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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全域河湖安澜

【水城记忆】 今年梅雨季，苏州出现 6
轮降雨过程，雨期超长、雨量超大、暴雨超
强。42 天的梅雨季，苏州平均梅雨量达到
630.9 毫米，是常年梅雨量的 2.65 倍，列
1951 年以来历史第 3 位，堪称近年来“最
强”梅雨季。顶在苏州头上的太湖、长江和
京杭大运河“三盆水”情况不容乐观，重重
考验接踵而至。

【治水实践】 苏州实行“上游分流、自
身强排、下游畅通”的防御策略，实现“不亡
人、不伤人、少损失”目标。入梅前，苏州优
化区域水利工程调度，实施以长江、望虞
河、京杭运河、吴淞江为界的阳澄区水利工
程联合调度，采用波浪式水位调控，促进河
网水体有序流动，预降水位。同时，抢在强
降雨来临之前，苏州把82公里运河沿线61
个风险点全部排查到位。沿线各区签下

“军令状”，仅用两天时间就把所有风险全
部堵上，全城严阵以待。更重要的是，苏州
还通过启动内部区域一体化排涝体系建
设，打通相城、吴中、高新区多个区域交界
河坝，确保排涝泄洪顺畅。

数据显示，在流域城市通力合作下，苏
州通过错峰、错时、匹配调度，统筹区域洪
水和涝水外排，累计排水超过 14 亿立方
米，是常年同期 4 倍，相当于排掉了太湖近
三分之一的正常库容。正是由于提前腾出
了“大库容”，苏州赢得防汛“主动权”。

梅雨季期间，“智慧大脑”让苏州人“看
海”成为历史。在苏州市水利水务信息调度
指挥中心大屏幕上，显示着全市主要站点的
水情信息。实时的视频画面，让监测人员对
全市情况尽在掌握之中。这块大屏幕，正是
苏州基于高科技、智能化打造的“智水苏州”
系统。系统收集了全市126个水位站数据，
20个骨干河道流量数据以及31个雨量站记
录等信息。城区主次干道上近500路视频，
22 座下穿立交、长江闸站的视频监控也都
清晰在目。“以前都是出现积水后，我们才了

解到信息，再派人处置抢
排，现在可以提前精准锁
定。”苏州市水利水务信
息调度指挥中心副主任
田晨说，系统还可以通过
算法预测某地未来降水

数据，这样就可以在重点地带提前协调进驻
排涝车，实现“车等雨”。

【小康感受】 今年梅雨季时，在吴中区
东山镇陆巷村白沙港不远处的沙滩山污水
处理厂旁，两道水管正不断地往外排水。
顺着水管往村内寻去，发现排水点正是处
理厂后的池塘。“这是村里的低洼地，很容
易积水。”陆巷村 68 岁的果农严林生指着
池塘另一边的果林说，“2016 年的大雨，把
我种了十几年的枇杷树都给淹死。这不刚
换种上四五年的新树，又被前段时间的大
雨给淹了。”

严林生立刻给村委打电话诉苦。村委
立马安排志愿者潘国庆进行排水。“这十几
天，他们一直在这里 24 小时不间断地排
水。”严林生看着已经远低于果木的水位
说，“现在的水位，即便是再下大雨，也淹不
了枇杷树了，来年的收成算是保住了！”

梅雨季期间，陆巷村在村内关键地点都
设置了临时监控棚，同时配备了 26 名志愿
者进行24小时轮流值班。村委副书记朱文
敖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有情况，志愿
者就直接把电话打给村委任何一个人！”

发力河湖长制

提升现代化治水能力

【实景切片】 10月30日，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协同治水再深化活动
在苏州市吴江区汾湖畔举行。上海市青浦
区、苏州市吴江区、嘉兴市嘉善县三地将以
联合河长制为基础，重点治理“一河三湖”

（即太浦河、淀山湖、元荡、汾湖），建立系统
共保联治，加快形成区域治水一体化格局，
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和跨界水体
生态环境保护探索路径、提供示范。

