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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实行河长制湖长制,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的重要举措,是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的根本保障。2017年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工作以来,聊城市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全方位深化实施河长制湖长制,强化领导,科学组织,迅速行动,上下齐心,扎实推
动河长制湖长制各项工作落实,在筑牢“有名”的基础上,正在逐步向“有实”转变,实现名实相副,河湖
治理成效显著,水污染得到有效遏制,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全市河湖“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景
象初步显现。
[关键词] 聊城市；河长制；工作；措施
1 聊城市河湖基本情况

确了总河长、分级分段河(湖)长。目前,

批准通过《聊城市水环境保护条例》,

聊城市位于山东省西部、冀鲁豫三

全市共设置市级河(湖)长10人,县级河

对聊城市河湖水环境保护作出明确规定,

省交界处。现辖8个县(市区)和3个市属

(湖)长137人,乡级河(湖)长1333人,村

并将全面实行河长制写入条例。市河长

经济开发区,134个乡(镇、街道),总面积

级河(湖)长5132人,建立了市县乡村四

办印发了《聊城市河长制湖长制相关工

8715平方公里,总人口639.7万。聊城市

级河湖名录,实现了全市河湖的全覆盖,

作制度》,对市级会议制度、市级考核办

以中国江北水城、运河古都而著称,代表

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乡镇(街道)

法等制度进行了补充完善。此外,聊城市

商业文明的京杭大运河和代表农业文明

政务信息公开栏等方式予以公告；按照

在全省率先出台《聊城市河长制湖长制

的黄河在此交汇,河网密布,水系发达。

《聊城市全面实行河长制工作实施方

暗访工作制度》,实现河长制湖长制暗访

市城区拥有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湖泊东

案》要求,成立了聊城市河长制办公室,

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

昌湖,水面面积6.3平方公里,环抱古城,

市水利局局长担任市河长制办公室主

2.3河长湖长履职情况

形成了“城中有水,水中有城,城水一体,

任。市河长制办公室下设综合协调组、

交相辉映”的独特城市风貌。全市共有

信息技术组、信息宣传组、督导考核组、

作。全面实行河长制湖长制以来,聊城市

市级以上河道26条,其中省级河道5条:

政务保障组5个组,工作人员11人。县乡

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多次研究

黄河、漳卫南运河、徒骇河、马颊河、

两级均成立了河长制办公室,明确了工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聊城市签发了4次总

南水北调干渠,市级河道21条：运河(东

作人员,并有稳定的经费来源渠道。

河长令,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先后

昌湖)、金堤河、位山灌区一二三干渠、

聊城市高度重视河湖长巡查履职工

2.2河湖长制制度及机制建设情况

几十次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作出重要批

彭楼干渠、徒骇河跨县支流12条,马颊河

聊城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联

示,多次到一线督导河湖清违清障等重

跨县支流3条。县级河湖渠161条、乡级

合印发《聊城市河长制市级会议制度》

点工作。全市各级河长积极行动、2019

河湖渠1204条、村级河道3773条。

《聊城市市级河长制部门联动工作制

年至今,全市累计巡河接近20万人次,发

2 全面实行河长制工作情况

度》《聊城市河长制工作市级考核办法》

现并解决了大批涉河突出问题。各县

聊城市按照中央、省委决策部署,

《聊城市河长制工作市级督察督办制

(市、区)、乡镇(街道)层层动员部署,

同心协力,合力推进,圆满完成了上级部

度》《聊城市河长制市级验收办法》《聊

逐一夯实责任,全面推进落实。

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同时创新工作方法,

城市河长制办公室工作规则》
《聊城市市

2.4工作组织推进情况

结合聊城市河湖特点,积极探索河湖管

级河长巡河工作制度》
《聊城市市级河长

市河长办组织市级河道的“一河一

理新模式。

联系单位工作规则》
《聊城市河长制信息

策”、“一湖一策”综合整治方案编制工

2.1河(湖)长组织体系建设情况

报送制度》等制度和考核办法。市河长

作,并经市级河长签批后印发实施；编制

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各级各

办与市公安局联合出台了《关于在全市

完成了市级河道的岸线利用管理规划；

有关部门科学组织,积极行动,聊城市河

实行河道警长制的实施意见》,有力增强

建设了河长制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注

长制湖长制工作全面推进。市县乡均明

了河湖执法力度。2018年,市人大常委会

重“一河(湖)一档”台账建设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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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完善黄河、徒骇河、马颊河、南水

