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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动态】

沙县副县长邹阿松调研河长制推进工作

8 月 10 日上午，沙县副县长邹阿松带领国土、水利、住建等有关部门对辖区南溪流域基本

情况和河长制工作推进情况进行专题调研。邹阿松深入南溪流域，对河道污染物来源、砂场整

治情况进行深入了解。调研中，邹阿松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中央、省委、市委的部署

要求，按照县委、县政府关于推进河长制工作的指示精神，以更高的要求、更严的标准、更实

的举措落实各项工作。要深刻认识推行河长制的重大意义，真正把河溪管理保护纳入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面推行河长制，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明确

责任分工，完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确保人员、责任、机构到位；乡镇街道与职能部门之间

要加强配合沟通，加强河道监管，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强化联动联合治理；要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结合每条河流的实际情况，科学设置所属河流整改治理目标任务，持续改善水质，

确保河长制工作抓出实效。

清流县召开河长制工作推进会
暨涉砂行为专项整治规范工作动员部署会

8 月 18 日，清流县召开河长制工作推进会暨涉砂行为专项整治规范工作动员部署会。会议

回顾总结全县河长制实施以来的工作情况，对当前河长制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并对开展涉砂行

为专项整治规范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沙县赴浙江省学习考察综合治水工作

8 月 8—13 日，沙县综合治水试验县重大工作推进组组长、副县长乐荣光带领县水利局、河

长办及凤岗街道、高桥镇、富口镇、夏茂镇、移动公司等单位负责人一行到浙江省台州、杭州、

宁波等地学习考察综合治水工作，考察组一行先后到椒江区、天台县、西湖区、德清县等县（市）

区，通过听取介绍、查阅资料、现场观摩的方式，详细了解他们在综合治水、智慧水利、河长

制、河道生态建设、小型水利工程标准化建设等工作中的好经验、好思路、好做法。



【三清六治】

宁化县水岸共治工作见成效

宁化县以全面深化河长制为契机，综合施策，系统治理，创新实施流域“水岸共治”新举

措， 通过实施“169”工作战略即：“一套班子和一张图纸协调指挥、六份表格引领工作推进、

九大工程落实综合整治”，打好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组合拳”，通过整合部门力量，聚集项目

资金，抓示范推广和重点整治，扎实推进水源地保护、水污染和水环境治理以及水生态修复等

工作。

抓污染源整治促水清。畜禽养殖污染方面：全县关闭拆除禁养区内复养回潮生猪养殖场户

117 户、拆除面积 119307 平方米，消除存栏 33000 头。企业污染方面：加大对全县排污企业的

检查，关闭取缔“十五小”企业 7 家，完成 3 个节能改造项目，实施 3 个循环经济项目，重点

实施石磊矿业、东溪化工、利丰化工水处理系统等一批环保建设项目，对鑫宇金属制品等一批

工业废气排放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全县 6 家选矿企业、4 家林产化工企业废水排放稳定达标，

2014 年以来累计完成燃煤锅炉整治 44 台，进一步推进莲塘食品加工园等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

关停废弃砖瓦用粘土（页岩）矿矿山和机砖厂 36 个，已拆除厂房、窑体 22 个。生活垃圾污水

处理方面：建成乡镇垃圾中转站 15 座、垃圾填埋场 37 座，公厕 33 座，开工建设城区日处理垃

圾 150 吨的垃圾填埋场二期工程，全县已建成污水管网 127.1 公里，建成县城区污水理厂自动化

控制系统一套，污泥提升改造工程已投入运营，已建成莲塘食品加工园污水处理设施项目，曹

坊、泉上镇污水处理设施已完成站房建设，正在进行设施安装，河龙乡等 10 个乡镇启动 PPP

模式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县、乡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分别达 90%、58%以上，小溪河黑臭水整治

项目已立项批复，一期实施家禽宰杀市场搬迁、河道整治、污水管网建设计划 9 月开工，年内

完工。农业面源污染方面：年内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面积 50 万亩，推广商品有机肥料面积

