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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持续整治污水偷排直排乱排行为
严查10个重点6类行为，
连续3个月排名靠后约见区县主要领导

严查10个重点6类行为
2020年将以重点问题、重点企业、重点
行业、重点流域为主要对象，确保污染治理设
施正常运行、污水达标排放为主要手段，
以改
善流域水环境质量、彻底杜绝污水偷排直排
乱排为主要目的。将聚焦检查10个重点，这
包括：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的涉水问
题；

2019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曝
光的问题；
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发现
的问题；
2019年整治废水偷排偷放专项行动发
现的问题；
医疗机构（含医院、诊所）废水；
洗车场废水；
餐饮业废水；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和园区污水处理设施；
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
的化工企业，万州区、涪陵区、长寿区化工园
区和江津区工业聚集区的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
国家和市级考核断面水质不达标的，或
者水质下降较大的区域流域。
在违法行为查处方面，今年将严查6类
行为，
包括：
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不正常
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方式违法排放
污水；
排放未经消毒处理的医疗废水；
无污染治理设施直排、乱排污水；
超标排放污水；
以逃避监管方式违法排放污水；
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
主观恶意
排污，
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

注重长效机制，将从4月起持续到年底，不分
阶段，多措并举，市生态环境局、市河长办将
联合相关部门组建核查组与暗查组，重点关
注整治不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督促整治
销号。
同时，将健全齐抓共管措施，联合经济
信息、公安、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卫生
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必须压实主体责任，
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做到污水达标
排放，彻底杜绝污水偷排直排乱排行为，对
发现的问题全部纳入台账清单，逐一整改销
号。
市生态环境局和市河长办将每月召开调
度会，
播放专题视频，
通报各区县工作开展情
况。
对虚报瞒报问题、工作推动不力的，
依法
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
对区县工作开展情况排名靠后的区县，
约见区县生态环境部门和河长办分管负责
人；连续3个月排名靠后的区县，将约见区县
政府主要领导，同时对典型问题以及查处情
况进行曝光。

▲

“彻底杜绝”，这事情
非同小可。
在昨日重庆市生态
环境局联合重庆市河长
办 召 开 2020 年 整 治 污
水偷排直排乱排专项行
动新闻发布会上，就用上
了“彻底杜绝”这个词。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
人说，即日起至年底，我
市将持续开展整治污水
偷排、直排、乱排专项行
动，彻底杜绝污水偷排直
排乱排行为，助力我市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
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扎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

严查医疗机构污水违法排放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
昨日，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获悉，
在2020年整治污水偷排直排乱排专项行动中，市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将积极开展涉及医疗
机构排放污水执法行动。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唐家
利介绍，
今年第一季度，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总队，对卫生健康部门公布的主城区新冠病毒肺
炎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和集中隔离场所申请领取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和医疗污水处理排
放有关情况进行了重点摸底排查和执法检查调
研，
基本掌握医疗污水、生活污水排放状况。
按照《2020年重庆市整治污水偷排直排乱排
专项行动方案》的统筹安排与责任分工，
市城市管
理执法总队主要负责督促指导各区县查处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覆盖范围内医疗机构、
餐饮单位、
建筑工地、
洗车场所等排水户未取得城镇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而擅自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
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
向城市
街面上乱排乱倒城市生活污水的违法行为。
排水户不按照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的要求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
吊销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可以向社会予
以通报；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全社会动员
市民通过12369、12314等举报
为了保护好生态环境，把重庆建设成为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此次专项行动邀请市民
积极参与。重庆市民可通过河长公示牌的
举报电话、河长制微信公众号、环境保护举
报热线12369、水利部12314举报平台等多
个平台举报违法行为。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倩

连续3个月排名靠后
约见区县主要领导
据介绍，
对比去年，
今年的专项行动更加

相关新闻

重庆支援湖北359人结束康养回家
第二、第十二、第十四、第十六批医疗队，结束14天的集中休养后解散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昨日上午9：00，返渝的第二、第
十二、第十四、第十六批医疗队，结束为期14天的集中休养，分别在重庆融汇丽
笙酒店（含第十六批和部分第十二批队员，共228人）、重庆贝迪颐园温泉度假酒
店（含第二批和部分第十二批队员，共131人）举行医疗队解散仪式。359名医疗
队队员在仪式结束后，
踏上了回家的路。
在解散仪式现场，医疗队队员们依依惜别，不少队员都红了眼眶，彼此道着
“再见！“
”保重！”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在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了解到，该院28名医护人
员将返回医院进行体检，
并参加一个简短的迎接仪式，随后将各自返回家中。

▲

他们最舍不得
“战友情”
昨日，
返渝的第二、第十二、第十四、第十
六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结束了为期14天的集
中健康休养，
就地解散。在解散仪式现场，
重
庆重症护理支援队队长、市急救中心全科医
学科护士长张晞和队员们互相拥抱、依依惜
别，他们朝夕相处了72天，这份“战友情”，难
以割舍。

