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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示范县（市、区）——曾都区

序号
129
130
131
132

单位及职务
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调办负责人
广水市公安局蔡河派出所所长
随县殷店镇水利水产服务中心主任
随县三里岗镇水利水产服务中心主任

姓名
钦传忠
冯 强
叶贵华
黄诚勇

6.“湖北省河湖长制示范人物”（河湖长制工作人员）名单

1.“湖北省幸福河湖示范”名单
漂水、㵐水（曾都区段）、广水市长胜河、随县大洪山水库

2.“湖北省河湖长制示范单位”（示范县、示范乡镇）名单
随州市曾都区

3.“湖北省河湖长制示范单位”（河湖长联系部门或有关单位）名单

4.“湖北省河湖长制示范人物”（县、乡、村级官方河湖长）名单 5.“湖北省河湖长制示范人物”（民间河湖长）名单

备 注

漳水市级河长办公室

府澴河区级河长办公室
府澴河县级河长办公室
陈家河县级河长办公室

示范单位名称
随州市河湖长制办公室
随州市农业农村局
随县三里岗镇河湖长制办公室
曾都区发展和改革局
随县水利和湖泊局
随州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局
曾都区府河镇河湖长制办公室
殷店镇河湖长制办公室

序号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单位及职务
曾都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察委员会主
任
随县殷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随州高新区淅河镇余家畈村党支部书记
随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县监察委员会主
任
随县殷店镇双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随县三里岗镇党委书记
曾都区府河镇骆家河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
随州大洪山风景名胜区党工委副书记
曾都区洛阳镇同兴村党支部书记

责任河湖库（区段）

漂水河

漂水（殷店镇段）
府澴河

漂水（随县段）

漂水（双河村段）
漳水、均水

府澴河（骆家河居委会段）

长岗店河
漳水（同兴村段）

姓名

邱立平

李发军
余艳丹

谢冠林

殷大华
梁 勇

徐正云

刘 波
李洛成

序号
170
171
172

单位及职务（社会身份）
随州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都区洛阳镇黄金堂村村民
曾都经济开发区六草屋村村民

姓名（或团体名）
谢成宏
候长军
郑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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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碧水保卫战“示范建设行动”遴选成果随州名单

漂水河，为府澴河一级支流。干流
发源于随北二妹山，随州境内主要流经
随县殷店镇、高城镇，曾都区万店镇，随
州高新区淅河镇，在城东汇入府澴河。

2017 年，《随州市漂水河“一河一
策”实施方案》出台，在市、县、乡、村四
级河长体系的作用下，漂水河流域开始
大力开展河道治理、生态修复工作。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漂水
河市级河长郑军坚持每季度全线巡河
一次，解决具体问题。在各级河长督导
下，漂水河沿线各地以项目建设为抓

手，兴建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生活
污水，极大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同
时积极开展垃圾清理、河道清淤、堤防
加固、拆违除堵、水质监测、治理河道采
砂和畜禽养殖污染等工作，并发动群众
参与到“治四水”“清四乱”行动中来，深
入推进漂水河河长制工作。

在市河湖长办、市水利和湖泊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单位组织协调
下，2019年，漂水河完成河道划界确权
工作，为维护水域空间管控奠定了坚实
基础。目前，漂水河建立了河道长效管

护机制，流域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得到
有效控制，河道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
善，入河集中污染源实现达标排放，河
道水环境明显改善，漂水河旧貌换新
颜，两岸居民正享受着河流治理带来的
美好变化。

行走漂水河沿线，一处处湿地公
园、亲水平台、休闲广场，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发展的生动写照。随着“河长
制”工作的持续推进，相信，漂水河一定
会重现自然、生态、绿色之美，实现水
清、岸绿、景美、河畅、宜人的治理目标。

四级河长齐发力 漂水旧貌换新颜
全面推进河湖长制工作以来，曾

都区分阶段完成河湖治理与保护的总
体和分年度目标，水生态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有效改善提高人民生活环境
质量。