3.5 万亩,使用量 6700 吨，完成冬种绿肥紫云英种植任务 2.5 万亩，引进高效低毒农药 12 个，推

广面积 35 万亩次，基本实现了农药施用零增长，建立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 6 个，实施农作

物病虫害统防统治 2 万亩，烟草地膜回收 86765 亩，计 2153 吨。饮用水源地保护方面：完成东

坑水库围网建设 2250 米，石壁镇、安乐、安远等乡镇水源地设立饮用水源地标志牌，辖区内乡

镇均建有围网等环保设施。县、乡饮用卫生水的人口比例达 97%以上。大气污染方面：共淘汰

黄标车 169 辆。

抓生态修复促提升。水土保持方面：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7.015 万亩，建设水保项

目安全生态水系 7.88 公里，完成城南工业园和纵八线项目水土流失治理项目。公益林管护方面：

完成植树造林 11810 亩，种植河岸林 40 亩。矿山治理方面：完成矿山“青山挂白”植树 48 亩。

河道改造提升方面：完成西溪石壁段、奄香溪安全生态水系建设，完成续建和在建连屋等中小

流域治理、城区闽江防洪工程、安远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全县共清理打捞河道 950.1 公里，清

淤河道 158.13 公里，水毁修复河岸 25.36 公里；共出动执法人员 385 人次，清理违章建筑 32 处，

弃土弃渣 44 处，取缔非法洗砂吸砂场所 14 处，排查砂场 90 处，拆除设施 41 处；同时加强小

水电站监督管理，保证最小下泄流量。

据水质监测显示：宁化县上半年城区寨头里水库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Ⅱ类水质标准，水质

达标率为 100%；国控肖家交接断面水质达到Ⅱ类水质标准要求，水质达标率为 100%；5 个小

流域监测断面除西溪口水体水质控制在Ⅲ类外，其他监测断面水体水质均达到Ⅱ类水质标准要

求，水质优良率为 100%。从社会民意调查得知：过去洪水过后，河面垃圾成灾，开展河长制工

作后，河面垃圾明显减少，水体能见度明显提升，“水岸共治”共识初步形成。



宁化县方田乡深化河长制工作
在治污方面突出“三项整治”：

整治畜禽养殖污染。6 月底前全面完成禁养区内 7 家规模生猪养殖场拆除工作，启动可养区

生猪养殖场所提升改造工作。

整治农业面源污染。实施烟田废旧农地膜回收工程，全乡 1800 亩烟田废旧农地膜得到全面

回收。实施测土配方肥施，严格控制化肥农药施用，大力推广有机肥，减少化肥使用污染。

整治农村生活污水。加快推进方田集镇、大罗村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实施集镇雨污分流

改造。

在治岸方面突出“三个清楚”：

扫清楚。分别由村民、村庄保洁员、公路养护员把房前屋后、公共区域及公路沿线扫清楚，

保持村容整洁，全乡 30 余处陈年垃圾点在 4 月份以前完成清理。

整清楚。发动群众把农机具、柴垛等摆放整齐，做到有序。

拆清楚。督促村组干部带头拆除公路两旁、河流两岸的违章搭盖，大罗村 4 处违章搭盖已

拆除平整并种上桂花等绿化苗木。

在治山方面突出“三个加强”：

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加大林业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盗砍乱伐林木、非法占用林地、改变林

地用途、破坏森林资源等行为。

加强植树造林力度。推进“四旁”绿化，完成植树造林 1770 余亩，全乡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79%以上。

加强森林火灾防范。完善森林火灾防范预案，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力度，加强戒严期巡查力

度，强化扑火队伍建设，及时添置扑火设备，确保不发生森林火灾。

在治水方面突出“三单管理”：

责任清单。明确 3 个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挂包河流乡直部门、村两委等部门职责及每条河

