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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一项制度性建设,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县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部署，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省厅文件精神，以“河长制”为抓手，加强领
导，
落实责任，
强化措施，扎实开展省骨干河道长效管理工作，
其实施办法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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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落实水生态保护责任袁扎实推进水生态文明建

二是将全县 5 公里以上的河流及 5 公里以下群众呼

设袁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全面展开袁湖北省委办公厅尧省政

声强烈的河流全部纳入了河长制管理范围遥 同时明确了

府办公厅印发了叶关于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的实施意见曳渊鄂

县尧乡尧村河长尧野三员冶名单袁并在州尧县媒体上进行了公

办文也2017页3 号冤袁恩施州委办公室尧州政府办公室印发了

示袁 比 2016 年增加河流 60 条遥 目前我县共有县级河长 6

叶恩施州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曳渊恩施州办发也2017页4

人尧乡级河长 58 人尧村级河长 193 人尧管理员 63 人尧信息

号冤等文件遥

员 151 人尧保洁员 130 人渊以上均含重复人员冤遥

在这些纲领性文件出台的同时袁我县全面推行河长制
工作得以全面展开遥

2.3 明确河道管护标准袁坚持野六无冶管理目标
河道管护必须做到河面无漂浮物袁 无阻水障碍物曰河
坡石驳挡土墙无杂草袁无垃圾曰河道管理范围内无耕翻种

建始县境内共有大小河流 104 条袁 总长 853.65 公里袁

植袁无违章搭建袁无乱堆乱放袁无乱倒乱扔袁栏杆无藤蔓牵

流域总面积 6350 平方公里遥 2016 年纳入三级河长管理的

游曰河道内无未达标的污水尧废水排放曰河道出水口流水畅

河流 6 条袁纳入二级河长管理河流 21 条袁合计 27 条全长

通曰河道工程设施渊如栏杆尧挡土墙尧台阶尧宣传牌等冤无损

190 公里曰2017 年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以来袁 纳入管理的

坏袁启闭设备运转正常等遥

河流为 87 条袁其中纳入三级河长管理的河流 6 条袁纳入二

2.4 加强宣传袁明牌公示

级河长管理河流 81 条袁管理长度共计 567.2 公里袁占全县

通过媒体对河长制工作进行宣传报道袁在州尧县新闻

总河流条数的 83.65%遥

网上发布报道遥 按州河长办统一安排袁现场指导全县河长
制环保公示牌的材质尧样式及内容并进行安装袁目前袁绝大

2.1 强化组织领导袁落实工作责任

部分乡镇都按要求完成了安装工作袁 安装数量在 60 块左

县委办尧县政府办相继出台了叶建始县全面推行河长

右遥 同时袁县水利水产局制作河长制宣传牌 205 块袁目前已

制工作实施方案曳渊建办文 渊2017冤9 号冤尧叶建始县全面推行

完成招标工作遥

河长制工作考核管理办法曳尧叶建始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曳渊建办文渊2017冤32 号冤等文件袁明确了全面

全面推行野河长制冶袁在骨干河道管理的基础上袁全面

推行河长制工作的目标尧领导小组及成员名单曰明确了河

推进乡村二级河道管理体系遥 建立农村河道野四位一体冶综

长制考核范围尧考核内容尧考核办法尧考核评分尧考核奖惩

合管护和河长制互补机制袁全县河道实现野无盲点尧全覆

等曰明确了联席会议的会议召集人尧成员单位及召集办法

盖尧精细化冶管理遥 重点加大了岸上秸秆禁烧期间河道巡查

等遥 加强河道管理野河长制冶组织体系建设袁建立健全全县

力度袁及时处置村民随意向河道抛投秸秆情况遥 清除城区

范围内河长制管理机构袁全面落实全县范围内河道河长遥

河道生活及建筑垃圾遥

2.2 不断完善河道管护机制

3.1 依法治水工作扎实推进

一是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办法遥 出台叶建始县水利工

依法查处水事案件袁确保水事秩序稳定遥 严厉打击非

程管理实施办法曳袁制订叶建始县河道管理野河长制冶实施意

法采砂行为袁组织开展打击行动遥

见曳和农村环境野四位一体冶综合管护办法袁明确了管理目

3.2 水资源管理严格有效

标尧管理标准尧职责分工和考核要求袁使河道管护做到有章

加强水资源管理袁认真贯彻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可循遥 修订完善河道保洁尧工程管理等管理制度袁管理制度