当天，青浦、吴江、嘉善三地协同开发
的示范区联合河长制信息化平台正式上
线，这将加强示范区跨界河湖信息共享，深
化跨区域一体化协同治水。三地就联合治
理项目签约，16 个项目总投资约 13.15 亿
元，以太浦河、汾湖和元荡治理为主，其他
交界河湖系统推进。太浦河共保联治江苏
先行工程也正式启动，该工程将从保障水
安全、提升水环境、美化水岸景观等方面系
统谋划，通过堤防达标建设、滨水缓冲带建
设等一系列措施，把太浦河打造成为城水
相依、人水相亲的生态绿廊。

【治水实践】 一条太浦河，西接烟波浩
渺的东太湖，东注碧波粼粼的黄浦江，将青
浦、吴江、嘉善三地紧密串联。三地河网交
织，共有交界河道41条、80多公里，交界湖
泊 10 多个，其中包括元荡、太浦河等长三
角生态绿色发展一体化示范区内的重点河
湖。由于跨界河湖长存在上下游左右岸管

理职责不清、执法
尺度不统一等问
题，导致各地区治

理过程中出现各种矛盾。
2017 年起，青吴嘉三地多次开展水政

联合执法行动；2018年8月，青浦、吴江、嘉
善、昆山河长办签订《水域保洁一体化协作
框架协议》；去年 1 月起，示范区三地协同
治水动作更加频繁，青吴嘉多次召开三地
河长办（治水办）工作推进会，并试水开展
联合巡河、水质联合检测、联合执法等工
作；去年10月30日，三地联合举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协同治水启动仪式”，共聘“联合河
长”，将示范区河湖管护正式定型为以“联
合河长制”为基础的协同治水，至此，示范
区省际交界河湖“联合河长制”全覆盖。三
地明确了联合巡河、联合执法、联合监测、
联合保洁、联合治理为内容的“联合河长五
大机制”。

“以前一条交界河道内的水生植物要
打捞 3 个月，现在半个月就能清理完。”吴
江区河长办副主任马旭荣说，联合河长制
建立后，大家都主动出击，从上游开始加大
对水葫芦的打捞和管控，减轻下游工作
量。今年，苏州以深入推进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协同治水为契机，为
全市 451 条跨县交界河湖同样建立了联合
河长制。

【小康感受】 从省际交界河湖发轫的
联合河长制经验，如今正逐渐覆盖苏州内
的区镇交界河道的治理。黄花泾的变化便
是累累硕果之一。黄花泾是苏州高新区和
姑苏区的交界河道，之前存在大量围网养
殖、乱搭乱建、住家渔船等。2017 年，黄花
泾暴发蓝藻，促成两区联合治理水岸行
动。今年 7 月，黄花泾首次实施大规模彻
底清淤。此次行动在对黄花泾4.21公里的
河道全程疏浚的同时，还对垃圾、砖屑瓦
砾、沉积性淤泥土、杂草、沉船等彻底清
除。附近宝祥苑小区居民韩永兴说：“以前
这个水面又脏又臭，现在环境好了，我们每
天都出来散散步。”

水利工程叠加

绘就幸福河湖“工笔画”

【数据见证】 今年是苏州《高质量推进
城乡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收官之
年，目前累计开工建设（新、改、扩建）城镇
污水厂 34 座、完工 16 座，新增污水处理能
力 55 万吨/日；完成超过 3100 个村庄（自然
村）生活污水治理，受益农户 11.5 万户以
上；累计建成污水收集管网3500多公里，并
对 2.67 万公里排水管网开展功能性、结构
性检查检测；随着截污、纳污、治污能力的
持续提升，全市已基本消灭城乡黑臭水体；

京杭大运河苏州段堤防加固工程截至
11 月底，共计完成大运河苏州段堤防加固
147.3 公里，完工率 98.1%；同步完成 141.53
公里的景观工程，景观工程完工率 94.2%，