建立河湖长制体系。制定了《曾
都区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党政
主要领导担任“河长”，形成河长领导
下的部门联动机制，负责组织领导相
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共同发力治理
河库。

科学编制“一河（库）一策”。2018
年编制完成区级河流水库“一河（库）
一策”实施方案，制定河库管理保护目
标任务、责任和措施清单、河库保护与
治理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各级河长、

各相关责任单位对照一河（库）一策问
题清单领责履职，积极解决涉河涉水
问题，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落到实处。

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开展河
库“清四乱”专项行动。清理整治河道
管理范围内违规建筑36处，拆除违建
房屋 1607 平方米；整合资金 1.12 亿
元，治理疏浚河道 17.72公里；开展涉
水联合执法 40 余次。创新成立乡村
振兴投资公司，对全区砂石资源进行
统一监管，规范采砂秩序，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开展畜禽养
殖污染专项治理。制定《曾都区畜禽
养殖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划定畜禽养
殖禁养区和非禁养区，对畜禽集中养
殖场进行分类整治。投入资金 3000

余万元，拆迁养殖场 88 家，全面完成
河库禁养区内养殖场的拆迁（去功能）
任务。开展截污治污专项行动。治理
黑臭水体 5 条，铺设污水管网及渠道
硬化6.42公里；新建5座污水处理厂，
日处理污水能力 2.26万吨；集中整治
入河排污口 39 处。开展固体废物清
理专项行动。清理工业固体废物
2000余吨、生活垃圾3万余吨；关闭城
区 6家涉水企业作坊，取缔 15家小型
塑料加工厂。

将小微水体纳入河湖长制管理。
该区建立小微水体台账 13000 余个，
小微水体“一长两员”设置实现全覆
盖，小微水体已全面纳入河湖长制管
理。

让群众喝上干净安全水，让人民享
受暇意水润美，让污水在境内消纳，让
清水徐徐入江……河湖长制实施以来，
我市市级河长既挂帅又出征，率先垂
范，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和河长巡河履
职，守护了一河净水入长江。

随州地跨江淮，境内河流众多，大
致分为府澴河水系、淮河水系、汉水水
系。作为这些水系的发源地，随州市以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落实河湖
长制，保护河流源头。

2017年以来，随州市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推进河湖长制决策部署，由
党政一把手管河，层层压实河长责任，
将 62条河流纳入河湖长制名录，705座
水库按所属流域纳入河湖长制之中。

全面建立了河湖长制工作体系。制
定了《随州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
案》，设立市、县、乡、村四级河长，成立

了河湖长制办公室。实施季度“四个一”
行动，即每季度开展一次河长制督查；
每季度对断面水质进行监测分析；每季
度发布一次县级河长巡河情况通报；每
季度发布一次河道保洁暗访情况通报。
市、县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率先垂范、常
态化巡河，各级河长自觉履职、各司其
职，推动各级河长和职能部门履职尽
责，切实解决影响河湖生态的各类问
题。

大力开展碧水保卫战主题行动。全
力开展“迎春行动”“清流行动”“示范建
设行动”和维护水域空间管控“汛前行
动”，完成了62条河流和28座大中型水
库划界确权，清理河库历史积存垃圾，
开展涉河涉水专项联合执法行动，规范
了河道采砂行为，清除了河道“四乱”突
出问题。全面推进小微水体河湖长制工
作体系建设，推动生态治理全覆盖。建

立了 7万个小微水体台账和清单，设立
了“一长两员”，建成 37 个乡镇生活污
水处理厂，治理城市黑臭水体 14条，设
置跨县（境）断面水质监测点 28 个，开
展入河排污口整治、小水电清理、化工
企业“关改搬转”、农村“厕所革命”、畜
禽规模养殖污染治理等专项行动。

深入推动河湖长制“六进”。将河湖
长制纳入各级党校培训内容进行授课，
发送《推行河湖长制 共建碧水家园》一
封信，拍摄了随州市河湖长制宣传片、
公益广告，推动河长制宣传进机关、进
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田间地头等场
所。

