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河这边是福田 CBD，河对岸是香港
的湿地和自然风光，美不胜收。 白领在这边上
班 ， 望河对岸的风光 ， 多惬意的一件事情
……” 深圳河治理办公室负责人段余杰展望
未来深圳河两岸的情景 ， 充满信心 。 谁能想
到 ， 前几年 ， 深圳河还是一条臭气熏天的河
流，两岸居民连窗户都不敢打开。

作为深港界河 ， 深圳河在深圳一侧占
60%，主要包括福田区 、罗湖区以及龙岗区布
吉和沙湾街道 ， 香港一侧占 40%。 段余杰介
绍 ， 深港两地达成了联合治理的机制 ，“在防
洪方面 ，深圳和香港共同制定方案进行管理 。
在污水水质监测方面 ， 两地共同开展沿河排
放口和水质的调查，进行研究。 深港定期进行
信息互通交流，探讨深圳河治理情况”。

在联防联治的同时 ，深圳持续 、系统地开
展流域内污染治理工作 。 2016 年以来 ，深圳
河流域累计投入逾 125 亿元，实施 80 余项治
水骨干工程 ，新增污水管网 409 公里 ，河湾流
域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228.6 万吨/天 ， 出水
标准均达Ⅴ类或以上。

根据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提供的水质监测数

据，2018 年年底，位于深圳河口的国家考核控制
断面水质已优于地表水 V 类标准。 目前，深圳河
流域内 18 个黑臭水体、345 个小微黑臭全部消
除黑臭，主要河流水质明显改善。 深圳河成为跨
境治理界河的成功典范，也是跨境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合作的成功典范。 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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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臭水体到景观用水，曾亚
见证了茅洲河的蝶变。

2015 年，博士毕业后，水务系
统“老兵” 曾亚进入深圳市水务
局，参与茅洲河污染整治工作。 茅
洲河给曾亚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

“黑”：河水黑臭不堪，河道底泥如
柏油一般，河岸旁尽是垃圾杂草。
当时， 有人提出一年内治理好茅
洲河。 曾亚看了这幅景象，私下找
领导反映“做不到”。

曾亚的担心不无道理。茅洲河
全长 41.6 公里， 此前由于两岸工
厂非法排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监管缺位等原因， 水质长期保持
在劣 V 类。 日积月累，茅洲河成了
全省乃至全国污染最重的河流之
一，治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2015 年， 国务院颁布“水十

条”， 治水成为国家重要民生工
程。 2015 年年底以来，深圳对茅洲
河实行“地方 + 大国企”的大兵团
作战、全流域治理模式，全力攻坚
治污。

此后，广东省全面打响碧水攻
坚战，茅洲河治理成为“一把手”
工程，由省委书记李希牵头督办。
由此，茅洲河整治提速，上下齐心
共求水清岸绿。

经过四年多的治理、1500 多
天的攻坚，茅洲河水质从劣 V 类改
善为地表 V 类水。 2019 年，茅洲河
水质实现历史性突破，19 条支流
稳定消除黑臭， 共和村国考断面
11 月、12 月连续达到地表Ⅴ类水
标准，即景观用水标准。 氨氮浓度
从 2014 年的 24mg/L 降至 2mg/L
以下，达到 1992 年以来最好水平。

治水大文章 深圳写就多篇

氨氮浓度从 24mg/L 下降到 1.71mg/L、
总磷浓度从 3.18mg/L 下降到 0.28mg/L
……经过四年多的治理，曾经的“黑龙”茅洲
河已黑水不复、臭气不再，撕掉了“黑臭大河”
的标签。

茅洲河是深圳第一大河， 堪称深圳污
水整治的标志河流。 昔日的茅洲河一度臭
气熏天，垃圾遍布，是国内污染最严重的河
流之一。

近年来， 广东省高位部署推动打好碧
水攻坚战： 省委主要领导牵头督办茅洲河
治理， 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发布一号
令，深莞两市联手共治……今年 1 月初，当
记者再次探访时发现，这里水清岸绿、鱼翔
浅底，污染治理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不止茅洲河，深圳河、龙岗河、大沙河
……多项举措的实施、无数身影的努力，让
那些曾经黑臭的河流重现素净波光。 深圳
治水成效卓著，这一个个“代表作”即是最
有力的证明。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梁栩豪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王 磊

代表作

河道管养开新路

跨境治河的典范

1500 多天碧水攻坚
“第一大河”诗意新生

茅洲河流经深圳、东莞两市，
如何跨界共治？ 广东在省、市层
面率先搭建协调机制 ，构建“省
生态环境厅 + 深圳市、东莞市 +
宝安区、光明区、长安镇”的茅洲
河综合整治工作框架 ， 并建立

