭水体整治（针对高桥街道以下至
新江街道段），编制小清河黑臭水体整治方案，按照方案对小
青龙河进行整治。

理。

刘先伟

2018 年 3 月

具体
市中区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零、黄河镇水库水
修订完善黄河镇水库综合整治方案，按照整治方案实施
点位 质不达标。
治理项目。

具体
20
点位

围绕
“2019年底新增污水处理能力13万吨，
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0%，
县城污水处理能力达到90%，
乡镇污水处理能力达到60%；
城区污泥100%无害化处理；
市辖区范围所有乡镇建成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工作目标，
组织专家组对
“十二五”
期间建设的
“生态湿地”
乡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镇污水处理设施开展了全面评估，
对需改建、
重建的委托设计单位进行技术方案设计；
将市中区、
东兴区、
三县（市）范围内所有乡镇污水
刘先伟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处理设施建设纳入
“内江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PPP项目包”
，
将原采用生态湿地工艺处理不达标的污水处理池拆除重建，
建设一体化
污水处理厂，
并配套完善截污管网，
目前已完成PPP技术方案编制，
正在进行PPP实施方案编制，
年底前将选择社会合作资本方。拟建污
水处理运行检测站，
加强对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监管。目前已完成《内江市污水处理信息化在线监测平台实施方案》编制。

制定乌龙河水污染整治方案，开展生态环境及污染源治

东兴区区委、区政府

进场道路及场内道路基层铺设完成约400米，
完成厂外管道铺设约3400米，
厂内建设项目整改完成率约91%。

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自2017年 6月 21日启动，
前后进行了三次招投标工作，
均流标。2017年 10月 23日，
按程序启动竞争
性谈判，
经过二次竞争性谈判，
已于11月29日招标到环评公司。
制定了《内江市沱江干流水体达标方案》，
按照时间节点大部分项目已开工建设。已完成银山鸿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废水处理技改
健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工程、
内江市种猪场污水治理、
内江市尖山养殖有限公司整改等项目。
威远县县委、县政府

市中区区委、区政府

俊

东兴区区委、区政府

2020 年及以后

方存好

东兴区区委、区政府

黄河镇水库凌黄水厂取水口外移建设工程全面完工。已完成了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的物理隔离设施建设，并设置了保护区警
示牌。采用“阿尔益”复合硅酸铝水处理技术进行水体治理，方案已通过区财经领导小组会和区政府常务会的审定，正在进行单
一来源采购程序。

已制定大清流河综合整治方案。

制定了整改方案，
正在按方案实施。小青龙河上游5个污水处理厂正在实施项目环评和设计，
下游黑臭水体整治正在强力推进中，
计划于2021年12月底完成综合整治。

21

具体
点位

松林水库水质不达标。

按照“河长制一河一库一方案”的要求，编制松林水库整
治方案，按照方案对小青龙河进行整治（主要对水库内肥水养
鱼、网箱养鱼、库内漂浮物打捞等进行整治）。

2018 年 12 月

田文平

东兴区区委、区政府

22

具体
点位

龙江水库水质不达标。

全面落实龙江水库治理方案，完成县级饮用水保护划定
审批任务。

2018 年 8 月

田文平

资中县县委、县政府

资中县龙江镇通过镇村会议、
传单、
广播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
提高库区周边村民环保意识。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北饮用水源保
护工作的管理办法》相关内容，
落实龙江水库治理方案。对沿库的生活垃圾、
污水进行整治，
对库区机动船进行升级改造。取缔大库承包
和肥水养鱼，
利用汛期防空洞放底层水，
完成船舶轮渡技改和废旧船只切割处理，
完成中心码头和龙江小学生活污水截污工程。每月不
定期组织人员打捞库区内垃圾、
漂浮物，
定期组织人员对库区沿线垃圾进行收集。通过张贴海报、
横幅等，
做好库区居民保护水库环境的
宣传工作。

23

具体
点位

隆昌河水质均不达标。

开展流域综合治理，实施隆昌河水体达标方案项目。

长期

戴 震
曾云忠

隆昌市市委、市政府

全面推进
“河（库）长制”
工作，
印发《隆昌县流域污染综合治理方案》；
不断完善城市污水收集管网建设，
已完成环城西路、
交通路、
光
丰路污水管网铺设，
完成跃进街、
顺河街污水管网改造；
一污厂提标升级改造扩能部分设备安装完成80%，
预计年底进入调试，
二污厂建
设已进水调试，
年底正式试运行，
隆昌河水质达标工作正有序推进。

