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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埗镇暑期实践分队调研部



一、目的及意义

1、背景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习近平代表

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中第九个部分明确指出：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要深

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的基本要求。十九

大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报告。此举充分表明我国已经把生态

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也意味着我国生态文明水平的提升和

进步。

2、目的及意义

针对高埗镇“污染防治攻坚战”现状，对水污染、大气污染治

理等情况进行调研，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发挥主人

翁作用，群策群力，为我镇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参考建议，

共建“山青、水秀、天蓝”的美好家乡。

二、前期准备

1、团队成立

高埗镇暑期实践分队调研部是隶属于共青团高埗镇委员会领



导下的高埗镇大学生成促会的一个专门负责实地调研的部门。

2、时间线

第一阶段：7月 20日前：完成调研前期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7月 26日-7月 27日：收集被采访者的资料，制

作采访稿；

7月 27日：前往唯美陶瓷博物馆展开调研；

8月 2日：对高埗镇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进行采访展开调研；

8月 12日：于高埗镇第一综合市场展开线下调研；

第三阶段：7月 27日-8月 13日：小组成员分别撰写总结。

8月 13日-8月 20日：撰写调研的新闻稿以及整

理成员的总结与相关资料。

三、调研方法设计

1.调研内容

(1)企业调研：唯美陶瓷集团

将从盈利性企业方面了解环境污染物处理情况，从而对比出

对周围环境及居民的影响；

(2)环境机构调研：高埗镇河长办

了解高埗镇河涌的情况，及未来观望；

(3)线下调研：于高埗镇中心涌附近的第一综合市场开展线下



调研，了解当地居民的对环境变化的实际看法。

了解高埗镇近年来的环境变化，对比中心河历年来的变化，

及收集中心河周围居民这些年来的看法，了解高埗镇盈利性企业

的环境污染处理情况。

(4)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活动采取调查问卷、面谈、走访等形式，调研小组

将与企业环境主管与河长办面对面深入交流，同时走访企业车间，

参观河涌，观察变化；线下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更加真实准确

的反应当地居民的周围环境现况，从而了解高埗镇这些年来的环

境变化。

(5)调查对象

本次调研对象分别为：高埗镇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以下简称“河长办”）、中心涌附近的当地居民。

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简介：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创始

于 1988年，总部位于现代制造业名城——东莞市高埗镇，是

国内规模最大的建筑陶瓷制造商和销售商之一，产品涵盖室

内地砖、室内墙砖、室外地砖、室外墙砖、产品配件五大系

列，上千个花色品种。唯美公司位列中国工业企业 500强和

中国建材行业百强企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和省民营科

技企业，下辖四个子公司和三个制造工业园。



四、调研实施

1、企业调研

2018年 7 月 27 日下午，于东莞唯美陶瓷博物馆，调研小组

与环境主管林华斌会面，开始展开调研。

林主管先带我们参观了给顾客选购瓷砖的大堂，参观完大堂，

带我们去附近制造陶瓷的工厂，带着我们介绍每一条制造陶瓷的

流水线。采购沙料、生产泥浆、经过喷雾塔制粉、压砖、干燥、

喷釉、压花、烧制、磨边到最后的包装，每一个步骤我们都有了

河长制办公室：负责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负责

组织拟订河道管理和保护制度、机制和标准及考核办法，组

织、协调、监督、指导河长制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并组织

实施考核、监督、验收、信息共享等工作。按照“一河一策”

