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对策成效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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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津地处海河流域最下游，紧靠渤海湾湾底，海河流域五大支流由此汇合入海，近岸海域水质长

期处于劣四类状况，入海河流整体处于劣Ⅴ类水平，直排海污染源达标率较低。通过实施渤海综合治

理攻坚战，2020 年天津市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类、二类）面积比例达到 70.4%，超过渤海综合治理攻

坚战 16% 的目标值 54.4 个百分点，8 条入海河流全部实现消劣，直排海污染源自 2019 年 7 月稳定达标

排放。本文通过梳理陆域污染治理的关键性对策措施，从工业企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等的污染治理

以及直排海污染源和入海河流综合整治等方面，揭示近岸海域水质改善的质变过程，凝练“源头治理、

通道管控”的治理经验，为巩固提升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成效、深入打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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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tough battle of Bohai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in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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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anjin, a city located at the lowest reaches of the Haihe river basin and close to the bottom of
the Bohai Bay, which is the confluence and estuary of the five major tributaries of the Haihe river basin.
For a long time,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coastal waters has been inferior to Class IV, the rivers entering the
sea have been inferior to Class V, and the compliance rate of pollution sources directly discharged to the
sea is relatively low.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ough battle of Bohai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the
proportion  of  areas  with  good  water  quality  (Class  I  and  Class  II)  in  Tianjin ’s  coastal  waters  reached
70.4%, exceeding the target value of 16% by 54.4 percentage points, and all 8 rivers entering the sea have
been eliminated inferior in 2020. Pollution sources directly discharged to the sea achieved stable and up-
to-standard  emission  since  July  2019.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key  countermeasures  for  land  pollution
control,  from  the  aspects  of  pollution  control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urban  life,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pollution sources directly discharged to the sea and the rivers
entering the sea, revealing the qualitative change process of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in coastal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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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denses  the  governance  experience  of  “ source  governance,  channe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consolidating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attle  of  Bohai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and in-depth fighting the tough battle for th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key sea areas.

Key  words:  the  rivers  emptying  into  the  sea;  pollution  sources  directly  discharged  to  the  sea;  source
governance; channe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天津市位于海河流域的尾闾，海河五大支流

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和北运河由此

汇合入海。天津市管理海域面积约 3000 km2，滩

涂面积约 370 km2，岸线长度 153 km。《天津滨

海新区城市总体规划》和其他行业规划涉及围填

海总面积达到 413.6 km2，围填海施工导致近岸

海域呈“一浅一慢”的自然特征，即现状管理岸

线临近海域平均水深较浅，水动力交换条件差[1-2]。

根据《天津市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2年符合

海水水质二类标准的海域面积占比较大，符合三

类标准的面积为 948 km2，符合四类标准的面积

为 31 km2，主要超标因子存在空间差异，其中，汉

沽和北塘主要为无机氮超标，天津港、大港和北

塘为石油类超标，天津港以南海域为重金属铅超

标。陆域污染排放方面，2002年，工业废水直排

入海 0.19亿吨，市政污水 3.53亿吨，主要污染物

化学需氧量（COD）13.65万吨、无机氮 2.4万吨、

无机磷 0.098万吨、油类 0.12万吨、铅 0.46吨[3]。

2016年，水质优良（一类、二类）面积为 566 km2，

与 2002年相比呈现出显著的退化趋势[4]。2017
年是渤海综合治理攻坚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攻

