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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落实成员单位及乡镇在突出问题清理整治工作中的行业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针对
河湖突出问题,制订整改措施,确保河长制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形成蓝绿交织的立体生态互动链和核
心生态景观“绿廊”,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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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y out the river and lake chief system in an all-round way and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Qin Ma
Santun River Basin Management Office in Changji City
[Abstract] Fully implement the industry regulatory responsibilities and territorial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of
member units and townships in clearing and remediating outstanding issues. In response to prominent problems
in rivers and lakes, rectific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formulated to ensure that the various tasks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are fulfilled. A three-dimensional ecological interaction chain of blue and green intertwined and a core
ecological landscape "green corridor" are formed to realize smooth rivers, clear waters, green shores and
beautiful scenery.
[Key words] the river and lake chief syste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division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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