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滇池水环境综合治理所
采取的措施及效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滇池治

理工作，自“九五”以来连续3个五年

计划将滇池纳入国家重点流域治理规

划。云南省和昆明市为全面落实规划，

推进滇池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先后

采取了一系列工程措施。其中：通过环

湖截污工程，实施片区截污、河道截

污、集镇及村庄截污和干渠(管)截污，

使其作为削减入湖污染负荷和治理保

护滇池最直接有效的手段；通过引水

工程，如掌鸠河引水供水工程、清水海

工程等，力争达到清水入湖，促进滇池

水生生态环境恢复的目标;通过入湖

河道整治工程，对29条主要入湖河道

及84条支流开展综合整治，努力实现

入湖河道水质达到水环境功能目标要

求；通过农业农村面源治理工程，以

禁养和减少化肥施用量为重点，开展

农业农村面源污染防治；通过生态修

复与建设工程，在滇池湖滨开展“四退

三还一护”（即退塘、退田、退房、退

人，还湖、还湿地、还林地，护好滇池

水）、滇池面山绿化、水土保持和水源

地保护工作，努力改善和提高滇池流

域生态环境；通过生态清淤工程，分

步骤，有计划地对滇池底泥进行疏浚，

同时积极推进底泥发电、肥料利用、

建筑材料开发等资源化利用的研究和

试验工作。

上述各项工程措施，涉及《滇池

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06 2010

年）》各类治理项目65个，规划投资

92.27亿元，截止目前，共计完成49项，

占规划项目的75%；调试1项，占规划

项目的2%；在建14项，占规划项目的

22%；正在开展前期工作1项，占规划项

目的1.54%，累计完成投资约84.15亿

元。滇池“十一五”规划补充报告项目

2个，规划投资91.03亿，其中环湖截污

工程累计完成投资35.92亿元。

通过实施上述工程措施，滇池综

合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主要体现在：

（一）入湖污染物总量得到有效削减
2009年滇池流域化学需氧量、总

氮和总磷的排放量分别为22657吨、

11645吨和771吨。其中：工业源和城镇

生活源经处理后的化学需氧量、总氮

和总磷的排放量分别为15660吨、7099

吨和224吨，非点源化学需氧量、总氮

和总磷的排放量分别为6997吨、4546

吨和548吨。化学需氧量和总磷两项污

染削减指标完成了“十一五”制定的控

制在37787吨和834吨内的目标，考虑

到2010年的新增处理能力，总氮有望

完成点源削减目标。

从“九五”到“十一五”期间，滇

池流域企业污染治理强度加大，扭转

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企业污染物排放量

增长的趋势，滇池流域工业污染源排

放的主要污染物基本实现达标排放。

滇池流域已建成8座较大规模城市污

水处理厂，2009年昆明主城六个污水处

理厂累计处理污水21137.5482万吨，

减少排入滇池的污染物总量为132328

吨；其中，化学需氧量减排64293吨。

2010年1 7月，各污水处理厂累计处理

水量达16935.6515万吨，减少排入滇

池的污染物总量为100331吨；其中，化

学需氧量减排49976吨。

（二）部分入湖河流水质有所改善
昆明市按照“治湖先治水、治水先

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

先治官”的方针，通过开展河道综合整

治工程，对35条主要入湖河道及80余

条支流开展综合整治。完成河道4100

多个排污口的截污及雨污分流改造；

通过实施片区改造、河道截污、道路改

扩建等，在河道所在流域铺设及改造

截污管网近1000公里，绿化面积690万

平方米，绿化河道470公里。

通过河道综合治理，主要入湖河

道水质得到明显改善。2009年，乌龙

河、茨巷河、大青河部分水质指标浓

度下降90%以上。在考核的13条河流

中，盘龙江、海河、洛龙河、马料河、乌

龙河、船房河、大观河、捞渔河和西坝

河等9条河流达到化学需氧量水质考

核目标。

（三）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取得初

步成效
通过实施农村绵远污染控制示范

工程，使示范区内总氮、总磷入湖负荷

削减率达到55%以上；通过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及面源减污控释化肥技术示

范，实施配方施肥243.99万亩，减少

化肥施用量1726.7吨；通过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禁养区域已关闭搬迁畜禽

养殖户18124户，涉及畜禽684.24万头

（只），完成了禁养任务。在滇池流域

的重点水源区实施“禁花减菜”。在水

源区内重点区域内禁止花卉种植，限

制蔬菜种植面积，2009年已完成调减

蔬菜面积26355亩,建设有机农业生产

基地20750亩,冬季休耕面积10000亩，

种植绿肥10000亩。通过上述多种举

措，使滇池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取

得了初步成效。