坚战”）考核目标设置的背景年，天津市近岸海

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不足 16%（约 480  km2），

8条入海河流除独流减河之外均常年处于劣

Ⅴ类水质，11个入海综合排污口近 5年的超标

率达 55%以上，凸显了近岸海域水质改善难度

高、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突出的现实困境[5]。

2020年，通过实施攻坚战各项重点任务、工

程，天津市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提升至

70.4%，与攻坚战设置的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

比例 16%的目标相比，增加了 54.4个百分点，近

岸海域海水水质显著改善；8条国控入海河流年

均浓度均满足地表水 V类要求；2019年以来，

14个工业直排海污染源持续保持稳定达标排

放。天津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仅扭转了

长期以来的水质恶化趋势，还实现了近 20年来

的历史性突破。支撑综合治理成效的政策、措

施和专项任务亟需进行梳理、归纳，从而科学、

客观地评价天津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

施成效。本文以陆域污染治理为重点，系统地梳

理攻坚战组织实施、重点任务落实及其环境质

量改善成效，揭示天津市近岸海域水质改善的量

变、质变过程，归纳综合治理和系统治理的先进

经验、典型案例，为巩固渤海综合治理成效、深

入打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提供经验。 

1   系统高效的综合治理方案制定和实施

攻坚战伊始，天津市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

比例在环渤海三省一市最低，全部国控入海河流

均长期处于劣Ⅴ类，如何科学、系统地制定综合

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成为首要问题。

2018年以来，天津市政府先后两次印发攻坚战

行动计划和强化作战计划实施方案，从陆源污染

治理、海域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修复、环境风险

防范四个方面，系统部署了 243个重点项目，明

确牵头部门、责任区、完成时限，清单化、项目化

推动重点任务的组织实施。

攻坚战组织实施期间，成立了由市委书记、

市长分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攻坚指挥部，落实

渤海治理专项资金，各区签署军令状，形成左右

衔接、上下贯通的攻坚合力。市攻坚指挥部制

定年度作战计划和“指标”“措施”“工程”

三个清单，把目标指标分解到具体单位、具体节

点，把任务措施落实到具体工程、具体项目，项

目化、工程化推进实施。

为确保重点任务的按期、高质量完成，建立

了月报和会议双调度工作机制，累计召开专题会

和调度会 24次，建立责任、任务、问题清单，压

茬推进，闭环管理，每月向攻坚指挥部报送工作

进展。建立了 12个督办检查组常年驻守各区，

868 海    洋    环    境    科    学 第 40 卷



全程跟踪督导重点任务和突出问题的整改落实

情况。实施地表水环境质量的月度排名和经济

奖惩，“靠后区”补偿“排前区”，倒逼上下游

各区共同开展入海河流综合治理。此外，建立

“海上环卫”工作机制，清理海滩垃圾；建立并

实施湾长制，划定 10个湾片，建立联席会议、信

息共享等相关配套制度，形成了“全面覆盖、分

级履职、网格到源、责任到人”的监管模式。 

2   陆域、海域综合治理的成效显著
 

2.1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显著提升

2020年，天津市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

为 70.4%，与 2017年的 16%相比上升了 54.4个

百分点；近岸海域无劣四类水质。从空间上看，

近岸海域水质显著改善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河入

海河口以南区域，三类水质主要分布在永定新河

和海河入海口区域，“南四河”综合治理工程是

天津市近岸海域水质改善的关键。 

2.2    国控入海河流实现全部消劣

攻坚战实施前，8条国控入海河流水质年均

值全部处于劣 V类状况，然而，2020年各项水质

指标年均值全部达到地表水 V类水质要求，实现

了入海河流水质的根本性逆转。同时，8条国控

入海河流月度监测结果中出现劣 V类水质状况

频次由 80次逐年下降至 21次，下降比例达到

73.75%，这也反映了入海河流治理成效呈逐步趋

稳的状况（表 1）。
 

 
 

表 1       天津市入海河流水质类别变化情况

Tab.1    The water grades of rivers emptying into the sea in Tianjin

河流名称
水质类别 劣V类断面水质次数

2017 2018 2019 2020 2017 2018 2019 2020

北排水河 劣Ⅴ 劣Ⅴ Ⅴ Ⅴ 10 8 4 4

沧浪渠 劣Ⅴ Ⅴ Ⅴ Ⅴ 10 3 4 4

海河 劣Ⅴ 劣Ⅴ Ⅴ Ⅴ 10 5 2 1

蓟运河 劣Ⅴ Ⅴ Ⅳ Ⅴ 9   5 0 4

子牙新河 劣Ⅴ 劣Ⅴ Ⅴ Ⅳ 11 5 5 3

青静黄排水渠 劣Ⅴ 劣Ⅴ Ⅴ Ⅴ 8   8 1 4

永定新河 劣Ⅴ Ⅳ Ⅳ Ⅳ 10 1 0 0

独流减河 劣Ⅴ 劣Ⅴ 劣Ⅴ Ⅴ 12 7 7 1

总和 80 42 23 21
 
 