原则，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主要河道河长制实施方案并组

织实施。

高埗镇第一综合市场周围的居民：高埗镇第一市场位于中心

河的旁边，而且早上市场人员流动大，可以收集到足够真实

有效的环境问卷。



初步的了解，林主管还为我们介绍到了每一个步骤有可能出现的

污染问题及相关解决措施。

唯美公司的污染治理比较完善，不仅体现在治理方面，还体

现在节能减排方面。同时也关注员工身体健康，具有社会责任感，

是其他公司的学习榜样。

2、河涌调研

2018年 8月 2日上午，高埗镇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分队

在镇团委、镇河长办的支持下，“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

新家园”的社会调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调研分队一同来到高埗镇

三保路横排涌整治示范点。与工作人员一起进行实地观察整治成

效并展开积极的交流活动。工作人员向调研队员们仔细介绍三保

路横排涌整治情况，并共同观察河涌的情况、了解整治设备。采

访过程中，调研小组对治理后的水观察，发现清澈无异味。

河长办表示，经治理，目前三保路横排涌水质已稳定消除黑

臭，并达到Ⅴ类水标准，成为全市首个全面消除水质黑臭及申请

验收的镇街。

3、线下调研

2018年 8月 12日 8点，高埗镇调研小组在第一综合市场展

开一次针对高埗镇河涌的线下调研问卷活动。

于中心幼儿园集合完毕后，组长分配好每人二十份的问卷，

分别在市场不同的门口进行问卷调查。此次问卷调查对象为居住

在中心涌附近的居民，而且采取不记名的方式，得以让当地居民



填出真实想法。

填写期间，居民们都袒露心声，普遍认为环境有所改善，但

还是不太满意。

五、调研结果及分析

1.唯美陶瓷集团

陶瓷行业是一个高能耗的行业，能耗占陶瓷生产成本的 30%

到 40%，陶瓷的高能耗，必然带来高污染，陶瓷业对我国的环境

造成很大的污染，特别是陶瓷发展迅猛的瓷区，及周边地区更为

严重。

从陶瓷工艺的现状看，大部分企业分布在大中小城市，郊区，

污染点多，面广，大多数企业生产工艺落后，生产设备陈旧，污

染严重，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陶瓷工业原辅材料及能

源消耗过大。

(1)陶瓷生产中的污染

1.1 废气污染

陶瓷工业废气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含生产性粉尘为主的工艺废气。这类废气主要来

源于坯料，釉料及色料制备中的破碎，筛分、造粒及喷雾干燥等。

由于陶瓷用配料中的粘土，长石，石英，滑石等，釉用原料中的

粘土，石英，滑石等都含有游离二氧化硅，而二氧化硅的含量直

接关系到硅肺的发生和发展。而游离二氧化硅的含量过高时，可

导致人丧失劳动能力。



第二类为窑炉烧成及部分干燥阶段中的高温烟气。这些废气

排放量大，排放点多，会给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给人类的健康

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治理情况：在陶瓷行业内 首先进行窑炉煤改气，今年年底还

将对喷雾塔改气，成为行业内仅有的窑炉、喷雾塔都使用清洁能

源天然气的公司，在烟气治理设施方面也一直在行业前列。

1.2 废水污染

陶瓷生产中的废水主要来自原料制备。釉料制备工序及设备

和地面冲洗水。窑炉冷却水。在墙地砖的生产线中，还包括喷雾

干燥塔冲洗和墙地砖抛光冷却水。原料精制过程中的压滤水。

治理情况：各工序产生的废水通过各种的生产废水循环池处

理后回用与生产，生产废水加入少量 凝絮剂后再生产废水 循环

池流动过程中物理沉降，上清液回用，泥渣用作生产原料。

1.3 固体废物处理

这其中包括，生坯废品和烧成废品，上釉废品和不上釉废品。

泥渣，废石膏，废石灰。

治理情况：公司持续推行固废细分回收，固废 细分回收持续

推进，特别再包装物回收上取得良好的效果，固废处置量逐年减

少。

(2) 唯美陶瓷在于环境污染处理过程中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

唯美企业通过东莞甲级能源管理中心验收，多次被评为节能

先进单位，同时也是东莞市清洁生产企业，荣获过东莞市政府质



量奖和广东政府质量奖，产品通过低碳产品认证和绿色建材认证。

而该企业近年环保投入近 5000万，平均每年环保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 2%.

