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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赵雪峰）

昨日， 记者从广州市河长办获

悉，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河长

制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推动河长制

全面深入开展，广州举行广州市河长制

工作调度会，对今年全市河长制工作进

行总结并谋划2020年治水工作。

据介绍， 目前全市147条纳入国家

监管平台的黑臭水体已全部实现消除

黑臭。 今年1~10月，全市12个国考、省考

断面全部消除劣Ⅴ类。 广州黑臭水体治

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治水形势

仍然严峻， 河涌仍存在返黑返臭风险。

会议公布了第一批20条河涌观察名单，

接下来将对其进行重点督办。

34条河涌“钉子”问题基本解决

今年7月， 广州市河长办暗访巡查

发现34条黑臭河涌存在79个“钉子”问

题，要求各区重点突破、攻坚克难，坚决

拔除这些影响河涌水质的“钉子”问题。

当时全市147条纳入国家监管平台的黑

臭河涌中，仍有番禺区大山东涌、罗岗

涌和白云区环

滘

河、棠景沙涌、黄编涌

这5条河涌尚未通过市级“初见成效”阶

段评估。

全市黑臭水体“拔钉”行动部署以

来，越秀、海珠、荔湾、天河、白云、黄埔、

番禺等7个区迅速行动起来，聚焦省、市

暗访中34条河涌存在的“钉子” 问题，

“一钉一策”、拧成合力，扎实推动了各

种复杂问题解决。 目前，34条河涌的问

题有的已基本解决，或正在按照既定方

案推进整改，34条河涌的水质得到明显

改善。 经过本次拔“钉”行动，此前未通

过评估的5条河涌均已通过了市级复核

评估， 全市147条纳入国家监管平台的

黑臭水体已全部实现消除黑臭。

考核断面方面， 今年1~10月，12个

国考、省考断面全部消除劣Ⅴ类，国考

鸦岗、大拗、东朗3个断面水质上升两个

类别

（水质均由劣

Ⅴ

类提升为

Ⅳ

类）

，增

江口、官坦、蕉门3个断面水质上升一个

类别。

20条河涌列入重点监督

广州市河长办表示，尽管黑臭水体

治理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水环

境治理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147条河

涌虽基本消除黑臭， 但水质仍不稳定，

仍存在返黑返臭风险；国考省考水质断

面达标形势严峻，大墩、东朗、石井河口

等断面“久治不愈”；“散乱污”存量大，

也易“死灰复燃”；涉水违建数量大，严

重侵占河湖空间；农业面源污染和养殖

污染防治难度大等。 为此，市河长办对

全市黑臭河涌进行了动态评估，结合水

质监测数据和上级部门通报问题，梳理

出第一批20条黑臭河涌观察名单并进

行重点督办。

广州市河长办负责人表示，各区要

以第一批观察名单中的20条黑臭河涌

为重点，逐条河涌制定整改方案，明确

整改完成时限，立行立改、查漏补缺，以

饱满的姿态和扎实的工作迎接2020年

国家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验收的大

考，打赢打好水污染攻坚决战决胜年。

明年打造“有河有水、 有鱼有

草、人水和谐”美丽广州

明年广州治水工作将重点围绕巩

固提升治理成效， 建设“有河有水、

有鱼有草、 人水和谐” 美丽广州的工

作目标， 推动河长制湖长制全面落实、

河湖治理全面见效， 抓好强化源头治

理、 强化污涝同治、 加快推进排水单

元达标工作等三方面工作。 一是以碧

道建设为引领， 抓河涌贯通， 大力推

动今年 104 公里试点碧道建设。 城管

部门要抓紧推进涉河违建拆除工作，

打通支涌、 边沟边渠的巡河通道。 二

是要加快完成 80.3 公里珠江堤防达标

加高工作，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其他

堤防的达标建设工作， 珠江堤防防洪

（潮）

标准达到 200 年一遇。 三是力争

用 3 年左右时间， 形成“排水用户全

接管、 纳污管网全覆盖、 排放污水全

进厂” 的国内领先的污水治理体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广州市

人社局近日披露2018年度广州社会保

险信息。 截至2018年末，全市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为

98.45万人，抚养比为5.67:1，广州养老保

险压力不大。

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3513元

截至2018年末，全市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

（含离退休人数）

783.52万

人

（女性

377.84

万人 ）

，其中参加企业基

本养老保险

（含离退休人数）

751.26万人

（

女性

361.66

万人）

；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124.22万人

（女性

64.11

万人 ）

；失业

保险608.71万人

