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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岸绿润色“锦绣太原城”
本报讯（记者 何宝国）9月 25日

消息，我市实施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
行动，促进全市水环境质量巩固提
升，为全面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奠
定坚实的水生态环境基础。

在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实
施过程中，我市强化汾河生态补水管
理，制定汾河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
案，将生态用水纳入水资源日常运行
调度计划，保障全年河流生态流量。
精准化实施汾河干流生态补水，通过
年度各月间水量调剂，科学合理安排
闸坝下泄水量和泄流时段，满足河流
生态用水需求，每年 12月至次年 3月
枯水期按 15 个流量实施生态补水。

同时，加强对汾河景区内经营单位排
水管理，严禁不达标的污水排入水
体，确保污水达标排放。开展汾河东
暗涵边山支沟入汾口底泥清淤工
作。对汾河景区藻类、水草等浮游生
物(植物)进行有效拦截打捞处置，杜
绝水华现象发生影响汾河水质。

我市全面实施水生态保护修
复。在污水处理厂排放口因地制宜
建设小型人工潜流湿地工程，优先采
用带保温装置潜流湿地，并充分考虑
冬季亲水植物生长条件，污水厂出水
温度在 10℃以上，消毒方式由添加次
氯酸钠逐步改为臭氧或紫外线消
毒。同时，加强河流堤外缓冲隔离防

护林带建设，沿河(湖、库)两岸建设植
被缓冲带和隔离带，汾河城市段沿岸
堤外 50 米、汾河支流城市段堤外 30
米范围内实施植树种草增绿，保护水
域及其岸线空间，留足河道、湖泊保
护范围，有序推进还林、还草、还湿、
还滩，对非法挤占的要限期退出。加
强河流水系综合整治，因地制宜选择
栽种亲水、耐湿植物，逐步恢复河流
水生植被，探索恢复土著鱼类和水生
植物。因地制宜投放、培育本地鱼
苗，河底种植水生草本植物，推动汾
河生态系统重建。此外，还要完成阳
曲县杨兴河人工湿地二期建设，提升
河流水质。加大娄烦县、古交市和尖

草坪区等河头源流良好水体保护力
度，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实施植树
种草、封育保护，涵养水源，恢复水清
岸绿的水生态系统。

我市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巩固
市区黑臭水体整治成效，对已完成整
治的城区黑臭水体按季度实施水质
监测，严防水质反弹，建成区黑臭水
体消除比例稳定保持在 100%，确保长
制久清。扩大黑臭水体整治范围，开
展三县一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排查整
治，三县一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
例达到 100%。要采取控源截污、垃圾
清理、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措施，及
时清空沟渠、池塘积存的黑臭水体。

本报讯（记者 何宝国）南白石河是汾河
二级支流，是黄河重要的“毛细血管”。在水
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中，我市将全力实施
清徐县南白石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12月底前，要完成城吴柳总退水渠、乌象
民总退水渠和河东北总退水渠三个入汾口潜
流湿地净化工程，确保COD、氨氮、总磷等主
要污染物达到Ⅴ类标准，巩固提升国考韩武
村断面水质。

对南白石河流域内上游大北村、小北村、
水屯营村、东于村、东高白村、中高白村、西高
白村、牛家寨村、柴家寨村 9个村庄进行截污
纳管、雨污分流，开展村庄内大街小巷雨、污
水收集管网建设。12 月底前，实现南白石河
流域内村庄生活污水全收集，雨污分流。

此外，我市将实施东湖退水渠治理工
程。12 月底前完成东湖退水渠底泥清淤工
作，同时启动东湖退水渠全段生态治理工
程。实施九斗退水渠治理工程，12 月底前完
成九斗退水渠全线清淤，并开展 307国道下游
渠坡生态治理工程。实施南白石河流域生态
化治理工程，12月底前完成东盛桥到改线 307
国道 1.1 公里河道治理工程。实施南白石河
东于污水厂扩建工程，12 月底前完成南白石
河东于污水厂扩建工程，在清徐县东于镇中
高白村 307国道南，建设规模 1.5万吨/日的污
水处理设施。

本报讯（记者 何宝国）我
市推进雨污合流制排水管网改
造，今年全市城区雨污合流制排
水管网要全部改造完成。古交
市、清徐县、娄烦县和阳曲县雨
污合流改造要完成剩余量的 50%
以上。

对排入汾河景区东西暗涵的
污水全部截污纳管，未经处理达
标的污水一律不得直排东西暗
涵。特别是对排入东暗涵的太
钢南线排洪渠、北涧河、北沙河、
南沙河、城南退水渠、许坦退水
渠、晋阳街泵站等汇水范围内雨
污合流排水管网制定详细的改
造方案，明确管网改造完成时
间、责任单位、责任人。生活污
水全部收集进入污水处理厂，未
经处理达标的污水一律不得直
排东暗涵，确保北涧河等重点支
流水质达标。