至年底可全部完工；
阳澄中湖生态工程目前修复生态湿地

174万平方米、西湖修复湿地20万平方米。
【治水实践】 今年以来，苏州统筹提高

流域区域骨干工程防洪排涝能力，着力增
强河湖生态修复工程显示度，积极稳妥推
进在建水利工程复工和安全生产。京杭大
运河苏州段堤防加固、城乡生活污水治理
三年行动计划、阳澄湖生态优化攻坚战行
动，三大重点工程叠加推进为苏州老百姓
铺就了美好生活的绿毯。

——阳澄湖生态优化攻坚战行动。实
施永昌泾引水工程，引望虞河水入阳澄西
湖，实现阳澄湖双源供水；实施中西湖连通
工程，扩大七浦塘引清入湖受益范围。在
以入湖河道为主的上游地区建设湿地，增
加入湖河道与湖体周围的缓冲能力，净化
入湖水质；环湖建设生态湿地，增强湖体自
净能力，恢复水生生态系统；环湖岸坡整治
进行生态护岸建设，防止岸坡冲刷，保护湖
泊形态。

——京杭大运河苏州段堤防加固工
程。苏州以建成集环境整治、遗产保护、健
康休闲、文化旅游功能“五位一体”生态绿廊
为目标，加快推进京杭大运河苏州段堤防加
固工程。该工程按照“1+2+N”功能定位要
求，在“一带、两心、四镇、八园、多点”的总体
布局下进行细化，充分挖掘运河文化底蕴，
因地制宜重点打造了望亭运河公园、石湖湿
地、枫桥节点、宝带桥沿线等一批运河历史
文化展示节点和海绵城市示范点。

——高质量提升城乡生活污水治理。
在省内率先制定高于“国标”和“省标”的苏
州特别排放限值标准，以“苏州标准”推进
全市城镇污水厂尾水提标改造，实现尾水
准四类标准排放。在此基础上，提升尾水
生态活性，实现工程水向生态水的跨越。
按照网、厂、湿一根轴，水、气、泥一盘棋，源
头控制、过程管理、末端治理一条线，市、
县、镇、村一张网，做到厂、网、湿、水、气、泥
等工程措施全覆盖。坚持城乡一体化发
展，全域实施生活污水治理，真正实现城乡
污水共治，治理成效城乡共享。

【纵深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期
间，明确要求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
展方式，优化发展思路，实现生态效益和经
济社会效益相统一。作为水乡的苏州，按照
省委、省政府美丽江苏建设总体布局，在巩
固生态河湖建设成效基础上，全域建设幸福
河湖，总体建成“河安湖晏、水清岸绿、鱼
翔浅底、文昌人和”的幸福河湖。

苏州正以水为笔，一笔
一画用全面小康的“大
写意”绘就幸福生
活 的“ 工 笔
画”。

回望苏州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史，鲜明的“绿色家底”始终是发展的最

亮底色。
苏州美，美在苏州水。水清岸绿、鱼翔浅

底的幸福河湖在苏州已俯拾皆是。今年以来，苏
州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

期治水思路，围绕补短板、强监管、提质效主线，以新发展理念统
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改善、水生态修复、水文化弘扬。苏州市
水务局局长陈习庆说，苏州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
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中央治水新思路，牢牢把握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重
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走一条符合时代要求和未
来发展方向的水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道路。

苏州发挥现代化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势苏州发挥现代化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势

，，全面治理保护河湖全面治理保护河湖

用小康宏图用小康宏图

﹃﹃
大写意大写意

﹄﹄
绘就幸福河湖绘就幸福河湖

﹃﹃
工笔画工笔画

﹄﹄

■■ 本版撰稿本版撰稿 韩韩 雷雷
■■ 图片提供图片提供 苏州市水务局苏州市水务局

石湖景区石湖景区 邬潞生摄邬潞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