（四）生态修复与建设取得实效
全面推进滇池外海湖滨生态建

设工作，截至2009年底，共完成退塘、

退田42033亩，退房74.1万平方米，退

人14548人，开展湖滨生态建设50592

亩，其中湖内湿地10303亩，湖滨湿地

18221亩，河口湿地3086亩，湖滨林带

18982亩；滇池草海湖滨生态建设项目

完成退塘1739亩，退田3524亩，建设湖

滨生态建设5263亩，其中湖滨林3524

亩，湖滨湿地1318亩，入湖河口湿地

421亩，栽种乔木类植物近50万株，种

植水生植物106.5万丛。

目前，滇池流域林木绿化率达

50.6%，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35.6%，

绿化覆盖率达39.6%，人均公共绿地

9.2平方米，整治水土流失面积325.5平

方公里，滇池主要河道完成绿化总长

度为453公里，绿化面积755公顷，流域

滇池水环境综合治理成效、问题及建议
■ 彭树恒 于晓东 胡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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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提高。

“十一五”期间，昆明市政府积极

转变治理水污染思路，加快治理滇池

工程建设，加强滇池水环境监督管

理，保证已建工程发挥效益，使滇池总

体水质恶化得到了有效遏制，部分环

湖河流出现向好势头。

2009年滇池水体总体水质为劣Ⅴ

类，但第三、四季度滇池外海水质达到

Ⅴ类标准。与规划实施前的2007年比

较，2009年滇池总体水质类别和营养

状态保持稳定，但部分水质指标有明

显改善，其中滇池草海、外海的化学需

氧量分别下降22.4%、22.6%，外海主

要超标项目总氮下降29.2%，接近Ⅴ类

标准（数据来自昆明市环保局关于滇池

流域水污染治理成效汇报材料）。草海

水体黑臭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水体中砷

及重金属污染已得到有效控制，大型

水生植物明显恢复。与此同时也应清醒

看到，“十一五”期间滇池水体总体仍

为劣Ⅴ类，其中草海水质为劣Ⅴ类，呈

重度富营养状态；外海水质在Ⅴ类和

劣Ⅴ类之间波动，呈中度富营养状态，

这与“十一五”规划目标（草海水质明

显改善，力争接近Ⅳ类地表水标准；外

海稳定达到Ⅴ类，力争接近Ⅳ类地表水

标准）还有一定差距。

“十一五”期间，滇池环湖河流总

体趋势向好。Ⅰ Ⅲ类水体比例不断

升高；劣Ⅴ类水体已经得到控制，比例

基本稳定。2009年，乌龙河、茨巷河、

大青河部分水质指标浓度下降90%以

上，根据《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2006 2010）》，在考核的13条河流

中，盘龙江、海河、洛龙河、马料河、乌

龙河、船房河、大观河、捞渔河和西坝

河等9条河流达到化学需氧量水质考

核目标。

二、滇池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滇池湖体富营养化状态仍十分严

重，湖体水质没有根本好转，滇池水环

境综合治理工作仍面临很大的困难和

问题。

（一）经济和人口不断增长，污水

排放量逐年增加。昆明市GDP年均增

速达到17%，从1978年的15亿元增加

到2009年的1808.6亿元。截至2009

年底，全市常住人口已达628万人，城

镇人口比重达到61%。随着经济总量

和人口的增长，城市污水排放量逐年

增加，近五年从2.6亿吨增加到近3亿

吨。尽管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

显著提高，污水处理率已接近80%，但

由于污水总量大，入湖污染负荷依然

较高。经统计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

代至今,草海的总磷和总氮浓度，外海

总氮浓度随着滇池流域人口和GDP的

增加，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且相关性

显著。

（二）水资源量严重不足，缺乏清

水入湖。滇池流域属水质型缺水地

区，由于人口增加，滇池流域人均水资

源量从上世纪50年代的1000m3，降到

目前的不足300m3，是全国平均数的

1/9。滇池流域的平均水资源量只有约

5.5亿m3，正常年份缺水1亿m3，枯水

年份缺水2亿m3。同时，近年来滇池流

域工业发展较快，也挤占了部分水资

源量。由于大量的水资源被生活和生

产挤占，入湖清水急剧减少，水体对污

染物的稀释自净能力下降。

（三）农业及城市建成区非点源治

理工作难度大。随着点源削减量的不

断提高，非点源削减逐渐成为改善滇

池水质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根据滇

池流域普查结果，昆明全市农业污染

源总氮排放量5230.26吨，占全市总氮

排放量的34.0%；氨氮排放量1098.07

吨，占全市氨氮排放量的11.8%；总

磷排放量693.81吨，占全市总磷排

放量的31.4%；化学需氧量（COD）

31897.4吨，占全市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的39.0%。但目前，针对滇池面源污染