马颊河董姑桥、卫运河油坊桥和高唐北

全面推进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已成

北调干线、漳卫河、位山一二三干渠、

湖4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均消除了劣

为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并纳

彭楼干渠、金堤河、东昌湖等市管河湖

V类水体,达标率为100%。且马颊河董姑

入市县乡各级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

的“一河(湖)一档”台账,并及时更新完

桥、卫运河油坊桥、高唐湖北湖三个断

全市上下坚定信心,强化举措,加快了河

善台账内容；全面实行河长制湖长制工

面属于水质改善型断面,超额完成国家

长制湖长制工作得全面深化落实。

作以来,市河长办多次举办了不同规模、

“水十条”考核要求消除劣V类水体比

4.2制度机制完善

不同层次、内容丰富的河长制湖长制工

例达到50%的约束性指标。聊城市共有1

2018年1月,聊城市人大常委会批准

作培训班,切实提高了各级工作人员的

个市级水源地和7个县级水源地,水质

通过《聊城市水环境保护条例》,将实行

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均达到或优于Ⅲ类,达标率为100%,城

河长制纳入地方法规,并对聊城市河湖

2.5河湖管护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市黑臭水体整治完成率高于70%,均达

水环境保护作出明确规定。为巩固河道

聊城市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已筑牢

到水十条的考核要求。

整治成果,深入推进“清四乱”等河湖整

“有名”的基础,并且逐步向“有实”转

3.2河湖功能明显好转

治专项行动,聊城市在全省率先出台《聊

变,实现名实相副。按照省河长制办公室

各类乱占、乱堆、乱建、乱排等河

城市河长制湖长制暗访工作制度》,充分

要求,聊城市完成了226条各级河湖的划

湖岸线保护问题已大为减少,全面实行

实现河长制湖长制暗访工作制度化、规

界工作,形成了电子成果并通过网站向

河长制湖长制以来,聊城市相继部署开

范化、长效化。此外,市河长办联合市公

社会公众进行了公告,同时全面完成了

展了“清河行动”
“清河行动回头看”清

安局出台《关于在全市河道实施河道警

划界验收工作,划界成果纳入了省河长

四乱”以及河湖清违清障专项行动。对

长的实施意见》,每条河流均设置了河道

制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地图。为河

河湖管理范围内“四乱”问题进行了全

警长,为河道管理保护保驾护航。2019

湖管护提升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及监管

面清理整治。2017年到2019年聊城市在

年以来,聊城市更是在织牢筑牢河长制

依据。同时,组织编制完成了市级重要河

全省率先完成“清河行动”,累计完成清

湖长制工作的制度网的基础上加强制度

湖渠岸线利用管理规划,划定临水控制

理任务3667项。河湖管理范围内的沉疴

执行,市人大对水环境保护条例实施落

线和外缘控制线,为加强河湖管理保护

痼疾得到有效根治,河湖水生态环境得

实情况进行监督问询,有效发挥制度优

提供了规划依据；聊城市按照全域水城

到大幅度提升,河道行洪安全得到了坚

势,压实部门责任。

理念,实施了综合整治打造亮点河道计

实的保障。尤其是通过实施河湖清违清

4.3公众参与度高

划。各县市区结合城乡环卫一体化,采取

障专项行动,河湖管理秩序明显好转,保

聊城市通过召开市政府新闻发布

多种方式落实河管员队伍,打通了河湖

障了汛期河道行洪安全,3年来聊城市汛

会,邀请省市级主要媒体采访。开展了

管护神经末梢。全面实行河长制湖长制

期均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

行风热线河长制专题节目,解答“清河

工作以来,聊城市相继部署开展河道综

3.3爱河护河氛围不断增强

行动”
“清四乱”
“河湖清违清障”等群

合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等

目前,河长制湖长制社会认知认可

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利用网络媒体、重

相关工作,河道治理保护成效显著,人民

程度大为提高,群众参与河湖保护热情

点线路公交车等方式宣传河长制湖长

群众的获得感不断提升。

空前高涨。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河湖

制工作。通过开通监督热线电话,受理

3 河湖治理保护及成效

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群众支持、参与和

群众举报、解答群众关心的河湖保护热

自实行河长制湖长制以来,聊城市

监督河湖管理保护的氛围进一步浓厚。

点问题。开展了“河小青”青年志愿者

河湖渠面貌持续改善,河湖监管水平不

2019年以来,河长制监督电话明显增多,

护河行动、护河小分队、村村通小喇叭

断提高,河湖功能持续恢复,河湖水质

形成了到处都是监督眼睛、到处都是监

等多种形式的群众参与护河活动,取得

不断改善。有效保障了聊城市防汛安全

管力量的工作体系和河湖群防群治新

了良好的的效果,全社会护河爱河的氛

和生态环境保护,全市河湖面貌焕然一

格局。

围,已蔚然成风。各县(市、区)通过公开