“两周一会”工作机制。“经过省
里协调，两市共治机制更加明晰
和顺畅。 ”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副
局长吴对林说。

机制牵头作保障， 措施落地
见实效。 管道建设、雨污分流、清
淤清漂……近年来， 深莞均通过
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改善茅洲河
水质。 同时，两市在茅洲河流域开
展联合交叉执法行动，2019 年开
展三次， 共出动执法人员 657 人
次，检查企业 190 家，发现存在环
境问题企业 45 家，立案 21 家，整
改 24 家，查封扣押一宗。

茅洲河（宝安段）水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燕罗湿地公园，是茅洲河流域
的重要生态节点。

四年前，这里是一片烂泥滩涂，重度
污染让此地色彩几近褪去。 而如今，荒滩
涂被绿草红花、碧水潺潺的湿地所替代，
滨水广场、亲水栈道、亲水平台等生态设
施一应俱全。 曾因污染而停办的龙舟赛
也于 2018 年复办，并连续两年举行。

随着水质改善，茅洲河的生物多样
性也得以恢复。 站在亲水平台，可看到
一片绿植覆盖的小岛。 当暮色降临，这
里是鸟类的栖息地。 而望向水面，可见
鱼儿游动。“河里的鱼类现已有 14 种以
上。 ”曾亚说。

湿地承担着净化水质、修复生态的
功能。 据介绍，城区生活污水收集到附
近的松岗二期水质净化厂后，经处理排
入湿地内，再经过燕罗湿地“预处理（生
态氧化池+高效沉淀池）+ 垂直流潜流
湿地 + 表流湿地”的水质处理工艺，排
出水质可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

除燕罗湿地外，流域内还有潭头河湿
地、排涝河湿地等。 众多湿地发挥“疗养”
作用，使茅洲河一步步恢复“元气”。

生态修复：
滩涂变湿地鱼鸟共栖息

深莞共治：协同作战促全流域治理

攻坚治污：水质达 1992 年以来最优A

B

C

茅洲河

深圳河

龙岗河

茅洲河燕罗湿地公园已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2016 年的茅洲河下游，水体黑臭环境恶劣

踏着青石板过河 ， 蹲下身子手还能撩起
一汪清河水———这样的情景 ， 在都市里也能
实现。 龙岗区龙园公园坐落于河畔边，龙岗河
蜿蜒而过，园内水清岸绿。

龙岗河发源于梧桐山北麓，流经深圳、惠州
两市。深惠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月会商调度，联
防联治。在河道管养上，龙岗开创先河，首次在国
内河道管养中引进流域管理理念， 采取管养分
离、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管理、专业化养护的先进
模式为河道管养打好“预防针”，避免治理已颇具
成效的龙岗河“旧病复发”。

仅去年一年， 龙岗河流域共安排水污染治
理工程项目 40 个，截至年底完成投资 87.3 亿
元，完成率 100%。 流域内 21 个黑臭水体、324
个小微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整治， 摘掉黑臭 “帽
子”。 流域内共 37 条河流，相关部门对 32 条河
道开展了整治工程，其中龙岗河干流、南约河、
龙西河、大康河等 31 条已完成，剩余一条正加
快整治。此外，目前正推进其他三条暗涵型河道
的治理，响水河河道现状环境良好。2019 年，龙
岗河出境吓陂断面全年水质均值达 V 类水标
准；省考西湖村断面 12 月首次达标，圆满完成
“省考”任务。 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羊城晚报讯 记者马汉
青、 通讯员穗商务报道：1 月 7
日晚， 随着跨境电商零售出口
退货的首单货物在广州白云机
场完成联网核放， 广州跨境电
商公共服务平台在全国率先上
线出口退货功能。

长期以来， 遇到出口商品
滞销或退货， 跨境电商出口企
业在综合考虑商品价值、 退运
物流成本、 入境税收成本等因
素后， 通常采取境外打折的方
式处理商品。 广州跨境电商公
共服务平台上线的退货功能，
将大大改变跨境电商出口商品
“退货难”的僵局。

据介绍， 对于需要退运回
国的跨境电商零售出口、 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跨境电商出口，
企业通过广州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公共服务平台向海关发出跨
境电商出口退货商品申请，结
合线下作业， 将实现快速查验
通关放行。 高效便捷的退货通
道，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为跨
境电商出口可持续发展注入新
动力。