流总河长、河长、河段长、河道专管员、河道警长职责，做到条条河流有人管。

问题清单。以河段为单位，全面摸清辖区内 8 条河流存在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提出解

决方案，明确解决时限，做到条条河流有档案、有措施。

落实清单。河道专管员每天至少巡河一次并记好巡河日记，及时清理显见性、简易性河道

垃圾；每月 5 日前由乡河长制办牵头，乡环保办、村建站等部门配合，对每条河流治理、管护

及问题清单落实情况进行考评，考评结果在乡村政务公开栏公示，以此倒逼责任落实，推动问

题解决。年底根据每月得分情况评选 “最美河段”和“最佳河段长”兑现奖惩。

大田县举办河道专管员培训班

8 月 10-11 日，大田县河长办在县委党校一

楼会议室举办河道专管员培训班，全县 269 名河

道专管员分两个批次参加培训。县河长办主任田

仁芳作培训动员讲话，并对河道专管员提出要求。

培训班上，专管员们观看河长制专题片，深入了

解全县河长制工作的发展历程、工作措施和成功

经验。河长办第一副主任林书设为大家讲解大田

河长制的起源和讲授大田河长制的经验；河长办

常务副主任卢国首向大家详细解读河道专管员



的职责、任务和考评办法等。2009 年，大田县在全省率先实行河长制。本次培训将为大田县深

化河长制，提高河道专管员的业务能力，提升级河道 环境打下坚实基础。

【经验创新】

大田县着力“四个突出”抓好河长制考评
大田县着力 “四个突出”，直面问题，敢于亮剑，奖惩分明，抓好河长制工作目标责任百

分制考评。

突出“自己改”。要求村级河长落实每日巡河职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对发现污染源且在

易信群以同一位置晒出整改前后对比图的，一例各加乡镇、河长 1 分，加分不封顶； 对上传图

片弄虚做假的，每例扣乡镇 1 分，扣河长 5 分。

突出“下游监”。要求下游河长充分履职，监督上游河长，发现问题及时通知执法部门、上

游河长和乡镇河长。对未发现或发现上游问题未上报的，且被有关部门查处的，一例各扣乡镇、

相关上下游河长 1 分。

突出“上级督”。被县有关部门和群众举报等发现河道问题却未收到相关河长报告的，一例

扣乡镇 2 分、扣河长 3 分。实行每月通报制，被通报批评的，每例扣 2 分；被约谈一次，每例

扣 3 分。年内被效能问责的第一次扣 10 分，第二次直接定为“十差河长”。

突出“专项治”。将河道清淤疏浚和生态建设、清理生猪养殖、整治“四乱”等专项整治活

动和成员单位督查到的问题清单的整改落实情况列入重点督办内容，发现未整改或整改落实不

到位，一例各扣乡镇、河长考评分 1 分。

【企业河（库）长动态】

金湖电力有限公司落实河长制
坚持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并行。

1．加大生产设备技改投入，严防设备中的油“跑、冒、漏、滴”影响环境卫生，污染河道

水体。

2．机组产生的废油、含油污染物进行规范处理，严禁排放至河道，全力消除生态环境安全

隐患。

3．规范厂内生活垃圾处理，定点收集生活垃圾，由地方保洁公司每天收集转运。

狠抓水环境治理工作。

1．加强河面漂浮物打捞工作。与专业河面垃圾打

捞公司签订协议，快速、有效地打捞坝前河面漂浮物，

并转运至地方政府规定的垃圾掩埋点，上半年累计投

入人工 400 人次，挖掘机 40 台班，打捞转运河面漂浮

物 900 立方米。

2．严格执行最小生态下泄流量要求，确保下游生

态安全。建立生态流量实时监督机制，每日专人复核

生态流量执行情况，检查流量数据报送情况；积极与

电力调度部门沟通，确保低负荷时段发电机组按生态流量安排负荷，确保生态流量全年 24 小时

不间断。

分送单位：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省河长办，市河长办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党委、
政府、河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