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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县实施!河长制"的思考
解学相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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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了莒县实施河长制的必要性和实施方案"通过实践探索总结了河长制的成效$问题"提出了必

要的合理化建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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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介于东经 IIKbLJrM

IIRb%$r%北纬 LJb"%rML$b%Lr之间#隶属于日照市#南

北长 #KH$G>%东西宽 P#H$G>#总面积 IRJ"HPG>

"

#地形

有低山%丘陵%平原%洼地等#周围群山环抱%中间丘陵%

平原洼地%沭河自西北穿境而过#全县 RK 万亩耕地%

IIL 万人口%"I 处乡镇街道#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拥

有五千年文明史#是一个农业大县%水利大县%文化大

县%人口大县%书画大县& 有大中型水库 L 座%小型水

库 "PI 座%塘坝 "J$K 座#河长 I%G>以上#流域面积

"%G>

" 以上河道 "J 条#多年平均年可利用水资源量

"HJ 亿>

L

#其中丰水年可达 "H#I 亿 >

L

#J%S保证率年

可供水 PH#"# 亿>

L

"含地下水等$& 县境分属沭河%潍

河两大流域& 沭河众多支流分列两侧#潍河西北东南

进入五莲县后北流经潍坊市入海&

/)实施*河长制+的初衷

改革开放以来#各项经济类别企业迅猛发展#地方

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但是水环境污染同其他污染一样#

呈现不可避免的泛滥之势& R% 年代莒县造纸厂曾经

成为央视报道的+全国污染 J% 强,之一#社会发展至

今#自来水供应成为头等大事#大多数水库都转变了运

行功能#从引水灌溉为主转变为人畜供水为主灌溉为

辅#占全县水库数量 IJS的水库中 #JS的水量实现了

水功能转变& "%%$ 年以来#结合小型水利基础设施普

查尤其是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安全排查#发现行政区域

内各流域各水库存在不同程度的水污染#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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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来实施的村村通自来水供应#危及饮水安