针对近岸海域水质改善的首要制约因子——
无机氮，攻坚战期间开展的陆域总氮（TN）削

减工作成效显著，8条国控入海河流氨氮、TN
浓度均呈下降趋势（图 1）。2020年国控入海河

流氨氮浓度范围为 0.36～0.56 mg/L，平均值为

0.47 mg/L；TN浓度为 1.64～5.48 mg/L，平均值

为 3.12 mg/L。与 2017年背景年相比，8条国控入

海河流氨氮、TN浓度削减比例分别为 28.77%～

94.36%和 10.22%～84.33%，子牙新河氨氮、TN
浓度削减比例最高，分别为 94.36%和 84.33%。

2020年超过入海河流 TN浓度平均值的河流依

次是沧浪渠、永定新河和海河，TN浓度分别为

5.48  mg/L、4.3  mg/L和 3.6  mg/L；独流减河 TN

浓度最低，仅为 1.64 mg/L。 

3   综合治理攻坚战典型经验分析
 

3.1    污染源的精准识别和分类施策

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在海里，根子主要

在陆上。天津市聚焦陆域污染治理，构建了以

“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明确管控要求，建立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印发

《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方案》，调整沿海地区产业结

构，提高行业准入门槛。通过实施源头准入和淘

汰、工业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升级改造、农业农村

污染整治等重点专项行动，推动主要污染源排放

量的大幅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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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实施“散乱污”专项治理，完成 2.2万

家“散乱污”企业集中整治，整合 94个工业园

区，取缔工业园 72个，98%以上的工业企业进入

工业园区，截至 2020年年底，天津市登记排污许

可企业 3.8万余家，“散乱污”企业清理数目占

原企业总数的近 36.67%，工业园区和工业企业

污水直排入河、入海情况显著改善。

二是入海排污口清理整治，建立“查、测、

溯、治、罚”工作体系，率先完成辖区内入河排

污口排查，全面摸清污染物入海通道，建立了入

河（海）排污口名录，形成“一口一档”，完成

1035个入海排污口的采样监测、溯源，初步掌握

了各入海通道的污染物排放情况，并按照“一口

一策”整治方案实施清理整治。2019年以来，

14个工业直排海污染源持续保持稳定达标排放。

三是提升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标准，修订天

津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 12/35－2018） [6]、

《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12599－2015）》 [7]，出水指标 COD、氨氮收严至

30 mg/L、1.5 mg/L，达到地表水Ⅳ类、Ⅴ类标准，

高于国家排放标准浓度限值的 40%以上。完成

了全市 110座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城市污水处

理率超过 95%，污水日处理能力由 2016年的 308
万吨提高到 2020年 6月的 401万吨。通过实施

管网建设和提标改造，城镇污水直排减少近

100万吨/天，全市每年约 10亿吨污水处理设施

尾水由原来的劣Ⅴ类污水转变为类Ⅳ类“再生

水”。以第二次污染源普查《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产排污系数手册》中天津市城镇污水处理厂进

水 中 TN浓 度 44.5  mg/L计 算 ， 天 津 市 新 增

100万吨 /年污水处理设施减少了氮排放约

1.26万吨/年，提标改造 308万吨/天的污水处理

设施 TN减排量约为 0.56万吨/年。

四是加强农村农业污水处理，印发《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12/889－
2019）[8]，分类型、分阶段明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水污染物排放要求。完成 353条农村黑臭

水体整治主体工程，建成 2000余个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设施，完成现状保留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

全覆盖。2670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污治理设

施实现 100%全覆盖，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为

86.5%。建设 1万亩人工湿地，对周边约 10万亩

农业面源排水进行净化治理。以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的 TN削减为例，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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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天津市入海河流氨氮、总氮浓度变化情况