（女性

275.02

万人）

；工伤

保险639.87万人

（女性

256.56

万人）

。

截至2018年末，全市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为98.45万

人，抚养比

（年末参保职工缴费人数

/

年

末离退休人数）

为5.67:1。 记者了解到，

这相当于5.67个人养1个人，养老保险基

金支付压力不大。

此外，在待遇方面，经过2018年度

待遇调整后，全市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

养老金达3513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符合领取待遇人员共43.23万人；2018

年1月起广州市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

高到211元/人·月。

去年全市超过9万人领取失业金

2018年，全市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

人数9.69万人，人均失业保险金1890元/

月；领取一次性待遇的人数2.98万人，人

均4813元。 全市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

1.56万人，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人均4.17

万元、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72.792

万元，人月均伤残津贴4762.5元。

在社保卡方面， 截至2018年末，全

市金融社会保障卡累计持卡人数为

1269万。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

入705.47亿元，支出474.80亿元，年末累

计结余850.10亿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25.38亿元， 支出34.57亿

元，年末累计结余153.25亿元。而失业保

险基金收入25.69亿元，支出22.40亿元，

年末累计结余215.64亿元。 工伤保险基

金收入11.41亿元，支出7.56亿元，年末

累计结余56.83亿元，其中储备金9.14亿

元。

据悉，截至2018年末，全市纳入社

区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90.06万人，占企

业退休人员总数的97.14％，比上年增加

4.59万人。 也就是说，超过97%的企业退

休人员已经纳入社区管理。 2018年开展

异地联网待遇资格认证业务15890笔，

比上年增加8698笔，增长120.94％。

广州147条黑臭水体消除黑臭

20条河涌列入观察名单并将进行重点督办

番禺区：

丹山河、桔树涌、沙溪涌、诜敦河

白云区：

夏茅涌（含左干渠）、链窿支流、新市涌、潭涌、海口涌、跃进河

荔湾区：

江尾涌、裕安涌、鹤洞涌

海珠区：

马涌、大干围涌

天河区：

棠下涌、程界东涌

增城区：

永和河（增城段）

花都区：

田美河

黄埔区：

沙步涌

列入观察名单的

20

条河涌

广州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850.1亿元

抚养比5.67:1��广州养老保险压力不大

●截至2018年末，全市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含离退休人数）

783.52

万人，其中参加企业基本养

老保险751.26

万人。

●全市金融社保卡持卡人数为

1269

万。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收入705.47

亿元，支出474.80

亿

元，年末累计结余850.10

亿元。

数读职工养老保险

信息时报新 （记者 黄艳）

昨日，

记者从广州市来穗局获悉，2019年度

广州市积分制入户申报及预审排名

靠前受理工作已完成。 目前排名靠前

的8040人名单在广州市政府门户网

站和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网站公

示。本年度积分制入户指标8000个。

记者浏览发现，2019年度广州市

积分制入户申请人员中排名第一的

积分高达277分，最低166分，医保缴

纳时间最短也达到了112个月， 也就

是说最短的在广州就业缴纳医保也

已经长达9.3年了。 在排名上，今年继

续执行“积分—医保—居住证”阶梯

式排名规则。 积分制入户人员按在

“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信

息系统”核定积分总分值从高到低进

行排名。

积分入户

排名靠前名单公示

公示时间：

12月3日~12月7日。

查询网址 ：

广州市来穗局官网

（http://lsj.gz.gov.cn/）

联系电话：

81618839

传真：

81618852。

经过整治后的海珠区石榴岗河风景如画。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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