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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河长——周良辉

身先士卒抓落实 治水护水履好职

市级示范人物——杨清林

系统治理不松劲 幸福河湖做示范

徐家河、陈家河广水段两条河流
流经区域较广，是广水市重要的水体
资源，对该市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用水
都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广水市农业农
村局作为徐家河和陈家河广水段联系
单位，组成工作专班，协助地市级河长
履行职责：组织领导河流流域内的管
理和保护工作，协调上下游、左右岸相
关单位实施联防联控，共护一河清水。

广水市农业农村局积极落实上级
文件精神。按照河湖长巡河要求，对
巡河发现的各类问题，都及时向当地
政府进行了通报，并督促整改到位。
今年以来，该局积极发挥协调联络作

用，随州市、广水市两级河长带领相关
单位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对徐家河
和陈家河广水段各全线巡河两次,对
发现的各类问题要求立即整改；对发
现河道两边有树枝垃圾未及时清理、
有拦河坝排、水管道较小不利于泄洪
等问题，当场要求迅速清除；对一些不
能立即处理的问题，也要求相关责任
人员迅速拿出工作措施，尽快进行处
理，确保河流防护安全。按照要求，做
好巡河记录，将相关记录、发现的问题
和巡河照片上报至随州市河湖长制信
息平台，做到痕迹化管理。

通过巡河发现问题，采取整改措

施，建立工作长效机制。目前，陈家河
河道明权划界工作已完成，界桩埋设
已完成，河长制公示牌更新已完成，陈
家河和徐家河两岸已无畜禽养殖场，
无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四乱”现
象，没有较大的拦河坝，河道两边都是
农作物种植。

陈家河和徐家河已经建立了河道
长效管护机制，维护了河道行洪安全，
控制了河道水污染，使河道水质达标，
水环境明显改善，实现“水清、岸绿、水
动、河畅、景美”的目标，人民群众满意
度明显提高。

杨清林，随州市住建局村镇科副科
长。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杨清林以
务实的工作作风，认真履职尽责，全力
推动浪河湖长制工作落地生根，浪河流
域水环境治理日趋改善，该河流连续三
年被确定为市级示范创建河流。

河长制工作开展之初，杨清林在多
次实地巡河基础上，协调编制了《浪河
一河一策工作方案》，明确了浪河水资
源保护、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
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管六大
重点任务，确保事事有人干、件件能落
实。

浪河流域的白果河水库涉及随县、
曾都两地。针对库区筑坝拦汊投肥养

鱼现象，杨清林在深入现场走访调查的
同时，多次协调随县、曾都区相关部门
和属地政府现场踏勘，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协调化解山场归属历史遗留问题，
推动白果河水库拦汊筑坝问题整改。

浪河流域涉及 4个乡镇 20余万人，
生活污水治理迫在眉睫，杨清林立足本
职，大力推进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目前，浪河流域的柳林镇、何店镇、随州
高新区淅河镇等 4 个乡镇生活污水收
集处理设施已全部建成投入使用，生活
污水达标排放，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成
效明显。

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推动从区域治
理向流域治理转变，从单一治理向水陆

综合治理转变，管住斧头，守住山头，治
理污头，护好源头。针对水面的漂浮物
问题，他积极督导流域内县乡两级政府
组建保洁队，专门负责水面清漂工作。
坚持到一线了解群众抗旱、排涝、蓄水、
灌溉需求，不断强化河库统筹、水陆统
筹、内外统筹、政民统筹，凝聚治水护水
合力，当好“治水人”。

河长制工作开展以来，浪河流域依
法关停畜禽养殖场 18 家，整治拦汊筑
坝养殖 14 座，建成级镇污水处理厂 4
座，对高新区段河道进行综合整治，建
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巩固治理成果，
改善生态环境。浪河逐步实现“水清、
河畅、岸绿、景美”的整治目标。

河长制工作开展以来，他夏日不
畏酷暑，冬日不畏严寒，始终奋战在河
道周边，他就是坚定的小涢水护航员、
小涢水河镇级河长——随县洪山镇党
委副书记周良辉。

作为分管水利工作的领导，周良
辉不仅积极宣传上级方针政策，还结
合实际围绕市、县河长办相关要求，切
实履行全镇 24 条河流的治理监督工
作，对每条河道都签订了《河道分段管
理责任书》，均落实了河道保洁人员。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建立和健全了
全镇河道长效保洁的监督和考核工
作。将村级河长制工作纳入镇级年终
考核指标，有力推动了全镇河道保洁

工作，激发起全镇干部和群众治水护
水的热情与力量。

小涢水干流全长 32.1 公里，流域
面积 129 平方公里，涉及 8 个村，属洪
山镇第二大河流。周良辉担任该河段
镇级河长后，坚持每月定期不定期到
该河道进行巡查，当了解到小涢水河
段火焰套村滚水坝地势低洼，一遇汛
期大雨，河水上涨，整个滚水坝桥全部
淹没在漫水之下，给村民的通行造成
严重的影响，埋下了严重安全隐患。
周良辉主动向主要领导汇报，在得到
认可和支持后，于 2018年 1月，组织人
员疏浚整治火焰套村滚水坝下游 800
米，上游 1400 米的河道，清除河道内