广州跨境电商
公共服务平台
全国率先上线
出口退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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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 备受瞩目的权健
案尘埃落定。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对被
告单位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及被告人束昱辉等 12 人
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一案依法公
开宣判， 认定权健公司及束昱辉
等 12 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 依法判处权健公司罚金人
民币 1 亿元， 判处束昱辉有期徒
刑 9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万
元。 束昱辉当庭表示认罪服法。

撕下传销面具， 打破造富神
话， 在案件庭审中， 许多此前笼
罩在权健身上的谜团得以进一步
破解。

谜团一：直销还是传销？

“拉人头”“入门费”“多层次”
“团队计酬”……权健案体现了传
销非法经营的所有重要特征。

法院一审判决明确指出 ，
2007 年以来，权健公司以高额奖
励为诱饵， 引诱他人购买成本与
售价严重背离的产品成为会员，
再以发展会员的人数为依据进行
返利， 诱使会员继续发展他人参
加，形成金字塔式层级关系，获取
巨额经济利益。 束昱辉作为权健
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起决定作用。

十几年来，权健一直“以直销
之名行传销之实”。面对虚假宣传
和传销质疑， 权健公司总拿“直
销 ” 做挡箭牌 ， 称权健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获得商务部颁
发的直销经营许可证。 但查询发
现， 允许直销的产品只包括一系
列以“DNA”为开头名称的化妆
品、 卫生巾 / 卫生护垫等保洁用
品、 咀嚼片等保健食品三大种类
共 40 种，不包括任何药品。

束昱辉被捕后， 权健传销网
络被揭开了真面目。通过“拉人头
入会，逐级返利”的模式，权健发
展出了近 400 万人的销售队伍，
最多的达 600 多个层级 ， 涉及
300 多亿元资金。 束昱辉手下得
力干将、权健高管王智永，发展下

线 10 万余人，获利数千万元。

谜团二：商业奇才还是骗子？

束昱辉曾以“高调”“多金”著
称，投资足球更是赚足了眼球。 天
津权健足球俱乐部因热衷出“天
价” 聘请国内外著名球员和世界
级教练，备受瞩目。 与此同时，束
昱辉在公开场合露面并不多，一
直保持“神秘”形象。

随着权健财富积累真相被揭
露，束昱辉也经历了从所谓“商业
奇才”到阶下囚的巨大人生反转。

2016 年 7 月，记者曾在权健
公司某项目发布会上目睹了束昱
辉一时辉煌。 在容纳数百人的豪
华大厅， 播放的视频画面中束昱
辉昂首登上直升机。 不久，大厅内
灯光聚焦， 大门在激昂的音乐中
缓缓打开， 束昱辉在数十人簇拥
下步入大厅，场内响起欢呼掌声。

通过这类高调的“烧钱”“炫
富”行为，束昱辉为权健发展传销
业务，提供了绝佳的宣传材料，不
少人因此被“洗脑”，选择加入权
健，深信“束总”能帮助他们实现
一夜暴富的梦想。

疑团三：神药还是劣质产品？

长期以来， 狂轰滥炸的广告
宣传以及光鲜亮丽的“财富神
话”， 让许多家庭经历了健康受
损、财产被骗的悲剧。

权健被称为“一家靠天价保
健鞋垫和负离子卫生巾起家的公
司”。 曾有权健经销商大肆宣传，

“鞋垫作用很大， 头疼放头上，腰
疼放腰上， 有心脏病可以从脚底
拿出来放腋窝，可以立马好。 ”

但事实上， 权健的大量产品
都是价廉、质低。 以权健旗下销售
上千元的保健鞋垫为例， 其出厂
价格不超过 20 元，几乎没有保健
功能。

靠着这些“坑人” 的保健产
品，在 10 多年时间里，权健在全
国创造了一个年销售额 100 多亿
元的保健帝国。 （新华社）

涉数百万人、300 多亿元资金

权健案尘埃落定
诸多疑团被进一步解开

铁路桥的桥面由 T 形梁拼
接而成，T 形梁的构成除了钢筋
作为“骨骼”以外，其余都是混凝
土。 水泥、石子、沙、粉煤灰、矿
粉、 外加剂是混凝土的组成部
分。 这些材料配比不同，会出现
不一样的效果。

蓬江制梁场承担着南沙港
铁路第 2 标段内 1416 片 T 形
梁的预制生产任务。该梁场的梁
体技术标准要求必须采用高强
度混凝土，根据以往经验，要达
到高强度混凝土一般需要采用
高强度水泥，但这样做不仅原材
料成本高，还容易出现收缩变形
大、水化热高、易开裂等问题。