陶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烟尘、废渣及残次品会打磨成粉，并

按一定比例混入原料中重新利用，烟尘利用率高达 99%以上，并

且十几年前该工艺的部分技术已获得国家专利；厂区内设有脱硫

塔，脱硫能力达 80%以上；厂区内还设有脱硝设备以及布袋除尘

器等。

陶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内容物主要为粉尘漂浮物，经过

沉淀处理后便可再度用于生产过程，公司各厂区废水排放量为零，

回用率高达 100%。除此以外，近年公司的厂区内还建设了雨水收

集池，使公司节水 40%以上。对于公司的相关设备，更是实现了

每天一小检，每月一大检查。

2.1 引用一系列大气污染物治理的设备

包括布袋除尘器，脱硫脱硝设备等。

2.2 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与政府合作

唯美陶瓷公司，已经不断与东莞市环保局合作，希望其能推

荐一些合适的处理或利用单位，推进公司的固废处理和利用，减

少环境风险。

2.3 严格把关原材料

唯美陶瓷公司使用的原料几乎不含铅、镉，同时一直进行原

料有害物质减量使用方面的研究和实践。



2.4 不断的研发和实践的积累

公司经过多年的研发和实践积累，目前将废渣按一定的比例

加入生产原料中，实践综合利用，有部分技术已取得专利。并多

次被评为节能先进单位。同时也是东莞市清洁生产企业，荣获过

东莞市政府质量奖和广东省政府质量奖，产品通过低碳产品认证

和绿色建材认证。

2.5 对员工健康的保护

①隔离、密封、耳塞：尽量将污染源与工人工作车间分隔开；

用布袋除尘器和脱硫脱硝装置将大气污染物密封起来；

②通过一定的降噪措施和工人佩戴耳塞来保护工人；

③教育宣讲：定期对工人进行教育宣讲，劝导工人佩戴防护

设备；

④劳动纪律处分：对员工进行视频监控，对有烟尘岗位不佩

戴口罩的进行警告处分；

⑤体检：岗前体检，每 1-2年体检，岗后检查；

2.6 不足之处

陶瓷生产原料中的树根、铁杂质、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废轮胎、

皮带等找不到合适的处置方法及资源化单位进行处置或利用。公

司正请示东莞市环保局，希望其能推荐一些合适的处置或利用单

位，推进公司的固废处置和利用，减少环境污染。



2.河长办

(1)河流状况

高埗镇共有河涌 48条，内河涌受污染情况较严重。为加快改

善河涌水质，全面打赢水污染治理攻坚战，高埗镇选取三保路横

排涌作为重污染河涌整治示范项目，开展河涌原位生态修复。经

治理，水质已稳定消除黑臭，并达到Ⅴ类水标准，成为全市首个

全面消除水质黑臭及申请验收的镇街。治理采用充氧曝气及智能

生态水草河道治理技术，安装曝气管道、潜水风机、智能水草木

块，种植水生植物狐尾藻，通过对河道微生物、植物及动物三大

体系的修复，逐步提升河道自净能力。

(2)处理情况

2.1 治理阶段：截污，清淤，活源，固堤，生态修复

①截污：建设截污管网是有效治理水环境、切实保障水安全，

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市政基础设施，完善生活污水收集系

统，进一步改善水环境质量。截污次支管网建设（按照环保局要

求，高埗镇共分 4个批次实施，共计敷设约 95.73公里污水管网，

目前已完成约 63.1公里管道敷设，占总量的 63%，其中第一批次

管网总长 12.9 公里，已完成全部工程建设，并在 2018 年 5 月底

分别完成验收、移交及通水工作；第二批次管网总长 45.77公里，

已完成约 74.7%；第三批次管网总长 31.25公里，已完成约 28.22%；

第四批次管网总长 5.81公里，前期工作由市水投集团统筹实施，

现已进入勘探阶段）。



②清淤：企业和居民排放的污染长期流入河涌，导致河床含

有大量有害物质，通过挖掘机施工，挖出淤泥，进行化学无害处

理。

③活源：引水活源。

④固堤：建设堤防，防洪排涝。

⑤生态修复：通过种植人工水草和安装仪器，辅助水生态环

境增强自我修复能力。

2.2 发动群众

定期举办各种特色活动来宣传河长制工作，3月 18日组织志

愿者参加保护母亲河徒步活动和派发宣传单张；5月 21日组织了

“民间河长”培训班，20名“民间河长”正式持证上岗；6月 19日组

织学生和志愿者参观了污水处理厂等。通过举办这些活动，让市

民了解并支持河长制工作，营造全社会关心和参与河长制工作的

良好氛围；其次，组建了高埗镇节水护水志愿服务总队，招募了

一批护河卫士和志愿河长，让更多群众积极参与到护河行动中来。

(3)未来观望

高埗镇今年河涌整治任务必须完成的有三条，包括林卢涌，

中北联渠，茶洲水闸排渠；

目前已完成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工程造价，正开展预算

财审及工程立项工作,预计在 8 月份进入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程序,

今年年底前完工。



3.线下调研

本此线下调研共填写 112份，面对面、不记名填写，具有真

实性。

3.1 问卷调查结果











3.2 问卷分析

本次线下调研发现中心涌附近居民对周围环境状况不满意占

53%，满意的只有 10%，但是 90%认为环境较之前有所改善，而