河长制实施以来，随州河流水质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更加优美。未来，随州
将继续当好源头守护者，让一河碧水汇
入长江、淮河，为美丽中国贡献随州力
量。

全面推行河长制 建设美丽新曾都

保护河流源头 建设品质随州
湖北省示范河湖长——随县三里岗镇党委书记梁勇

湖北省示范单位——随州市河湖长制办公室

湖北省示范河流——漂水

梁勇，现任随县三里岗镇党委书
记，自 2017年 7月起担任三里岗镇第
一总河长。作为三里岗镇第一总河
长，梁勇既挂帅又出征，既当河道保护
的监督者，也当河流保护的践行者，更
是生态环境的宣传者，推进三里岗镇
河湖长制工作有序开展，确保了河道
整洁与水质干净。

重点问题亲自抓。梁勇带领镇河
长办及相关部门每月进行一次巡河，
充分了解河道流域情况，定期召开河
湖长制工作会议，统筹研讨部署河湖
长制工作。一是强调治河必须转变观
念,河道治理不仅要满足河畅水清的
要求,更要融合乡村建设,以最美水系
衬托最美村庄。二是强调要围绕“河
畅、水清、坡绿、岸美”八字做文章，村
级河长要勇于担责，敢于担责，把河当

田管，要对村内河道环境面貌、治理情
况、管理现状等做到心中有数，要统筹
安排河道管护工作。为了确保河道环
境整洁常态化，全镇共聘用40多名保
洁员负责河道保洁工作。一系列的工
作为河道的生态平衡与环境治理奠定
了更坚实的基础。

深入基层抓治理。为贴近“地气”
治河，梁勇经常深入村湾听取群众意
见，多次召开村主任会议，提出各村环
境治理细化方案，提高村干部的思想
认识，发动村干部和群众共同开展了
一系列护河行动：常安店村筹资 5 万
元,对陈家冲、王家冲、金家冲三条河
道清淤 8 公里；栗树嘴村高标准清淤
彭家河6公里，刘店村投资12万余元,
清淤河道 12公里……全镇 19个村,村
村有行动,累计投资 200万元以上，共

清淤河道85公里，全镇河道环境面貌
焕然一新。

倡导大众齐参与。三里岗镇作为
随县香菇生产基地，吸引着全国各地
的香菇经销商前来购买，维护好生态
环境，是镇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
任。梁勇积极做好各项宣传工作，一
是通过在河道沿线设置河长公示牌、
河道管理告示牌、环境保护标语等，对
不文明行为起警示作用。二是结合三
里岗镇的实际,修好示范河“两桥一
路”民生工程、打造香菇种植百里走
廊、创建美丽菇乡特色小镇。三是组
织各村开展洁水行动，发动群众共同
参与到治河护河中来，共同做河道的
保护者。通过充分宣传河道保护重要
性，营造爱水护水氛围，让全镇的河道
治理和环境保护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以身作则 共享共建

碧水清波映初心碧水清波映初心
———我市推进河湖长制工作亮点展示之一—我市推进河湖长制工作亮点展示之一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张清张清 通讯员通讯员 孔双健孔双健

河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载体。
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以来，我市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推进长江大保护、服
务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
量高标准推进河湖长制全面建立、不断升级，抓实河湖长履职，推
进部门联动、社会共治，聚力打好打赢碧水保卫战，建设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湖。
近日，湖北省河湖长制办公室印发了《关于碧水保卫战“示范

建设行动”遴选成果名单的通报》，我市一批示范河流、示范单位
和示范个人光荣上榜。这份荣誉和成绩，是对我市河湖长制工作
的充分肯定。成绩背后，也饱含着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辛勤付
出。

为进一步总结推广示范经验，努力在全社会引导形成学习
示范、建设示范、推广示范的良好氛围，随州市水利和湖泊局与随
州日报社联合推出随州市河湖长制工作亮点展示专题报道，进一
步引领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河湖长制工作，努力在落实河湖长
制、推进长江大保护、打赢碧水保卫战中凝聚随州智慧、贡献随
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