全#事关老百姓生命安全& 为此#设立+河长制,#以此

控制河道水污染#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居住条件& 这项

工作以莒县水利局为主倡导实施&

随着经济发展%污染趋势加大#控制水污染已经迫

在眉睫#该项工作非水利系统自己所能#汇报有关部

门#+河长制,转给县环保局&

%)*河长制+实施方法

LHI!+河长制,实施方案

根据莒县河道布局%经济发展趋势结合行政区划#

按照河道分设河长#由各地党政首长担任河长%有关沿

河村庄负责人为段长"片长$的三级+河长制,& 莒县环

保局%水利局%住建局%发改委等部门和乡镇党委政府经

过多方研究探讨#确定了 .莒县河长制实施方案/#

"%IJ 年 # 月县政府办公室以莒政办函)"%IJ*"J 号文

.关于印发莒县河长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发布执行#明

确河长名单%工作职责%管辖范围%河道名称#在相应河

段设立河长公示牌%明确职责%联系电话%监督电话等&

各级河长负责牵头组织开展包干河道水质和污染

源现状调查%河道保洁%排污口封堵%违章拆除%河道垃

圾清理%河道疏浚%生态修复%水质改善等综合治理的

各项工作#制定水环境保护治理实施方案%推动落实重

点工程项目%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做好督促检查#

做到一河一策#每条责任河道要做到+四个一,#即+一

张水系图%一本任务书%一个时间表%一份报告书,& 县

级河长负责指导实施区域水系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

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好督促检查工作& 乡

镇"街道$级河长具体承担包干河道保护治理工作的

指导%协调和监督职能#组织实施水环境保护治理工作

方案#推进河道整治和保洁%截污纳管%生态修复%水质

改善等水环境保护治理工作& 各联系部门要协助河长

履行指导%协调和监督职能#开展日常巡查#发现问题#

及时报告河长&

LH"!+河长制,工作考核办法

公布执行的还有配套.莒县河长制工作考核办

法/#用以监督考核河长工作#确保不走形式#真正改善

莒县河流水清#保证人民饮水安全#保证莒县经济良性

发展&

从 "%IJ 年开始#县+河长制,办公室将组织实施

+河长制,考核工作& 考核采用定期考核%日常抽查和

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考核结果与干部实绩挂钩#并

纳入党委%政府综合考核#考核结果在主要媒体上公

布& 对河道整治工作成绩突出%成效明显的+河长,和

责任部门给予奖励#对考核不合格%整改不力的+河

长,#实行行政约谈%通报批评等#并作为干部选拔任免

的重要依据&

$)*林水会战+及*清清河流+实践

PHI!+五大重点任务,及+清清河流,

+五大重点任务,推进河道生态综合治理#建立

+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协同推进%社会广泛参与,的工

作机制& +林水会战,与+清清河流,两大会战是莒县

实施,河长制,的具体实践&

为加强+清清河流,行动的组织领导#莒县县政府

成立+清清河流,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由县长任组长#

分管环保和农林水工作的两位副县长任副组长#县水

利%环保%畜牧%林业%国土%交通等部门负责同志和涉

及乡镇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 领导小组全面负责

领导和协调全县河流生态综合治理工作#研究处理河

流生态治理有关重大问题#落实加快河流生态治理的

指导服务%监督检查%安全管理%新闻宣传等工作#建立

+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协同推进%社会广泛参与,的工

作机制& +五大重点任务,即全面开展河流生态综合

治理#全面开展河道疏浚整治#搞好水系绿化和水源涵

养#健全完善长效运行管护机制#建立全社会参与机

制& +清清河流,行动就是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河

道生态湿地综合治理#落实+生态治河,理念#努力保

持河道生态原貌#合理进行拦蓄#保持生态基流#维护

河道生态湿地综合功能& 结合正在全县深入开展的美

丽文明乡村行动#对在河道内乱搭乱建的违法建设%违

法设施和生活%建筑%工业垃圾#农业生产%畜禽养殖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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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等全面开展疏浚整治#恢复河流沟溪的生态湿地

功能#确保河道良性运行& 加强河道监督管理和水行

政%环保执法#严禁非法围垦或以其他形式侵占河道#

杜绝乱采乱挖%乱堆乱建等现象#保障河流安全&

为切实加大县乡财政投入#推行+政府花钱买服

务,的方式#落实管护主体%管护责任%管护资金和管护

队伍#加强管护目标考核#探索创新河道管护的长效机

制& 全面落实+河长制,#取缔各种污染源#在每条支

流入河口设立一处检测点#实行定期检测#确保水质稳

定达标& 各乡镇"街道$%各部门要积极参与支持+清

清河流,行动#鼓励投融资平台企业和社会工商资本积

极参与#深入开展+生态治河,工程#形成政府%社会%

企业与村"居$民全面参与机制&

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积

极参与+清清河流,行动#县水利局负责做好上级水利

专项资金的争引工作#抓好重点河流治理工程的规划%

技术指导%行业标准%行业监管#以及+清清河流,行动

的协调%调度%督查工作(县环保局负责做好上级环保

治污专项资金的争引工作#加大源头污染整治查处力

度#落实好+河长制,在全县河道的全覆盖#并牵头负

责宋公河等 J 条河道的治理工作(县住建局负责结合

城市景观建设需要#牵头负责柳青河%店子集河等 " 条

穿过城区河道的治理工作(县畜牧兽医局负责做好沿

河两侧畜禽养殖场"户$的指导%规划%设计工作#加强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县林业局负责按照堤内河滩地%堤

外 L%>范围的标准#及时指导开展河流水系绿化工作(

县国土%交通等相关部门负责立足职责#做好河流治理

的建设用地和河堤路的硬化等相关工作(县财政局负

责做好前期工作资金筹措#保障相关费用及时支付(县

水文局负责对全县重点河流的水质进行监测#特别是

加强对沭河水功能区的水质监测(涉及乡镇"街道$负

责积极主动做好重点河流治理工程的征地拆迁等前期

准备工作和辖区沟溪水渠汪塘综合治理工作(其他各

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PH"!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提供充足资金保障#构建

以+清清河流,行动为脉络#各类设施为节点的水系生

态格局& 为全力保障+清清河流,行动建设资金#莒县

建立了多元化投入机制& 对上级有投资计划和专项资

金的河流治理项目#加大对上争引力度#在大力推进沭

河上游堤防加固工程前期工作的同时#全力抓好长度

I%G>以上且流域面积在 "%%G>

" 以上的鹤河%潍河%袁

公河%柳青河 P 条河流治理项目的争引工作#力争项目

早日批复立项%早日开工建设& 对上级没有投资计划

和专项资金的河流治理项目#重点是长度 I%G>以上且

流域面积 "%G>

" 以上的 "% 条河流#在加强与市水务集

团的合作基础上#积极同其他大型国有企业联系沟通#

尽快建立互利互惠的合作机制& 莒县还加快推进水利

融资工作#尽快建立符合全县实际的水利融资工作机

制#县水利局负责项目规划%设计和提报#县发改局负

责立项审批#县财政局负责水利系统资产评估#县国有

融资公司负责融资和项目的组织实施#县水务集团正

在组建中#自来水公司%污水处理厂等并入县水务集

团#集团负责水系工程的施工%调水%水务处理&

鹤河全长 L"HJG>#流域面积 "#%G>

"

#流经莒县东

南部的龙山%陵阳%寨里河%长岭 P 个乡镇#是沭河主要

一级支流之一& 在鹤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建设中#突

出生态综合治理主线#工程总投资达 IH$ 亿元#其中通

过与日照市水务集团合作以及 UUU方式融资 IH%R 亿

元#主要是加固河堤 L"HJG>#新建 I 座拦河闸%" 座橡

胶坝%I" 座溢流堰%L 座交通桥以及其他附属建筑物#

工程有四个的特点#即全流域治理%生态综合治理%与

交通路网建设相结合%与乡镇旅游相结合& 将有效提

升 P 个沿河乡镇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惠及 P 个乡

镇 JI 个村 P 万余人& 该项目成为省市河道治理现场

会典范&

目前已经完成的生态河道治理工程总投资 RHJ"