我市要加快补齐生活污水处
理能力短板。对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能力不足或接近满负荷的
污水处理厂实施新建、扩容工
程。年底前完成晋阳污水处理
厂二期 16 万吨/日扩容工程，力
争年底前完成城北地区北郊污

水处理厂 8 万吨/日扩容改造工
程，启动城南地区龙城污水处理
厂 20 万吨/日新建工程，真正实
现城市生活污水全收集全处
理。完成全市 2个万人镇和汾河
流域泥屯镇等 21 个建制镇的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全市具备生活
污水处理能力的建制镇比例力
争达到 90%以上。

我市将强化城镇污水处理厂
和雨水泵站运行监督管理。如，

通过管网清淤、积存污水清空等
措施，最大程度减少汛期雨水携
带生活污水直排入河。强化晋
阳街、康乐街、水西关街、胜利街
等雨水泵站排水管理，定期进行
池内清淤，并在降雨后及时将池
内水送至污水处理厂处理，清空
蓄水池。污水处理厂进水溢流
口实施非汛期封堵或设立闸阀，
严禁非紧急状态下进水溢流口
直排生活污水。

南白石河
年底要大变样

城区排水管网全部实现雨污分流

生活污水

本报讯（记者 李静）9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为第四批 18家全国
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简称投
教基地）授牌。其中，我省一基地
入选。

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参
与方，是资本市场持续发展的基
础。近年来，山西证监局持续加大
投资者保护工作，要求投教基地持
续规范运行，立足公益性、专业性、
特色性等原则，为投资者提供一站

式的优质教育服务。今年上半年，
我省命名了第四批全省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包含实体类 2家：
海通证券山西分公司投资者教育
基地、山西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互联网类 2 家：民众咨询互联网投
资者教育基地、三立期货互联网投
资者教育基地。

此次我省首次入选国家级投
教基地的是山西证券投资者教育
基地，位于南中环街 265 号。基地

共设置证券历史区、风险警示区、
晋商文化展示区、专家讲堂区、模
拟交易区及意见征集区等 12 个功
能模块区。基地以投资者需求为
导向，努力为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
证券知识、最新行业动态，让投资
者了解证券市场的交易规则和各
种产品的交易特点；同时做好风险
提示，及时对处于退市风险的股票
做风险解读和公告，帮助投资者提
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本报讯（记者 何宝国）山西
云时代公司 9 月 25 日介绍，南风
化工与北方铜业重大资产重组
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有条件通
过。

去年，按照省委关于国有资
本优化布局的决定，中条山有色
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划归山西云时
代公司。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目
前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铜联合企
业。 2002 年，中条山集团联合北
京矿冶研究总院等共同发起设立

了北方铜业，囊括了中条山集团
核心铜业板块资产。随着近几年
有色金属市场整体回暖，北方铜
业业绩逐渐改善。去年 9 月，北
方铜业宣布拟“借壳”南风化工资
产重组上市。

9 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委第 24 次工作会议在
山西证监局视频会议室召开。会
议决定，有条件通过南风化工与
北方铜业重大资产重组。山西云
时代公司介绍，始终专注巩固提

升中条山集团铜采矿、选矿以及
冶炼等核心技术优势，将加快数
智化升级改造，做强铜基高端产
业。

作为山西数字信息产业旗舰
劲旅，山西云时代公司以数字信息
产业以及军工信创和铜基高端制
造为主业，聚焦数字政府、智慧城
市、智能制造等领域发展。此次南
风化工与北方铜业重大资产重组，
将为山西云时代公司发展插上资
本翅膀。

本报讯（记者 张勇）9 月 25 日消
息，为保障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和常态
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实处，迎泽区市场
监管局日前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托
幼机构）及周边开展秋季食品安全专项
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以食品安全风险隐
患排查为重点，对中小学校、幼儿园、
托幼机构食堂是否严格执行食品采购
索证索票，是否采购资质不全和来源
不明的食品及食品原料，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是否落实等进行检查。执法人
员重点检查了食品安全专职管理员配
备、原料控制、餐饮具消毒、食品留样、
设施设备维护、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健
康及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尤其
要求对于未接种新冠疫苗及未取得健
康证的工作人员一律不得上岗。同
时，执法人员对校园周边餐饮店、商店
也进行了检查。

在现场，执法人员发现有些单位存
在索证索票不全、餐饮具消毒措施不规
范、未按规范进行食品留样、“三防”措
施不到位等问题，立即要求其整改。

我省有了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南风化工与北方铜业重大资产重组“过关”

迎泽区开展
校园食品检查

我市实施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