24

具体
点位

威远河（中下游）水质不达标，仍为劣Ⅴ类。

实施“三大战役”碧水工程，消除廖家堰劣Ⅴ类水质。

2017 年 12 月

李发强
牟锦毅

威远县县委、县政府

制定了整改方案，
已对水库水质进行监测，
水质达标，
正在逐步取缔库湾肥水养鱼。

实施
“三大战役”
重点工程项目。今年1-11月，
威远河廖家堰水质达到Ⅳ类。
目前，
联合水库大坝主体工程、
导流（放空）隧洞、
取水隧洞和溢洪道等工程已完工，
正在抓紧扫尾，
计划2018年汛前（5月）蓄水投入
试运行，
渠系工程建设正加快建设。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一期工程已列入全省 2017年计划开工的 2个大型水利工程之一，
勘察设计工
作已全面启动，
洪水影响评价、
水土保持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已审待批。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望江岩隧洞与成贵铁路交叉段手爬岩隧道
交叉段工程已签订委托建设协议，
有望近期开工建设。隆昌市已确定柏林寺水库作为城市备用水源，
并开展相关保护工作。资中县将城
北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工程作为城市备用水源，
正在实施配套管网工程建设。

加快推进向家坝罐区北总干渠引水工程建设东兴区联合
水库枢纽工程建设。资中县、隆昌市加快备用水源地划定和
建设。

2019 年 9 月

田文平

市水务局
资中县县委、县政府
隆昌市市委、市政府

26

按照国家要求，内江市应于 2011 年底前建成医废集中处置中
具体
将医废集中处置中心列入抢险救灾工程，计划 2017 年 6
心，目前该项目尚未动工。产生量逐年递增的医疗废物均运至泸州
点位
月开工，9 月完成。
处理，存在较大的环境风险。

2017 年 9 月

刘先伟

市城管执法局

27

具体
点位

隆昌都英羽绒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

督促企业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维护，确保正常运行和达
标排放。

2017 年 9 月

蒋学东

隆昌市市委、市政府

制定了都英羽绒公司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的具体整治方案，
明确了责任领导，
并多次进行专题研究。目前该公司已联系维保单
位实地检查维护，
已更换COD在线监测仪器。每周对该公司进行检查，
督促企业对污染治理设施进行维护，
确保正常运行，
并对企业出
口废水进行监测，
对该公司进行多次夜间突击检查，
并于5月17日和8月12日对该公司出口废水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未超标。 2017年8
月19日企业针对督察存在的问题已完成曝气池管道疏通和清理废水处理设施淤泥；
2017年8月20日企业联系维保单位对氨氮在线监
测仪器操作界面进行实地检查维护，
现运行正常。

28

具体
点位

山川精密焊管有限公司废水处理尾水六价铬指标未稳定达标。

督促企业正常运行污水处理设施，对在线监测设备开展
检查，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2017 年 7 月

蒋学东

隆昌市市委、市政府

隆昌市山川精密焊管有限责任公司对在线监测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并对在线监测仪器进行了比对，
确保在线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要
求运维方加强对山川厂在线监测设施的运行维护，
及时排除故障，
降低故障率，
确保数据真实有效；
要求山川厂对六价铬废水处理设施进
行维护保养，
对操作员工加强培训，
确保设施正常运行。目前县环保局已对该公司含铬废水采样监测2次，
监测结果显示达标。

具体
25
点位

内江市、资中县和隆昌市均未划定和建设备用水源地。

29

具体
点位

30

1.加强垃圾堆场的日常管理，及时清运各类垃圾。2.加强
具体
新桥镇文化村垃圾堆场未采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生活垃圾随 垃圾渗滤液的处置管理，做好垃圾堆场坝体的防渗防漏处理，
点位 意堆弃，渗滤液对周边土壤和水体构成污染，群众反映强烈。
及时消除环境隐患；3.加强灭蚊灭蝇、除臭力度，处理好垃圾
堆场周边的稳定。

威远县连界、严陵等工业园区扬尘污染问题突出。

实施连界、严陵工业园区扬尘治理专项实行。

医疗废物设施项目主体已经封顶，
正在实施钢筋护栏的拆除工作。

2017 年 7 月

蒋学东

威远县县委、县政府

督促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司严格运行烧结、
球团脱硫设施，
确保炼铁炼钢等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博威新宇化工公司已完成破碎窑炉
修补维护工作；
企业巩固进园区散装货运车辆货车遮蔽覆盖工作和颗粒物灌装运输工作；
园区运输待装区硬化和 1#桥进园区车辆清洗
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继续做好厂区道路日常保洁作业和洒水降尘维护工作；
园区企业已完成精煤卸料仓迁建规划和矿石料场扬尘整改
方案。已督促公司做好老区 3#高炉环保工作运行监测和老区水冲沙堆场临时铺设抑尘网工作。成渝钒钛公司正在开展老区道路黑化
工作，
计划开展新区
“黑化、
亮化”
等工作。严陵工业园区各企业加强了原料场的喷淋、
清扫保洁，
露天堆放的原料进行了覆盖，
破碎、
压
机、
喷雾干燥塔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对运输车辆进行覆盖、
冲冼。下一步将结合常态化监管加强对四川煤焦化集团公司、
各陶瓷企业的环
境管理力度，
建立长效机制。

2017 年 6 月

刘先伟

资中县县委、县政府

加强宣传，
加强垃圾运转场的管理，
对垃圾喷洒灭蚊药、
消毒液后喷洒石灰，
并安排巡查监控，
加强巩固。同时，
新桥镇政府已与县垃
圾填埋场联系，
将垃圾运送到县垃圾填埋场填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