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步皆风景，举目满眼绿。
漫步南明区遵义路一带，道路中央的隔离带和两旁的

绿化带上，高大的乔木与低矮的灌木错落有序、俯仰生
姿，葱茏的绿色让人神清气爽。

让城市溢满绿，让群众满眼绿，是南明区城市建设的
长远追求。

“路要畅、景要靓”！“绿化景观”是南明区道路的最大
特点，在南明区主次干道的中央隔离带和道路两旁，规划
种植有多种花卉和树木，这些道路也成为展示南明区的一
张张靓丽名片。

“南明区遵义路、中华南路、瑞金南路、新华路、解放
路、宝山南路、市南路、沙冲路、都司路、二环路、老贵
黄路、花溪大道等 33 条道路规划种植有超级海棠、木春
菊、月季、腊梅、紫薇、北美红枫、银杏、冬青、罗汉
松、香樟等花卉和树木，道路绿化面积达到 32.13 万平方
米。”南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公用科负责人常明说。

为了对以上 33 条道路和 4 个广场的“绿化景观”进行
更好的管护，南明区于 2020 年通过招标引入了一家公司，
专门负责园林绿化管养工作。

“引进的管护公司主要负责对管养区域内的树木及花卉
进行修剪、浇灌，清理绿化带里的垃圾，对老化、枯萎的
树木或花卉及时进行更换、补种等。”常明说，对于引进的

管护公司，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措施，实行“一月一考
核，一月一拨款”的制度，并严格落实巡查、考核制度，
用严格的措施来保障“南明靓丽”。

2020 年，南明区投资了 720余万元用于 33条道路的景
观绿化养护及时令花卉更换等工作。“春夏季节，我们会在
道路中间的绿化隔离带内种植超级海棠、杜鹃、绣球花、
金光菊、夏堇、鼠尾草等；秋冬季节我们会种植三色堇、
石竹、金鱼草、角堇等，以营造‘四季花开，四季常绿，
四季分明’的美丽景象。”作为南明区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
参与者，常明颇感骄傲与自豪。

四季常绿 满目皆景

碧水环城、绿荫绕水，碧绿相连、青山滋润……行走贵阳市南明大地，总会被这座城市的灵动与秀美深深吸引。
南明的灵动与秀美源于南明人的用心守护与呵护！近年来，南明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坚决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使南明区天更蓝、水更清、岸更绿、地更净、景更美。

南明：绿意润繁华 智慧护环保
高艳飞

3 月 15 日，贵阳市生态环境局南
明分局到贵阳宏益污水处理有限责任
公司进行了环保法律法规宣贯，以进
一步增强企业环保法制意识和法律知
识，提升企业环保管理水平；

5 月 21 日，南明区组织开展“国
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普及生
态环境保护相关知识、野生动物保护
法律法规，让广大群众直观、深刻地
领会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

5月 30日，南明区在花果园盖板广
场举办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

题的民法典集中宣传活动，贵阳市生态
环境局南明分局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市民着重讲解民法
典中涉及生态环境领域的相关法律条
例，以提高市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6月 5日，南明区在甲秀广场开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世界环境日主题
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环保知识，
发放环保知识手册、环保购物袋等，
进一步提高了辖区居民对环境保护的
认识，增强了市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积极性……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

南明区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的宣传活动，提高全区市民的生态环
境意识和爱护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
性，营造良好的环保执法环境，充分
发挥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对生态环境建
设事业的先导、基础、监督和推动作
用，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
与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鼓励大家积
极践行绿色生活理念。

“让绿色理念融入社会主流价值，
在发展的血液中融入‘绿色基因’。”
这是南明区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的用心
之举、智慧之举。

绿色理念 润物无声

“目前，河滨再生水厂日均处理污
水量为 5.1万吨，出水水质达到一级 A
标准，主要指标达到地表 IV 类水体
标准，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大部分排
入到南明河里作为景观补充水使用。”
7月 2日，在贵阳市河滨再生水厂，副
厂长刘恩一边带记者参观，一边给记
者介绍。

