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庆 星 湖 风 景 名胜 区管理 局

标记 B类
肇星管 函 E2020〕 19号

关于对政协肇庆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第 258号 政协提案的答复
朱海、黄汉东等委员

:

您好 !您 提出的 《关于星湖水环境综合整治的建议》的
提案 已收悉。首先十分感谢您对星湖景 区建设和管理工作的
关心和支持。对于该建议 ,我 局高度 重视 ,完 全赞同支持建
议内容,并 结合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 、市生态环境局、
端州区政府 、市国资委的会办意见进行研究,现 将提案办理
情况答复如下

:

一 、总体情况
市自然资源局 已完成 《肇庆星湖水质整治综合规划》的
”
编制工作。在该 “
规划 的指导下,根 据市政府的工作安排
,

市自然资源局通过对截污、清淤、活水补给、星湖堤岸开
展
除险加固建设等多种措施组合方案的比选 ,对 原水
务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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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的 《星湖水环境 改善及滨水空间提升初步建议方案》进
行 了优化,于 2018年 11月 完成了 《肇庆市星湖水环境 改善
及滨水空间提升初步优化方案》规划工作 ,并 经市委书记专
题研究确定 了规划方案。
该规划方案提出了实施水环境改善、
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优化、水安全保障和水景观提升五大措
施 ,通 过对北岭片区雨污分流和污水截流 、北岭山山水 的补
充、设置西江补水工程以及星湖底泥清淤等工程手段,使 星
湖水质尽快的达到地表水 三类水标准 ,同 时也将西江、外坑
渠、星湖、羚 山涌、跃龙涌和城东水景渠有机的结合 ,形 成
端州城区完善的水系统。对于改善端州城 区河道水质 、打造
宜居生态环境和提升周边上地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工作部署 ,该 项工作 已交由市国资
委牵头推进实施 ,星 湖管理局及相关职能部门在职能范围内
全力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二 、生态补水方面措施及进展情况
根据 《市委书记专题会议纪要 E2018〕 34号 》的工作部
署,大 力实施星湖水环境改善及滨水空间提升工程 ,通 过从
西江引水进入星湖 ,从 根本上改善星湖水质并一揽子解决好
羚山涌、跃龙涌、城东水景渠等周边河涌水质问题;会 议决
定成立由市政府市长任组长 、分管副市长任常务副组长的领
导小组 ,市 国资委为该项 目的牵头单位 ,市 财政局 、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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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住房城乡建设、水利 、星湖管理局 、代建局、端州 区政
府等作为成员单位 ,在 职能范围内全力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
2019年 6月 ,市 国资委完成 了 《肇庆市星湖水环境 改善
及滨水空间提升——西江引水方案》(征 求意见稿 ),并 征求
市直有关单位和端州 区政府的意见。 目前,市 国资委及其下
属市水务集 团正积极 配合做好该项工作 。一是积极争取政策
性资金支持 ,在 各部门大力支持下项 目列入 2020年 提前下达
部分专项债券项 目9资 金 2亿 元。二是与相关部门及专业机
构勘探和研究引水路线,利 用现有水务设施 (排 洪渠和外坑
明渠 )进 行雨污分流 ,并 提出引水 思路和初步方案。
三、生态治水方面措施及进展情况
(一 )实 施七星岩里湖地表水 生态治理与生态修复项 目

七星岩里湖处于城市中心,水 域总面积为 325000m2,水
质随城市发展呈现富营养化状态。2017年 11月 ,经 肇庆市
政府批准 ,由 星湖管理局统筹,肇 庆生态慈善基金会委托广
东五色 时空公 司组织实施 、社会志愿者参与的肇庆星湖 (里
湖 )山 水林田湖草综合生态修复项 目正 式启动。五色时空公
司采用被 中央 电视 台誉为 “
站在黑臭河道治理领域珠穆 朗玛
” “
峰上 的 五色时空一
水下森林氧吧”生态修复技术对七星岩
里湖实施技术服务 ,重 构 “
水下森林大氧吧”生态系统,水
质持续达到地表水 1I类 ,甚 至 I类 标准 ,再 现 “
清水绿岸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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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翔浅底 、水下森林 丰美、白鹭成行” 的人民向往的美丽 画
卷 !2019年 11月 ,项 目被广东省 自然资源厅评为广东省首
”
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
十大范例提名 奖,是 肇庆市唯一入
选项 目;2020年 6月 ,项 目被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评为 2020
年广东省生态环境公众参与十佳案例 。
2019年 7月 肇庆市生态保育慈善会与广东五色 时空 生态