新,展现了聊城市“江北水城、运河古

4 优秀工作经验及亮点

招标、结合城乡环卫一体化等模式,采取

都”的城市名片,擦亮了“河畅、水清、

4.1领导高位推动

专兼职等不同方式设置河管员,落实河

聊城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河长制

道日常管护队伍、人员和经费,逐步解决

湖长制工作,2017年至2019年河长制湖

河道管理保护“最后一公里”问题,打造

3.1河湖水环境明显改善

长制从“有名”到“有实”已进入攻坚

到处都是监督眼睛、到处都是监管力量
的工作体系。

岸绿、景美”的河湖面貌,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
根据国家采测分离数据,聊城市徒

阶段,聊城市市级河长积极履职尽责,主

骇河流域高唐北湖断面水质达到地表

动开展巡河调研活动,现场指导解决有

5 今后河长制工作措施

水Ⅲ类水标准,属于优良水体,超额完

关问题,发挥了积极示范引领作用。各县

5.1压实责任、严格考核

成优良水体考核比例,徒骇河前油坊、

市区、乡镇层层动员部署,逐一夯实责任,

治水管水工作要走向常态化、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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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就要狠抓河长制各项制度的落实,健

地生根,开花结果。

进,并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

全督查和考核制度,强化追责问责。建议

5.3要源头治理,因河施策

村土地流转合并等涉农政策统筹安排,

学习江浙地区先进经验,在河流行政边

水环境污染表象在河道,根源在岸

优先解决临河群众的住房及生产空间安

界交界处安装水质自动检测装置,将水

上。如果污染源得不到有效治理,即使

置工作,做到即能解决河湖管护沉疴痼

质变化情况为主要考核指标与干部选拔

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水环境质量

疾,又能保证人民群众利益不受损失,更

任用挂钩,将河长制工作任务目标列入

也很难有质的飞跃。“源头治理”是实

要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保障

组织部门“一票否决”范围,做到真抓、

现水环境质量大幅提高的唯一途径。要

了社会稳定。

真考核、真落实。长效体制机制的建立,

将治理污染源作为治水的重点和前提,

5.5做好宣传,发动全民参与

须及时消除治理过程中的反弹和漏洞,

加强源头防控、溯源治理、水岸共治。

充分利用新闻媒体作为宣传阵地,

避免破窗效应,以防河长制湖长制工作

全面排查各河段排污口和沿河排放企

同时举办以河长制为主题的各种活动。

“有名无实”、“名不副实”。

业,实施截污封堵,并对岸上生产生活

广泛发动群众,充分调动民间力量。通过

5.2强化河湖管理保护

污染源开展联合执法。同时每条河流的

招募、聘用等方式,择优选拔民间河长,

加大资金投入,继续强化落实河管员

情况又有所不同,需要根据污染原因的

建立志愿者服务队,对河湖开展巡视、保

制度,建立河道管护长效机制。前段时间,

不同,针对性的制定治理方案,进行综

护工作。在河湖岸边显要位置树立河长

聊城市河湖垃圾等问题被《问政山东》节

合治理。推进智慧监管,建立统一的污

公示牌,标明河长职责、河湖概况、管护

目曝光,该类问题很容易反弹,需落实河

染物在线监控平台,建设水质监测网络,

目标、监督电话、微信二维码等内容,

管员,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清理

定期取样监测,对主要河道、重点涉水

接受群众监督。通过宣传发动群众,使

整治,建议市县两级将河湖管护经费列入

排污企业以及畜禽养殖场安装在线监

“河长制”理念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

2020年财政预算,建立管护长效机制,促

测监控系统,实现智能监管全覆盖,为

爱河、护河的良好氛围。

进河湖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建议依据河道

考核与污染追溯提供量化依据。

权属,市县财政列支专项资金,采取奖补

5.4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合理推进

方式,研究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每个县

在河湖管理空间监管过程中,建议

(市、区)先期选取2-3条重点河道,进行综

按照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分类处置的

合整治,探索治理经验,打造样板工程。利

原则,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现实

用各种途径,创新宣传方式,努力构建“党

困难,严格把控标准,科学制定实施方

政主导、河长负责、部门联动、社会关注、

案。针对划界工作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让河长制工作落

群众利益问题,应加大资金投入,稳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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