河滨再生水厂位于南明区河滨公
园靠南明河处，是按照“适度集中、
就地处理、就近回用”的创新城市排
水规划理念建造的下沉式污水处理项
目，占地 27.75 亩，设计规模 5 万 m/d，
于 2018年 7月开工建设，2020年 4月 3
日进入商业运行。

“河滨再生水厂服务范围包含花果
园大沟区域以及南明河河滨公园上游
左侧截污沟汇水区域，服务人口约为
21.79万人。”据刘恩介绍，河滨再生水
厂的亮点在于“地面打造景观公园、
地下建立再生水厂。”目前，地上景观
项目正在加快施工当中，作为河滨公
园的一部分，建设好后将成为贵阳市

民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建设再生水厂是南明区积极推进

“南明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一个
缩影。

南明河是贵阳市的“母亲河”，也
是南明区重要的文化旅游符号、经济
发展主轴。曾经，随着工业化、城市
化快速推进，南明河流域生态“欠
账”增多，水质恶化、污染严重，成
为一条“失去生命的河流”。

2012 年，贵阳市启动“南明河流域
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作为贵阳市的
中心城区，作为被南明河滋润的一方土
地，南明区义不容辞地加入了“南明河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队伍。

在水环境综合治理上，贵阳市南
明区积极探索出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南明模式”，
通过采取修建再生水厂、实施大沟治
理工程、治理黑臭水体、全面推行河
长制等一系列措施，绘就“水清、岸
绿、河畅、景美”的美丽画卷。

在 黑 臭 水 体 治 理 上 ， 自 2018 年

以 来 ， 南 明 区 投 入 8900 余 万 元 左
右，按照“控源截污”“内源治理”

“ 垃 圾 清 运 ”“ 长 效 管 理 ” 的 理 念 ，
对火石坡、袜厂、太慈大沟明敞段
等 6 处 确 定 的 黑 臭 水 体 进 行 治 理 ，
消除黑臭。

为了提高南明河水环境质量，南
明区于 2020 年投资约 2.488 亿元对次
南、团坡、阳河、中东、花果园大沟
等 5 条排水大沟进行治理，通过新建
截污管、沟内清淤等措施，全面实现
大沟沟内雨污分流，清水入河。污水
进入截污管，不仅为南明河截污沟减
负，还有力推动了南明河实现水清岸
绿河畅景美。

历经无数个春夏秋冬，终不负功
夫不负民！

现如今，在南明区广大干部职工
的一致努力下，南明河的人文底蕴得
到再现。而更重要的是，群众亲身感
受到南明河水质的变化，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与之俱增，真正实现了生
态、经济、社会效益“三赢”。

写水文章 讲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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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是南明发展的主旋律。
道路要绿、公园要绿、山头要绿、产业

要绿……在南明区，一切皆以绿为底色。
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南明区始终牢记

“两山”理论，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通过打好蓝天保卫战役、碧水保卫战
役、净土保卫战、固废保卫战等，用实际行
动为群众创造一个优美舒适的居住环境，又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群众增收致富开拓了
一条新的路子。

在产业发展上，南明区着重引进以“高
端、集约、绿色”为特点的项目，以“高精
尖”项目助推绿色发展。

正是南明区坚守以“绿色产业”发展为
主的招商原则，使南明区拥有了独特的竞争
力和吸引力，吸引了一批批优质企业远道而
来。这些企业在为南明区创造税收的同时，
也为南明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
力，促进了产业更新。

绿色发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南
明，也将一直在路上。

故事一

盛夏时节，贵阳市南明区云关乡摆郎村村民胡成荣最
幸福的事就是陪家人在麻堤河周边散步，话话家常。然而
在以前，他可没这雅兴。

现如今的麻堤河 （南明段），清澈透明、绿色成荫、
鱼儿嬉戏、白鹭翩飞。“你不晓得，以前这条河水质很
差，都没心情来这点散步。”提起从前，胡成荣皱起眉
头，放眼现在，胡成荣喜上眉梢。

