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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新农村建设的大环境,国家开始积极的重视农村河道整治工作的开展,提升了相应的整治
力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倡导各个地区积
极的实践河长制,稳步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这对于农村河道整治工作具有深刻的影响。
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重点探讨河长制理念下农村河道整治的路径,对当前的不足之处,提出创新策略,以
期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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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path of rural river regul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river directo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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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environment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e state began to pay activ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iver regulation, and improved the corresponding regulation.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pinions on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ing the river head system in 2016, advocating that all regions actively practice the river head system
and steadily build a five-level river head system at the provincial, municipal, county, township and village levels,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rural river regulation. This paper will take this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cus on the
path of rural river regul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river head system, and put forward innovative strategies for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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