的治理还面临很大困难，农村农户的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源量大面

广，处理率相对较低；农用化肥在使用

过程中约有70%流失于环境中；部分

农药随雨水渗入土中，被灌溉水、雨水

冲刷到河道，最终进入滇池；虽然在全

流域全面禁止养殖业，但由于农村生

活习惯的原因，畜禽散养的情况依然

存在。

（四）污水收集率低，雨污分流不

完善。目前城镇生活污水截污率约为

60%，污水收集系统亟待完善。部分老

城区还是雨污合流的排水体制，导致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混入大量

的雨水和地下水，降低了污水处理厂

的运行效率，对高效削减入湖负荷有

明显影响。

（五）内源削减规模不足，水生植

物修复受限。由于人工及机械除藻总

体规模有限，氮磷负荷削减偏小；鱼类

产量长期徘徊，食藻减污效果不明显；

底泥疏浚也存在着时机、地点和规模

等方面的限制。此外，在利用水生植物

修复技术方面，目前外海南部生境已

具备一定的修复条件，北部及东部生

境尚不具备大型水生植物大范围修复

条件。

三、下一步治理工作的思路和
建议

滇池富营养化是几十年来流域经

济与城镇化发展迅速、人口剧增,大量

的农村面源污染及工业污染物排放,

超过环境自净能力,造成流域生态系

统破坏的结果。长期的污染已使得滇

池水环境恶化由量变到质变,其根治

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长期渐进过

程。因此对滇池应坚持长期治理，注

重治理工程的系统性、有效性、连续

性，并需要从治理的指导思想、基本

思路上着力推进六个转变：治理的区

域从湖盆区向全流域的综合治理转

变，治理的重点从主要注重滇池本身

治理向充分考虑内外有机结合和统一

治理转变，治理的时间从注重当前向

着眼于长期综合治理和保护转变，治

理的内容从注重工程治理向工程治理

与生态治理相结合转变，治理的投入

机制从政府投入向政府投入与市场运

作相结合转变，治理的方式由专项治

理向统筹城乡发展、转变发展方式、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的综合治理转变。

为此建议。

（一）科学制定流域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合理控制人口规模，使经济

发展水平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
由于滇池水环境容量有限,且已

经遭受严重污染，因此整个流域环境

资源承载能力已相当脆弱，无序的人

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必将进一步给滇

池带来灾难性的破坏。目前滇池流域

内正在围绕昆明市开展高原滨湖生

态城市和滇中城市群建设,将进一步

快速地推进滇池流域城镇化进程。

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进程中,稍有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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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可能导致滇池水质的进一步恶