制度袁创新举措袁节水管理取得新突破袁饮用水源地顺利达

日趋完善并便于操作遥

标袁水生态建设稳步前进袁水资源管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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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全工作常抓不懈

二要袁加强河道管理基础工作遥 认真履职袁在水利普查的

安全工作是一项常抓不懈的主题袁 是生产的绝对保

基础上袁开展区域内骨干河道尧二尧三级河道基本情况调

证袁也是员工效益的最大体现遥 我们说安全为天袁并不仅仅

查袁摸清家底尧掌握情况尧提出建议袁为野河长冶开展工作提

要求大家增强对不安全生产危害性的认识袁更重要的是增

供支撑遥

强对安全生产与自己密切相关的认识袁只有全面认识到生

三要袁抓好河道管理考核工作遥 加强骨干河道考核组

产事故的复杂性尧突发性尧严重性袁才能更好地领会安全生

织管理袁严格考核标准袁通过考核评估和措施跟进袁不断提

产的重要遥

升河道管理水平遥

全年共组织检查活动 13 次袁 整改河道安全隐患 22
处袁组织 35 人次参加各类安全生产培训袁通过安全培训袁
职工的安全意识得到了很大的增强袁职工安全意识得到增
强遥

四要袁加强职工培训遥 制定技术人员职工培训计划并
按计划落实实施遥
4.2 加强河道资源管理保护
根据野先规划保护尧后开发利用冶原则袁针对不同河道

3.4 水质监测工作稳步推进

的功能定位袁编制重点河道的保护规划遥 建立骨干河道巡

水质监测对整个水环境保护尧水污染控制以及维护水

查制度袁积极推行政府主导袁水利部门牵头袁公安尧海事等

环境健康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根据河道管理工作

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合执法机制袁依法制止和打击侵占

需要袁水质监测工作成为一项基础工作袁委托水质检测单

河道水域尧岸线资源尧非法采砂取土等行为遥 按照分级管理

位对本辖区内的重点区域尧 重点河段开展水质监测工作袁

原则袁做好涉河建设项目行政许可工作遥 加大管护经费投

定期发布河道水质监测报告袁为进一步改善河道水质提供

入袁加强工程维修养护袁开展河道空间和河势监测袁促进河

科学依据遥

道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共赢遥
4.3 加大经费投入袁落实经费保障

按照全县水利工作会议要求袁进一步加快建立县骨干

切实落实公共财政对河道管护的投入袁 建立长效尧稳

河道管理野河长制冶袁持续深化河道长效管理工作遥 我县将

定的河道管理投入机制遥 及时上报年度经费预算袁严格按

紧扣骨干河道野河长制冶管理目标袁按照省厅市局统一部

照批准的年度计划执行袁专款专用遥

署袁以夯实基础尧完善机制尧规范管理尧资源保护为抓手袁力

4.4 加强制度建设袁提升河道管护标准

争在河道基础工作上有新进展袁在健全完善制度机制上有

加强和完善河道管理单位制度建设袁建立健全覆盖河

新突破袁在加强河道长效管理上有新成效遥 重点将抓好以

道管理运行全过程的监督管理机制袁强化河道管护监督控

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院

制袁提升河道管护标准袁确保河道工程安全遥

4.1 全面推进河道管理野河长制冶
河道管理野河长制冶是河道管理重要机制袁我县将充分
发挥这一管理机制的作用袁推进全县河道长效管理遥

4.5 完善河道蓝线管理袁 明确河道管护范围和管护标
准袁确保水面积率
根据 叶水法曳尧叶防洪法曳尧叶湖北省河道管理办法曳尧叶建

一要袁建立健全野河长制冶组织体系遥 督促各乡镇渊办事

始县水利工程管理办法曳尧 防洪排涝规划和其它专业规划

处冤抓紧建立二尧三级河道管理野河长制冶办公室袁逐条逐段

划定河道蓝线范围袁 明确河道及工程的管护和保护范围袁

落实河道野河长冶袁落实管理机构尧人员和经费遥

明确管护标准袁确保水面积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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