面对这些难题怎么办？邓桂
芳大胆提出了“采用 P.O42.5 设
计 T 梁 C60 配比及施工控制”
设想。 简单来说，就是尝试用低
强度水泥，通过其他各种材料的
优化和组合达到高强度混凝土
的设计要求。

“这么搞，能符合标准吗？ ”
面对同事们的质疑，邓桂芳没有
动摇，经过三个月的 100 多次混
凝土试验，研发出利用低强度水
泥生产高强度混凝土的“配方”。

如果说混凝土只有“灰色”和
“乏味”，那么，邓桂芳则用她的智
慧，将混凝土变得“多彩”起来。在
2018 年的国家级生产认证中，邓

桂芳用“新配方”混凝土生产的预
制 T 形梁质量得到专家组一致好
评， 蓬江制梁场顺利取得国家桥
梁安全生产许可证。 南沙港铁路
桥梁架设所需的 T 形梁得以批
量生产，施工建设速度大大提高。

羊城晚报记者 马灿
通讯员 联旭 雅斯 尧江

“将粉煤灰掺量
提高，按这个新配比
操作看看效果。 ”1 月
6 日， 在广州南沙港
铁 路蓬 江 制 梁 场 试
验室内，邓桂芳正带
着 几名 试 验 技 术 人
员进 行 混 凝 土 工 作
性试验。

现年 55 岁的邓
桂芳是中铁二十五局
南沙港铁路蓬江制梁
场工程试验负责人。
对她而言， 混凝土就
像 她职业 生 涯 中 的
“老伙计”， 陪她走过
了 30 年。

试验台前的智慧工匠

铁路试验室里的女工匠邓桂芳：

为不同建筑项目 定制混凝土配方

层新新春春

经济活力在身边

基
A

近两年，邓桂芳成立了两个
工作室：广东总工会授牌的“邓
桂芳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
室”、中国铁建授牌的“中国铁建
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她带领工作室成员，以混凝土原
材料与配合比设计为方向，提出
四项创新研究课题并付诸实践，
直接节约成本数千万元。渝怀铁
路、南沙港铁路、赣深高铁等国
家重点项目的施工推进和工程

质量在这些创新项目的支撑下
得到了保证。

凭着对试验工作的热情和
个人魅力， 邓桂芳收获了大批
“粉丝”，先后带出40多个徒弟，
为工程项目输送15名业务骨干。

“每次遇到难题向邓姨求
助， 她都会第一时间耐心回复，
教我方法， 带我一起解决问题。
在她的感染下，我的试验工作越
做越好！ ”徒弟张龙说。

对于人才培养， 邓桂芳认
为，专业能力是从事一个行业的
门槛，要想成为行业专家，必须
要有职业的责任和担当。

作为创新工作室的“管家”，
临近退休年龄的邓桂芳依然奔
波在施工一线。 她用30年的坚
守， 一次次锲而不舍的创新尝
试，诠释着“工匠精神”，参与21
项国家重点工程，取得11项重要
试验技术成果。

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B

穗PM2.5浓度降至近年最优
去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293天，占比80.3%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栩豪、通
讯员穗环宣报道： 广州市生态环
境局8日对外公布了2019年全市
空气环境质量。其中，PM2.5年均
浓度30微克/立方米， 成为广州
市自2013年国家正式对PM2.5进
行考核以来的最好水平， 连续三
年稳定达标。 2019年，广州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为293天， 占比
80.3%，其中空气质量为“优”的
天数为93天，“二级良” 天数为
200天； 连续两年消除重度污染
及严重污染。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通报，广
州燃煤锅炉由“十二五”初期的
约1400台下降至仅剩30台；广州

规模以上工业的煤炭消费总量
逐年递减，从2013年的1850万吨
下降至2019年11月的1167万吨。
广州还推动移动污染源治理，

“十二五” 以来淘汰黄标车21.6
万辆，2018年底实现公交车电动
化，累计推广应用纯电动公交车
11394台。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广州
PM2.5年均浓度持续下降，但广州
2019年的二氧化氮、臭氧未达标，
成为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
人分析， 尚未建立起扬尘污染精
细化管控的有效机制与移动源的
氮氧化物排放量居高不下， 成为

广州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面临的
重要挑战。

该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广州
将从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深
化移动源污染控制、 实施扬尘污
染精细化管控、 深度治理挥发性
有机物等方面， 推动环境空气质
量持续好转。

邓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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