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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黑臭水体整治再发力，4年内——
—

这49个水体将水清、岸绿、景美
水

清、岸绿、景美……淮海晚报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局获悉，根据我市整治
黑臭水体行动计划，市区范围内共有49个黑臭水体列入整治范围，并
计划通过为期4年的整治，还49个水体一泓清水，让一条条河岸美景
怡人。 其中，列入本年度整治计划的共有15个水体。

背 景 ：为啥整治这49个水体？
淮安被誉为漂在水上的城市， 水滋
润着这座城市，给城市增添了灵性，让生
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时时感受到人水相亲
的惬意。 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人居环

境，结合淮安特有的河网水系特点，我市
自去年开始启动了全市水系及黑臭水体
排查，并针对黑臭水体制定了整治方案。
据市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 通过公

众参与、问卷调查、现场实地踏勘、水质
和底泥检测、排水口排查等调查方法，全
面排查出我市建成区黑臭水体49个，总
长约165公里。

又到嫩姜上市时
今年价格挺亲民

方 案 ：效果好不好由谁来定？
整治方案编制并通过专家评审。
另据介绍，按照试点先行、示范推进
的原则， 早在去年我市就开展了整治试
点，率先对石塔湖开展了整治。 今年的整
治规模呈现大幅度增加的态势， 共有15
个水体列入计划， 其中列入省政府整治

“
以前是技术参数说了算，现在标准
提高了，闻着不臭、看着不黑，老百姓的
感受好才是真的好。”市住建局工作人员
说，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市按照先岸上后
岸下，先控源截污，再生态修复、连通活
水，最后岸带美化的思路，开展黑臭水体

●2017 年计划整治的水体
淮 安 区 ： 萧湖、新一支渠、头
河及新路斗渠、 新泗河、板
跳河、荷湖、新一支大沟、公
园村排沟
淮阴区：崔大泓
洪 泽 区 ： 三圩沟、三圩斗渠、
砚临河、北和平沟
开发区：大寨河
苏淮高新区：永济河

现 场 ：人在湖边走

●2018 年计划整治的水体
清 江 浦 区 ： 红旗河、文渠
河、内城河、外城河
淮安区：逻柳河、老涧河、
肖庄斗渠和华亭排沟
洪泽区：三邱沟
开发区：二大沟
苏淮高新区： 张玉河、永
济渠、淮洪河、宁连路东
侧排水沟

任务的有4个。
据了解，整治按照“控源截污、内源
治理、疏浚活水、生态修复、长效管理”技
术路线进行， 为此专门成立了市县级专
家技术顾问组， 督促各区按照“
一河一
策”的要求，制定黑臭水体实施方案。

●2019 年计划整治的水体

●2020 年计划整治的水体

清江浦区： 圩河、小

清 江 浦 区 ： 洪福河、大寨河、

南河

维渠

淮安区： 清安河、党
校拍沟、清安圩泵站
引河、西汪塘、新路
圩河
洪 泽 区 ： 砚临沟（东
五街边沟）、浔河

淮阴区：孙大泓
淮安区 ：老渔滨河、文渠
洪 泽 区 ：迎宾大道边沟（杨码

沟）、洪新河（浔河城区段）
开 发 区 ： 团结大沟、北一支、
苏州河
苏淮高新区：安邦河

鱼儿水中游

清澈的湖水、 风景宜人的石塔湖
公园、 沿着湖岸散步的市民……晌午
的石塔湖边，一幅悠然的景象。 昨日
中午， 记者来到整治过的石塔湖走
访，从观察和市民的心声中领略到石
塔湖整治前后的喜人变化。
“在闹市区能有这么干净漂亮的
小湖很不错！ ”一对抱着孩子的外地

年轻夫妇开心地说，他们路过石塔湖
觉得这儿的风景挺美的，就下来走走
看看。 他们想象不到的是，在一年以
前，石塔湖的湖水黑臭问题还时常困
扰着周边的居民。
坐在湖边石凳上正在等待孩子
放学的刘先生告诉记者，前些年夏天
石塔湖的湖水经常散发恶臭，“天一

热水就臭，岸边根本不能待。 ”他说，
“去年清淤后，湖水联通到里运河，水
质就好多了。 ”王先生指着水中的小
鱼群给记者看，“以前鱼都少，现在都
成群了。 ”
■淮海晚报记者 江安
实习记者 包顺宇
通讯员 徐兵 丁曙明 贺杨