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联合发文给市政府 《关于开展庆星湖 ·青
莲湖生态修复技术服务慈善公 益行动的报告》,建 议肇庆星
湖·
青莲湖面积约 92万 平方米 ,按 七星岩里湖模式进行修 复
,

目前项 目待市政府批复。
(二 )开 展芹田水问迁建项 目

我局全力推进芹 田水闸迁建项 目,加 大与市有关审批部
门的沟通协调 ,积 极争取各方支持 ,加 快推进项 目前期各项
工作 ,完 成 了项 目环评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用地预
审、初步设计审批、概算审批、预算评 审、招标各案等工作。
目前 ,项 目已基本完成 ,进 入 收尾试运行阶段。项 目建成后

,

能提高星湖的泄洪能力,保 障城 区防洪安全及解决青莲排洪
渠 区间生活污水对星湖的污染问题 ,进 一步改善星湖水质。
(三 )落 实星湖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 管理与保护范

围划定工作
2019年 7月 ,按 照省、市的工作部署 ,在 市水利局 的牵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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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头和指导下,我 局积极配合做好 清 四乱 有关工作 ,委 托
有资质的编制单位 完成了 《星湖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 工程管
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实施方案》及相应成果。7月 17日 通过了
市水利局合规性审查 ,并 报端州 区政府;7月 19日 ,端 州区
政府在 区政府网站对划界结果进行 了公告;划 界成果作为合
“
规性佐证材料,同 时也配合端州区政府完成 了星湖周边 疑
”
似 四乱 问题的销号工作。2020年 6月 ,我 局按照市河长办
工作要求,对 星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进行
立界桩和公 示牌 ,明 确 了星湖河湖保护范围,进 一步加强对
星湖的保护。
四、水循环利用方面措施及进展情况
目前,星 湖主要的排水 口是芹 田水闸,流 经跃龙涌,并
未流入羚 山涌。
据悉 ,东 岗水闸 目前由市代建局实施建设中,该 水闸流
经羚 山涌,待 项 目完成后可进 一步提升羚 山涌水调度能力。
五、生态景观提升方面措施及进展情况
按照省有关要求,星 湖段碧道建设项 目已纳入省级碧道
试点,是 市政府重点工作。根据市政府工作安排 ,星 湖段碧
道由市代建局负责组织实施 ,星 湖管理局积极配合做好有关
工作。
2019年 6月 ,市 主要领导主持召开工作会议 ,要 求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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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局负责星湖段碧道规划编制工作。12月 ,市 代建局和
我局工作人员联合开展环星湖绿道调研 ,结 合规划方案,提
出深化设计方案的意见建议 。2020年 3月 ,市 代建局会同我
局到肇庆新 区学习考察广东万里碧道标识系统。根据市领导
工作指示,我 局积极协助市代建局加快开展 碧道标识系统设
置工作。 目前,星 湖段碧道标识系统 已全部 安装完成。
下一步 ,我 局将积极跟踪和全力配合支持上述措施的推
进和落实情况。
再次感谢您对星湖旅游景区的关心与支持 ,我 们将全力
以赴努力把 星湖旅游景 区建设和管理得更加 美好。
此复。

理局

肇庆
20

19日

(联 系人 :杜 景焕 ,电 话 :13527056858)

公开方式 :(依 申请公开 )
抄报:李 奔常务副市长 、林金 汉副秘书长
抄送:市 政协提案委 ,市 政府建议提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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