和部分堤岸上的杂树、杂棵，增加了洪
水过水断面，河道行洪更加顺畅，为村
民通行提高了安全保障。督查杜家店
村、周家湾村、双河街道对所属河道沿
线各种垃圾、河内阻碍行洪的树木进
行了清理，并对塌方河堤进行了维修。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周良辉不仅
出色地完成了自己分管河流的各项工
作，同时对全镇的其他河流也都像对
待自己的河道一样认真负责，不间断
地进行巡回检查和督促，他这样认真
负责的态度，使该镇的河长制工作成
效显著。

市级示范单位——广水市农业农村局

建立长效机制 改善河库环境

市级示范河流——均水

久久为功不避难 创先争优求实效
均水为涢水右岸一级支流。干流

发源于随县三里岗镇杨家棚村，主要流
经大洪山风景名胜区长岗镇，随县境内
三里岗镇、均川镇和安居镇，于安居镇
陈家湾村汇入涢水。均水干流全长 68
公里，总流域面积 435 平方公里，是我
市的一条重要河流，河道长、流域广。

2017 年，我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
作以来，均水市级河长和河长联系单位
一直没有变动，始终坚持亲力亲为，组
织开展了多轮巡河，全面巡查，摸排均
水流域沿线乡镇的企业排污口及污水
处理设施、河道整治、生态修复工程建

设情况，以及畜禽养殖污染物处理、污
水处理达标排放等情况，调研督办解决
涉河涉水各类问题。

在市河湖长办指导下，均水在全市
率先完成了“一河一策”实施方案的编
制与印发，明确了均水水资源保护、河
道行洪安全及河岸线管理、水污染及水
环境治理等目标任务，建立问题清单，
提出对应的解决措施，确定了治理责任
主体和时间节点。作为全市“河长制”
成员单位，均水河长制联系单位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除了做好所联系的均水

“河长制”工作外，还按照统一部署，配

合市河湖长办深入推进全市河道划界
确权工作，为依法治河、管河提供了依
据和遵循。

一次巡河，推动发现解决一批问
题，均水河长制工作一步一个脚印。三
年来，均水各级河长认真履责、带头巡
河，及时发现和解决河道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形成了“河长牵头抓总，层层抓好
落实”的强大工作合力。均水河日常工
作扎实，四级河长巡河形成常态，推动
河道问题解决有力，充分体现了河长制
一抓到底、久久为功的制度优势，是我
市河湖长制工作的优秀示范。

府澴河市级河长办公室
均水市级河长办公室
㵐水县级河长办公室

广水市河湖长制办公室、广水河河长办公室
陈家河县级河长办公室、徐家河河长办公室
㵐水区级河长办公室
漂水区级河长办公室
府澴河区级河长办公室

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随县洪山镇河湖长制办公室
随县均川镇河湖长制办公室
广水市水利和湖泊局
广水市农业农村局
曾都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曾都区交通运输局
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济发展局
大洪山风景名胜区河长制办公室

示范单位名称 备 注

单位及职务姓名

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建设科副科长
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调查确权登记股股长
随县淮河镇水利水产服务中心
广水市花山水库管理处主任
曾都区府河镇农办副主任、河湖长办主任
大洪山风景名胜区农村工作局副局长

杨清林
何贤国
何忠华
李向东
刘 洋
刘 东

随州市碧水保卫战“示范建设行动”遴选成果名单

水清河畅还复来水清河畅还复来
———我市推进河湖长制工作亮点展示之三—我市推进河湖长制工作亮点展示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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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随州市幸福河库示范”名单
均水、浪河、㵐水随县段、浉河小河段、漂水曾都区段、青林水库

2.“随州市河湖长制示范单位”（河湖长联系部门或有关单位）名单

3.“随州市河湖长制示范人物”（县、乡、村级官方河湖长，河道警长）名单 5.“随州市河湖长制示范人物”（河湖长制工作人员）名单

4.“随州市河湖长制示范人物”（民间河湖长）名单

单位及职务（社会身份）姓名（或团体名）

湖北共富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北金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浪河何店至城区段企业家河长
曾都经济开发区星光社区党委委员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团委书记、随州市心连心志愿者协会团委书记

曾宪国
饶金才
梁仁海
龚 章

单位及职务 责任河库姓名

随县洪山镇党委副书记
随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广水办事处土门村党支部书记
曾都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民警
曾都区万店镇镇长
大洪山长岗镇珍珠泉村党支部书记

双河（小涢水）
㵐水
长胜河
閤家河河道警长
漂水
长岗店河

周良辉
何仁章
张民振
甄 俊
段 超
彭永安

2017 年全市推行河湖长制以来，各级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建立了推进河湖长制体
系，河长常态化出征履职，部门积极联动治理，社会广泛参入护河，全市河库环境面貌显著改善，水质稳步提升，生态越来越好，人民群众对生态宜居河库有了更多、
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为树立先进，引领社会各界建设更多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库，市河湖长制办公室在成功推选 29个省级示范成果的基础上，经基层推荐、市级审核，在全市再次遴选
出 33个市级示范成果，其中“随州市幸福河库示范”6个，“随州市河湖长制示范单位”11个，“随州市河湖长制示范人物”16名。

随州市水利和湖泊局与随州日报社联合推出河湖长制亮点专题报道，展示部分先进典型，通过示范引领，激励全市各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在已取
得工作成效基础上继续前进，持之以恒打赢碧水保卫战，为随州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