这辆大巴的号牌会“躲猫猫”
司机被罚款200元、记12分，驾驶证被降级
晚报讯 为了躲避沿途监控抓怕违
法行为，一辆保健品公司雇佣的旅游大巴
车，在车内安装了气压泵伸缩拉杆机动车
号牌架， 可以使机动车号牌暂时隐藏，以
躲避电子监控的处罚。 这辆大巴车9月11
日17时30分许，在淮安南收费站被执勤交
警查获，司机被罚款200元、记12分，驾驶
证被降级。
“我在淮安南收费站例行检查时，注
意到了这辆大巴车，从远处看车头是未悬
挂车牌的。 ”昨日，市交警支队高速五大队
民警包晓光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当包晓光拦下这辆车后才注意到， 号牌
居然是反着向下悬挂在车头的。
面对警官的询问， 大巴驾驶员开启
了“演技派”模式。“听到我的询问，他一
脸无辜的表情，显得很惊讶，感觉就像第
一次听到这样的情况。 ”包晓光告诉记者，
该司机一脸茫然，表示毫不知情，一再声

称“
可能是开车过程中颠簸掉下来的”。
更为蹊跷的事情，随后再次发生。 当
警官回过头来准备进一步详细检查这辆
大巴的时候， 发现车辆前方号牌不知何
时又被“安装”到了车上了。 车上的一名
女子表示， 是她推上去的，“她说是按照
警官的要求，恢复了原状。 ”包晓光说。
经过细致排查， 包晓光发现车牌竟
然是活动的。 原来是安装气压泵伸缩拉
杆机动车号牌架， 可以使机动车号牌暂
时隐藏，以躲避电子监控的处罚。
随后， 包晓光对司机未按规定悬挂
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
评教育， 并让这位司机立刻联系其他同
事过来，把车和乘客带到目的地。 同时，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 对这名司机作出罚款
200元、记12分的处罚，并降级驾驶证。
据警方调查，这辆车是市区的一家保
健品销售公司包的一辆旅游大巴车，“车

上坐着的都是购买了这家公司保健品后，
被带到连云港去旅游的老人。 而之前那名
偷偷把车号牌装上去的女子，是这家保健
品公司的工作人员。 ”
■通讯员 亮炜 陈栋
淮海晚报记者 何剑峰

晚报讯 天气转凉之后， 新鲜的嫩姜大量
上市，一些细心的市民发现，相比往年动辄“姜
你军”的高价生姜，今年的嫩姜在上市之际，并
未出现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 新鲜的嫩姜价格
在6至8元之间，相比以往10元以上的价格，这个
价格可谓是非常亲民。
“现在的嫩姜是时鲜货，非常鲜嫩，只要洗
一洗，切一切，腌制一下就非常好吃。 ”昨日，在
淮海东路农贸市场， 商家这样向顾客介绍新上
市的嫩姜。 记者看到，农贸市场中，很多商贩都
摆上了新鲜的嫩姜，嫩姜长得十分水灵，表皮是
嫩黄色的，头顶还带着一点紫红色，价格多在6
至8元之间。“刚开始卖8元一斤，这两天便宜了
一些。 ”淮海东路农贸市场的蔬菜批发商老王告
诉记者， 嫩姜销售已经有一周多时间了，“市场
里销售的嫩姜主要来自山东等地方， 起初价格
高一些， 现在慢慢多起来了， 也就在6至7元每
斤。 ”嫩姜可以一直销售到10月份左右，也就是
说嫩姜一般也就在9月和10月能吃到，往后去就
变成老姜了。
为什么今年的生姜没那么贵了？ 不少商贩
均表示， 这是由于前两年姜的价格动不动就在
十几元每斤，甚至比猪肉价格还要贵，所以导致
种植生姜的人多了起来， 种得人多了之后供应
量增大，就出现了价格下跌的情况。
嫩姜不同于老姜，嫩姜没有什么辣味，而且
没有老姜丝多，所以口感不错，可以直接炒着吃
或者腌制着吃。 国信酒店的厨师黄韬介绍，对于
嫩姜来说，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糖醋嫩姜，做法也
比较简单， 选新鲜嫩姜去皮， 切成姜片放入碗
中，取盐、白糖、醋和酱油等调味品，混合煮沸为
糖醋液，冷却后将此液倒入碗中，以完全淹没姜
片为度，然后用保鲜膜将碗覆盖住，腌制一到两
天左右就可以做成鲜嫩适口的糖醋姜片， 适合
作为佐餐的小菜。
■淮海晚报记者 刘晓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