且 60%的居民认为导致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

可看出大家都是知道保护环境需要大家行动起来。

其中 88%居民认为是河涌不够清洁，垃圾随地乱扔，空气不

够清新等因素导致环境还不够好。调研组在第一综合市场开展调

研时也发现，因人流密集、环保意识不强等原因，垃圾较多，造

成整体环境较差，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垃圾清理。65%的当地居

民对此有很大抱怨，表示对河涌现况不太满意，20%的人表示特

别不满意。

68%的人表示家里附近都有污染较大的工业企业；调研小组

里面也有低涌的居民，裕元搬迁前，低涌的居民在家都时常能闻

到恶臭味，不过较以前状况还是有所缓解的，这正说明居住环境

与周围的工业企业有十分紧密联系。在与居民交流中还了解到每

到傍晚还有一些工业厂房在偷偷排放污染气体，气味刺鼻。政府

相关机构应该加强对工业企业的核查。

46%的人认为保护河涌是政府的责任，40%的人认为是社会团

体的责任，剩下 14%的人认为是个人的责任。但问到河涌的治理

主要依靠什么时，90%的人认为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和市民的参

与。通过以上数据，说明大家都是具有环境保护意识，都知道上

到政府部门下到每个人民群众，治理环境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实施，



不过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带头作用更为重要。

但是问到如果看到有人正在污染河涌的时候，70%的居民表

示只是默默鄙视，并不上前制止，只有 15%的居民才会上前制止，

这里可以看出大家都是对此鄙夷，但多数人捧着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不去插手。对此政府有关部门可以设立一些福利，比如举报

有奖，通过照片的形式惩罚倒垃圾者，这里可能考虑到举报者怕

被被举报者报复、说闲话，可以对举报者进行不公开式奖励，激

励更多的人来监督、保护河涌。

至于河涌治理方面的宣传，有 50%的人表示没了解过，27%

的人从政府部门的宣传了解过，23%的人从媒体的宣传中了解，

说明宣传力度并不够，应加大对河涌治理宣传力度，增强民众认

识。

六、结论

唯美陶瓷集团多次被评为节能先进单位，同时也是东莞市清

洁生产企业，荣获过东莞市政府质量奖和广东政府质量奖，产品

通过低碳产品认证和绿色建材认证，正符合习近平总书记的理念，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是工业企业在环保方面的佼佼者。

从唯美陶瓷集团中可看出，污染性的工业企业正在逐步改善，

引入环保设备，净化污染物，减少排量，美中不足的是陶瓷生产

原料中的树根、铁杂质、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废轮胎、皮带等找不

到合适的处置方法及资源化单位进行处置或利用。



高埗镇的河流正在逐一治理，但由于污染时间长，污染面广，

要完成所有河涌治理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所以需要政府

部门和市民共同努力，政府部门要处理好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市民要提高自身素质，做到不随手乱扔垃圾，为环境卫生贡献自

己的力量。

结论一：以唯美陶瓷集团陶瓷制造业为例，污染性工业企业

正在逐步改善环境污染问题，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少。

结论二：高埗镇的众多河涌，河长办等相关职能部门正在展

开治理，由于人手、精力问题，不可能全部同时治理，不过居民

们告别臭河将是必然的事情。

结论三：高埗镇中心河附近的环境有明显改善，但是当地居

民对环境不满意偏多。

结论四：环境治理方面宣传不足，许多居民并不了解。

结论五：居民们大都有环境保护意识，但心有顾忌。

以下是根据调研活动总结出的对环境问题改善的建议：

建议一：据线下调研居民交流中发现有些工业企业晚上偷偷

排放污染气体，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对此核实监察并改善。

建议二：河长制可以普遍至每个人民群众，通过照片形式即

可举报个别污染环境的人，只有整个社会团体一同行动起来，才

能更好的保护河涌。

建议三：对第一综合市场的环境整治一下，个别角落堆满垃

圾，既影响市场卫生又影响居民出行。



建议四：河涌治理方面的信息，可以加大宣传力度，许多人

并不知道身边的河涌正在一步一步的治理，只有让大家知道政府

及有关部门正在努力让环境变好，居民们才知道身边的环境在逐

渐改善。

建议五：是加大环保执法力度，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对违反

环境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严惩，证实，对工业污染物实行总量

控制，确保无积液，无废达标排放。

建议六：严格执行环境评价制度，加快工业的环境管理体系

的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