我们约好要定期相聚
15个人，来自重庆3家医院，在武汉58
天，集中健康休养14天，一共72天的互相鼓
励。
“吴林娟、梁娟、徐娟、朱莎莎、陈茜、周
璐、吴豪杰、李娟、谭丽、李男、黄爽、周香、肖
丽、匡雅娟。”
作为队长，张晞可以如数家珍的
一口气报出队里所有人的名字，队员们有8
人来自市急救中心、5人来自市六院、2人来
自市肿瘤医院，在解散后，
他们将回到自己以
往的工作和生活中。
“ 张妈，好舍不得你……”
“ 张妈，辛苦
了！”
“ 张妈再见！”在登车前，队员们和张晞
一一拥抱，久久不愿放开，不少人都红了眼
眶。
“刚开始去到武汉的时候，大家都对即
将接手的工作一片茫然，感到焦虑，也有恐
惧，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互相帮助，互相扶
持，结成战友情谊，让人终身难忘。”张晞说，
在武汉，她带领的医疗队有15个人，被打散
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多个科室里，并不是每
天都在一起，只有吃饭、坐车的时候才会见
面。
作为队长，张晞要去关心每个人的工作
和健康，
她需要熟悉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状况，
时间久了，队员们开始叫她
“张妈”
。
“特别让人难过，大家回去以后，碰面的
机会肯定很少了，
虽说约好了定期聚会，
但大

希望孩子觉得妈妈很
“牛”

特写

她说要连吃三天火锅

家在医院的工作时间都不固定，很难有机会
聚齐。
”
张晞非常感慨。
她说，
队员叫她一声
“张妈”
，她就得尽到
责任，她在武汉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把15个人
一个不少地带回来，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

这还是我熟悉的重庆
从重庆贝迪颐园温泉度假酒店乘车返回
医院的路上，
张晞和队友们开心地望着窗外，
除了看到熟悉的重庆，也意味着他们马上就
可以吃到想念了72天的重庆火锅。
在医院进行了短暂的欢迎仪式之后，张
晞和同院的队友们在医院附近大吃了一顿。
“大家都想了好久了，
虽然在武汉我们也吃到
了重庆送来的方便火锅，休养的酒店也给我
们准备了冒菜，但是始终觉得差了一点点味
道。
”
张晞说，
坐到了火锅店的凳子上，
她才明
白，
差的是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
怀念的
是家乡正宗的
“味道”
。

替武汉解禁感到高兴
听说武汉开始逐步解禁，城市渐渐恢复
原来的面貌了，张晞特别高兴。
“回想起刚到武汉，我们在火车站下车，
看到曾经热闹繁华的城市万籁俱寂，车站没
有乘客，
路上没有行人、车辆……”
张晞说，
当
时大家都感觉有点震撼。
“现在好了，看到武汉好起来了，我们都
特别高兴，这有我们所有人的功劳。
”
张晞刚到家门口，就闻到了排骨汤的香
味，
老公和儿子都在家里等她，
煮上了她爱吃
的排骨汤。
“这段时间老公一个人在家照顾儿
子特别辛苦，
医院给了几天假期，
我要在家里
好好陪陪他们。
”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陈竹

宋亚宁
昨日上午，重庆融汇丽笙酒店外格外热闹，
重庆市支援湖北医疗队的228名队员结束了为
期14天的集中隔离，就要回家了。宋亚宁就是
其中一员。
29岁的宋亚宁是长寿区人民医院的护士，
她个子娇小，身材纤细，大大的眼睛，一看就知
道是个女孩子。然而，
她却留着一头
“板寸”
。
“去武汉的前一天就把头发剪了，2014年
大学毕业后，我就一直留着长发。”提及自己的
头发，
宋亚宁笑着摸了摸自己的
“板寸”
说，
当时
自己的头发太长，
穿防护服会耽误时间，
就主动
剪成了
“板寸”
。
宋亚宁说，在武汉，
他们医疗队接管的是武
汉市中心医院唯一的重症监护室，看到很多重
症患者在她和同事们的努力下病情减轻甚至康
复出院，
她感到非常高兴。
“今天凌晨武汉解封了，感觉自己做了一件
特大的事情，
很高兴。
” 宋亚宁说。
孩子快两岁了，在武汉，宋亚宁最牵挂的就
是儿子。
“我特别想他，
艰难的时候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加油，要成为孩子的榜样。在武汉的这
段经历是我这辈子宝贵的财富，等孩子长大了
希望他想起我会觉得妈妈很
‘牛’
。
”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竹 宋剑

幸霞全家
“妈妈回来了，
接妈妈回家……”在马路边，
一个怯怯的声音引起了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的注意：一个穿黑衣服的小女孩趴在爸爸肩
头，
眼睛直直地盯着酒店的方向，
嘴里轻轻念着
“接妈妈回家……”
小女孩2岁，今天特意起了个大早，早上8
点就和爸爸到了酒店外，
迎接
“英雄妈妈”回家。
据了解，小女孩的妈妈是长寿区人民医院
护士幸霞，2月21日她作为重庆市第十四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出发前往武汉。
“孩子从来没有和妈妈分开这么长时间，
在
家里经常哭着找妈妈。
”小女孩的爸爸说，
“我们
已经订好了火锅，
等她回家就一起去庆祝。
”
话毕，
幸霞跟着队友们向孩子走了过来。
“幺幺儿，
你想妈妈没有？妈妈打怪兽回来
了，我们一起回家……”幸霞接过孩子亲了又
亲，抱了又抱，然而2岁的女儿看着眼前的妈妈
却没有反应。
“太久没有见你了，有些生，回家就好了。”
丈夫拍了拍幸霞的肩膀，安慰道，
“家里准备了
你最爱吃的火锅，
中午我们就去。
”
“好，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连吃三天火锅
……”
幸霞和老公孩子拥抱在一起，
笑成一团。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竹 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