麻堤河是南明河的一级支流，全长约 8.9 公里 （其
中，南明区段约 4.6公里），主要流经花溪区，南明区、经
开区，经经开区三江口汇入南明河。

作为汇入南明河的支流，麻堤河的水质好坏直接影响
着南明河的水质好坏。

“麻堤河南明区段所处区域大部分属于农村，市政设
施薄弱。2017 年以前，因为大量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
进入河流，给河流水质造成了严重影响，水质长期不达
标。”据贵阳市生态环境局南明分局副局长胡慧介绍。

拯救麻堤河，迫在眉睫！
多年来，南明区对麻堤河的治理从未停止，但由于多

种因素制约，水体污染等诸多问题并未得到根治。
为彻底解决麻堤河南明段水质污染及流经区域环境问

题，2020 年，南明区以“标本兼治、长治久清”为目
标，投资约 1.04亿元，全面启动了麻堤河南明段水环境综
合治理工程。

该工程从沟口改造、生态修复、污水管网铺设、散排
污水收集、河道清淤等方面入手，采取近期治理与远期治
理、分散治理与集中治理、生态治理与工程治理相结合的
方式，分阶段对麻堤河南明段河道进行综合整治。

“目前麻堤河南明段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进度已经完
成 95%，累计新建污水管网 46000 米，清理淤泥 25000 立
方米，修建分散式处理设施 50 套，修复生态护坡 0.8 公
里。”胡慧说，通过系统治理，目前麻堤河水生态系统逐
渐恢复，水质提升至Ⅲ类水体。

为保护好麻堤河 （南明段） 治理成果，防止随意倾倒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入河的情况发生，南明区在麻堤河单
侧安装隔离网约 4 公里，沿途安装监控系统。此外，南明
区还严格落实河长制，针对发现的垃圾乱倒、污水乱排等
污染情况及时整改，杜绝再次污染。

麻堤河：
鱼儿嬉戏 鸟儿翩飞 村民欢笑

故事二

“通过‘智慧南明 云上城管’微信小程序平台，我
们可以查看南明区各个居民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的垃
圾分类设施投放情况。”在南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
科工作人员高政恺一边给记者演示，一边介绍。

为实现垃圾分类的智慧化管理，南明区于 2019 年开
发投用了“智慧南明 云上城管”平台。通过该平台，南
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可以随时查询南明区 1248 个居民小
区、554 家企事业单位、6329 户商家垃圾分类设施投放情
况，便于监管。

“根据 《贵阳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 规定，餐厨垃
圾不得出售、倒运或者擅自处理。不得将餐厨垃圾排入下
水道、河道，不得与其他垃圾混倒。但有些餐饮店老板为
了省事，会随便乱倒餐厨垃圾。”高政恺说，餐厨垃圾不
同于生活垃圾，乱倒餐厨垃圾不仅污染环境，还易造成排
水管网堵塞，也给环卫工人的清扫工作带来诸多麻烦。

为遏制餐厨垃圾乱倒的现象，南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在今年 5 月份开发了餐厨垃圾签单系统，该系统属于“智
慧南明 云上城管”平台的一部分。

“通过该系统，餐饮商家可以在上面填报餐厨垃圾的
数量、回收餐厨垃圾的地点、预约回收时间等，回收企业
可以根据餐饮商家填报的信息，按时去指定地点回收餐厨
垃圾。”高政恺说：“如果一个餐饮商户长时间不在系统上
填报预约回收餐厨垃圾，那就证明他可能存在乱倒的情
况，如果查明确实有这种情况存在，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
处罚。”目前，厨余垃圾签单系统正在南明区花果园试
用，将于 10月份全面投用。

自 2017 年以来，南明区一直紧紧围绕省、市垃圾分
类工作部署，积极探索和推进垃圾分类相关工作，通过组
织开展示范单位及示范片区建设工作、推进“五级”管理
责任制落实、试点定时定点投放及定时上门收集、开发

“智慧南明 云上城管”平台等形式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使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自从开展垃圾分类后,乱扔垃圾和乱堆放的现象也少
了,环境整洁干净了,生活环境也越来越好了。”说起垃圾
分类的好处，南明区居民王梅幸福溢于言表。

借力大数据 垃圾分类更高效

美丽甲秀楼。

阿哈湖国家湿地公
园良好的生态吸引众多
游客。 赵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