化。因此，必须依据滇池流域环境资

源承载能力，科学制定流域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确定适宜的城市建设和人

口控制规模,进一步加大调整产业结

构的力度,从战略层面防止由于发展

导致污染速度大于治理速度的现象

再次出现。

（二）优化产业布局、转变农业生

产方式、优先发展清洁产业，大力推

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昆明市三次产业比重由1996年

的10.32%、48.10%、41.58%，发展到

2009年的6.25%、44.88%、48.87%，其

中工业经济中的高耗能产业占的比重

较大，工业能源消费量占全市能源总

消费量的80%左右，废水排放总量占全

市14.32%，高科技产业发展滞后，产业

结构急需调整。

昆明市为实现滇池“十二五”水质

目标，治理基础之上应加强产业结构

调整，从经济增长根源上实现减污防

污。需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流域

内企业准入条件；限制发展高耗水、

高污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流域

内主导产业到工业园区，执行严于国家

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调整滇池流域农

业产业结构，以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的

生产模式从事农业生产，在流域实施

配方施肥28.5万亩，在滇池湖滨2公里

范围内退出蔬菜、花卉1.12万亩，实现

年减少化肥施用量3000吨目标；优先

发展清洁产业，全面发展循环经济。

（三）在坚持治污第一的前提下，

通过流域外生态调水，污水深度处

理外排再利用等措施，实现滇池及下

游河流的水质同时改善
根据相关预测，2015年滇池流域

污水排放量将达3.49亿吨，各类污染

负荷产生量与2008年相比约增加30%

左右。在坚持多种措施并举、合力治污

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污水入湖，削减

污染负荷的一个可行办法，就是将流

域内污水集中深度处理后，不排入湖

体而是输送到下游用作城市杂用水和

工业企业部分生产用水，与此同时通

过流域外生态调水补充清水入滇，在

解决流域内水质性缺水问题、保证滇

池流域可利用水资源的供需平衡的同

时，通过湖水置换促进水质改善、生境

向好转变。

（四）流域内农业面源污染所占

比例有增加的趋势，应采取更加强有

力的措施，进行有效控制
根据最新的农业污染源普查结

果，2009年昆明全市农业污染源化学

需氧量（COD）和总氮排放量分别占

全市化学需氧量（COD）和总氮排放

量的34%和39%。与2000年相比，两种

污染物排放量贡献率分别提高了2%和

7.03%。因此，在点源污染持续加大治

理力度的同时，对农业面源治理给予

更多的资金、政策和措施等方面的投

入显得更为急迫和重要。流域内应加

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因地制宜治理分散的农业农村

污染源，推进农村清洁能源、循环经济

建设；有效控制农药、化肥使用量，提

高农业污水收集处理率，降低农田化

肥使用强度和化肥流失量，全面开展

生态县（市、区）、环境优美乡镇和生

态村创建活动。

（五）在点源治理取得一定效果

基础上，应继续完善各项配套工程

措施，进一步提高治理水平和成效
据统计，随着污水处理厂的新建

和扩建，滇池流域污染物削减量呈逐

年增加的趋势，化学需氧量、总氮、总

磷三种污染物的削减量从1993年的

1542、177和13吨，分别增加到近年的

40581、5193和637吨，削减能力分别增

加约25、28和48倍。“十二五”期间，应

以完善污水收集系统、实施排水体制

改造、促进企业清洁生产、强化工业排

污监控与管理等点源配套治理措施为

重点，通过增加污水截污和收集率，

提高污水处理厂负荷率和运行效率，

同时减少企业污水直排量，进一步减

少污染物入湖负荷，扩大点源治污成

效和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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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绿色城市将成为发展方向。如果

可以开发和利用一些绿色环保的新型

材料，并把他们运用在城市建筑中，那

么，建筑也可以成为城市的另一抹绿

色的风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材料专

家认识到，竹子是地球上最坚韧的环

保材料，甚至比钢铁还不易扯断。竹子

之所以能如此坚韧，是由它的生长特

性所决定的。竹子长得又细又长，最高

的竹子可达60米，它的底部所承受的

重量可想而知。因此，竹纤维必须要细

长而坚韧才可以支撑自身重量，而且不

会被强风折断或吹倒。

环保人士认为，竹子比木材环保，

因为竹子虽然外表巨大如树木，但是

它实际上是一种草木植物，因此它的

生长如同野草一样快速，一根春天冒头

的竹笋一年之内就能长到10多米高，

个别竹子在生长旺盛期甚至一天就可

以长1米。竹子短则数月、多则一两年

就可成为可以利用的材料，而不少树

木需要数十年才能加以利用。

在净化空气方面，竹子也具有很

大的优势。竹子进行光合作用时，吸入

二氧化碳、释出的氧气比树木多35%。

因此，从吸碳的本领来说，竹子的吸碳

本领要高得多。如果广泛栽种竹子，并

不断加以砍伐利用，可以为全球减少

碳排放量做贡献。竹子对土壤也有好

处。竹子的根部有密密麻麻的须根，可

以牢牢地抓住脚下的土地，可以有效

地净化土壤，并防止水土流失。

建筑界设计师越来越多地用到竹

子。美国竹地板制造商史密斯说：“比

起树木，竹子的弹性很好。它可以顺着

外力弯曲，这样就不容易被折断。竹子

简直是自然界的奇迹。”1991年，哥斯达

黎加发生了一次里氏7.7级地震，大批砖

瓦和钢筋混凝土建筑倒塌了，但20多座

竹子搭建的建筑却安然无恙。随着设

计界利用竹子代替木材，设计师也变得

更有创意。德国建筑师约尔格·施塔姆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修建了一座长50米

的竹桥，其坚固度足以承载卡车。

新型的城市建筑材料不仅可以美

化建筑，降低成本、弥补现今建筑材

料中的缺点、突破建筑瓶颈，还可以

净化环境，帮助城市绿化形成可持续

发展的长效体系，让城市建筑融入城

市绿化中，为城市中的人们提供一个

更加宜居的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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