Fig. 1    The concentrations of ammonia and total nitrogen in rivers emptying into the sea in Tianjin

870 海    洋    环    境    科    学 第 40 卷



间，天津市新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能

力要求不低于 500 m3/d，TN浓度执行 20 mg/L的

一级排放标准，农村生活污水 TN进水浓度参考

城镇污水处理厂进水中 TN浓度 44.5  mg/L计

算，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期间，天津市建设的

2000余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TN削减量约

为 0.89万吨/年。

五是落实海水养殖污染管控，实施《滨海新

区养殖水域滩涂规划》，清理非法和不符合分区

管控要求的海水养殖 2.76万亩，综合治理河道

两侧水产养殖 20余万亩，大幅减少养殖尾水污

染 [9]。制定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水养殖污染控制

方案，完成全市 30家工厂化养殖企业尾水处理

设施升级改造，实现海水工厂化养殖尾水处理全

覆盖。天津市现有海水养殖面积为 4.64万亩，

其中，池塘养殖 4.54万亩，工厂化养殖 0.1万亩，

清理海水养殖面积占攻坚战实施前总面积的

37.81%。参考天津市海水池塘养殖尾水污染物

调查的 TN浓度均值（3.22 mg/L）[9]，按照养殖池

塘平均水深 1.0 m，年排水一次计算，攻坚战期间

清理海水池塘养殖行动削减的 TN入海量约为

5.92吨。 

3.2    科学制定“一河一策”，严控污染物入海

通道

针对入海河流水质进一步改善提升的目标

要求，科学制定“一河一策”工作方案，系统全

面地梳理 34条入境河流（不含引滦、引江）和

12条入海河流的水文、水质历史演变特征，针对

“两高”（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布局、种养污

染、水系联通、雨污混接等突出问题逐一制定整

治措施，开展“控源、治污、扩容、严管”系列行

动，通过实施“四个三”工程，即调整工业、种

植和养殖三个结构；治理工业、城镇生活、农业

农村三类废水；扩大水流、河道、湿地三个容量，

共 12类 176项，大幅减少入河污染物排放。

以东排明渠治理为例，按照“控源”“截

污”“治污”“生态补水”的治理思路，开展

“拉网式”排查，整治雨污混排口，污染物直排

入河大幅削减；实施清淤工程，布设微孔曝气膜

改善微生物环境，提升自净能力；建设雨水收集

处理设施，实施非汛期生态补水。通过治理，

2020年，东排明渠平均水质达到四类标准，河流

入海口处海水水质稳定达到优良水平。 

3.3    实施人工湿地建设，推动入海河流水质提升

入海河流清理整治任务中实施的河道沿岸

生态修复工程，主要有退渔还湿、农业面源控制

等，以独流减河治理为例，按照“一河一策”任

务部署，沿岸 300 m范围内实施种植和养殖清

退，工业污染源和规模化养殖污染源全部集中搬

迁至相应的园区，实施工厂化养殖尾水处理设施

建设全覆盖，取缔河岸两侧无证渔船。同时，利

用人工湿地建设，强化面源污染治理，进一步减

缓污染物直接入海。重点建设项目团泊湖人工

湿地采用了“强化预处理+强化复合潜流+表
流+自然湿地”的组合工艺，对周边区域内鱼塘

养殖尾水进行收集处理，设计处理规模 20万m3/d
（其中强化处理规模为 5万 m3/d），该湿地的建设

运行，探索出了以 9∶1的比例进行养殖区和湿

地收集处理区配套建设，科学管控，从而总结出

湿地出水主要指标能够达到地表水Ⅴ类标准的

水产养殖面源污染治理经验。

滨海湿地污染物截留处置方面，总面积约

120万 m2 的天津市临港湿地公园二期项目，是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初期雨水

收集示范项目，通过综合利用临港现有雨水管

网，收集湿地二期周边约 178万 m2 范围内的初

期雨水，并利用现有雨水管网和景观河道进行调

蓄，经初期雨水强化处理系统进行高效预处理，

再经湿地深度净化，主要污染物 COD、悬浮物去

除率分别为 55%～75%、65%～90%。相关监测

结果表明，湿地出水中的 TN浓度≤6 mg/L、总

磷（TP）浓度≤0.25 mg/L，出水水质达到地表水

Ⅳ类标准。湿地每年处理初期雨水约 20万 m3，

污染物削减量约为 COD 18.46吨、TN 0.48吨、

TP 0.19吨。湿地公园的建设不仅有效净化了初

期雨水，也为区域提供了优质生态补水。此外，

该湿地公园探索实施有毒有害和有机污染物强

化去除技术、表流人工湿地植物−微生物氮磷强

化去除技术等，大大提高了湿地对主要特征污染

物、残存微量有毒有害污染物和常规污染物氮

磷的去除率，其中，主要特征污染物和残存微量

有毒有害污染物去除率超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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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津市巩固深化攻坚战成效的建议

天津市渤海综合治理成效与陆海统筹、系统

治理的科学思路密不可分，形成了“源头治理”

“通道管控”的链条式陆源污染治理模式，即

“控源、治污、扩容、严管”系列行动和“四个

三”工程等。陆域污染防治的成果在海域环境

质量改善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也为渤海及其他海

域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经验。“十

四五”期间部署开展的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明确要求加快推进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打造

可持续海洋生态环境。在新的目标要求下，应充

分凝练“十三五”期间的先进经验并加以推广

应用，巩固现有成效，同时，针对“十三五”期间

存在的污染防治短板，如近岸海域水质同期异常

波动、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本底不清、陆域−海域

氮污染深度治理以及跨省份的流域协同治理等，

积极谋划深入攻坚。

（1）摸清海域生态环境本底，强化精准治污

攻坚战实施期间，近岸海域水质季度监测的

数据出现了异常波动的情况，如 2019年第三季

度优良水质比例仅为 9.9%，与历史同期相比显

著下降，与第二季度相比也出现了显著下降。为

预防近岸海域水质异常波动情况产生以及由此

导致的水质退化反弹，一方面，要深入实施攻坚

战综合治理，巩固已有成效；另一方面，建议天津

市组织开展海洋生态环境本底调查，在国控近岸

海域监测的基础上，实施加密监测，充分摸清海

域自然环境状况，识别关键管控区、敏感区、超

标污染物潜在来源以及月度环境质量变化趋势，

精准把脉天津市海域环境质量改善的突出问题

和关键因素，科学地制定“十四五”海洋环境保

护目标及重点任务。

（2）坚持陆海统筹，深化系统治理

入海河流消劣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尤

其是市内的源头治理工程成效显著，然而，从

12条入海河流水质改善情况来看，还存在改善

效果不平衡、不稳定的问题，8条国控入海河流

不同程度地存在劣Ⅴ类水质的情况，因此，建议

深入开展入海河流主要污染物氮、磷的流域−
区域输入和迁移转化过程研究，在持续开展“一

河一策”基础上，增加污染物入海排放管控的

“一口一策”，开展氮、磷污染物管控的陆域削

减攻坚成效评估体系研究[10-12]，坚持减排、扩容

两手抓，解析污染物输移过程、生态效应及迁移

转化规律，为精准、科学地制定下一阶段的陆域

污染管控方案提供支撑。

（3）完善制度建设，提升协同治理

天津市入海河流普遍存在跨省份的情况，且

为防止海水倒灌，河流入海断面均采用闸坝方式

进行管控。建议持续开展入境断面河流水质、

水量监测，摸清上游污染物输入情况。同时，对

入海断面闸坝开关情况进行详细登记，实施入海

河流水质、水量监测，掌握河流污染物入海总量

变化情况，从而精准预判河流污染物入海与近岸

海域水质响应的动态变化规律。推动建立跨省

份上下游污染联防联控的精细化体制机制，进一

步提升入海河流闸坝管控、污染物浓度和总量

监测相关的能力建设，巩固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改

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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