亿元#其中投资 IH"$ 亿元#实施鹤河生态综合治理二

期和花崖头山洪沟治理工程(投资 IH" 亿元#实施宋公

河"马沟河$%略疃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投资 $R#J 万

元#实施店子集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沭河综合治理

分三期%袁公河综合治理也是三期#鹤河治理三期%柳

青河两期等& 从莒县+清清河流,行动 "%I# 年度生态

'"&'



河道治理规划表中看到#项目投资 R#$J" 万元#治理长

度 ""IHKG>#流域面积 II#LHPG>

"

("%IK 年度生态河道

治理规划表中#项目投资 I$RR$" 万元#治理长度

""IH$G>#流域面积 "P##HIG>

"

("%IR 年度生态河道治

理规划表中#项目投资 P#%"J 万元#治理长度 RKHLG>#

流域面积 L"#HPG>

"

&

PHL!林水会战

坚持林水相依#大力实施水系扩绿工程#科学确定

绿化范围#合理选择绿化树种#营造良好水系生态& 加

强水源保护和乡镇农村污水集中处理#深入开展水源

涵养林建设#搞好河流上游%水库流域的水土流失治

理#建设水源涵养区& 林水会战全县统一行动#不再各

自为战#资源综合%资金整合%统一设计%统一招标施

工#"%IJ-"%I$ 年实施了+青峰岭水库涉水涉地资金

综合建设项目,#今年编订."%I# 年度全县林水会战实

施方案/#"%I# 年度规划建设水利工程 JLI 项#计划投

资 IPH$ 亿元#计划发展节水灌溉项目 J 个#维修加固

大型水闸 " 座#新建 I 座重力坝#实施水保项目 L 个#

治理中小型河道 I% 条#新建%改造饮水安全工程 P#

处#新建农村小型水利工程 I#I 处%维修 I"% 处#治理

河道 ""PHRG>#新增和改善恢复灌溉面积 "IHLJ 万亩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PHRI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 IPH$G>

"

#解决 $H#K 万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总投资 LKKIH$J 万元#其中#投资

"%%% 万元#在鸉山镇%长岭镇%夏庄镇%龙山镇等 I% 个

乡镇实施农村饮水提质改造工程#新建鸉山镇%长岭镇

" 处集中供水工程#改造夏庄镇%龙山镇 " 处集中供水

工程#新建 IJ 处单村集中供水工程#解决 "$ 个村庄%

IHR#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IH%I亿元#其中#投资 PR%% 万元#实施青峰岭水库生态

湿地工程#建设 LR%.>

" 的库区生态湿地圈%"$%.>

" 的

坝下生态湿地走廊&

#)成)效

JHI!实现自来水供水

通过深入推进+林水会战,和+清清河流,行动#打

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堤固%路通, 的中小河流#

为建设富强美丽幸福新莒县提供坚实的水生态保障&

青峰岭水库等三大水库在确保水库驻地水厂供水的前

提下均实现了市区供水#水质从过去的劣
#

类%

$

类提

升为
"

类或劣
"

类#三大水库向县自来水补源年均

L%%% 万 >

L

# "%I$ 年仕阳水库向日照市供水 P%%%

多万>

L

%确保了日照市经济发展和市民用水#峤山水

库日均向县自来水供水 L 万>

L

&

JH"!生态湿地公园

通过建设#沭河生态湿地公园成为国家级生态湿

地公园#仕阳水库上下游的袁公河流域成为省级生态

湿地公园#浮来山下的柳青河省级生态湿地公园%鹤河

湿地公园正在实施中&

JHL!河流水质大幅度改善

县水利局%环保局%水文局三家独立机构测定沭河

支流入口断面及沭河城区断面%夏庄出境断面的水质

全部符合地表水
$

类标准&

0)今后对策

$HI!存在问题

6H投资回报#众多建设项目成效显著%涉及面广%

点多量大%投资巨额#工程建设投资全面支付有待时

日#设施日后管理维护缺少人员%技术及维护经费&

CH水质监测断面多%工作量大%污染源多%分散#

控制困难&

5H产权问题复杂& 水利生态湿地工程建成后#形

成一片围绕水利工程的土地%工程%林木%道路桥梁等

基础设施#产权归属是一个严肃问题&

FH项目管理运行& 设施中的道路桥梁%水利工程

闸坝溢流堰及绿化苗木的管理%维护也是一个问题&

$H"!对策

6HUUU模式& 沭河公园通过湿地苗木培育%游览

观光提供部分工程维护管理资金%人员经费靠县财政

支付& 其他河道公园难以具备沭河公园条件#河滩地

面积少#因此依靠土地收入不现实#靠地方财政也很困

难& 鹤河流域采取UUU模式#计划其他河道逐步走鹤

'#&'

解学相等N莒县实施!河长制"的思考! !!!!



河模式& 实现以水养水%水水联通的收支平衡的良性

运行机制&

CH政府出头制定方案机制& 县政府办公室印发

了.莒县水环境综合保护集中治理实施方案/#涵盖了

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等各类污染源治理#确定了以

涉水重点排污企业监管%+五小,企业整治%矿产资源

开采规范%城区水资源保护%城乡河道清理%畜禽养殖

污染整治%养鱼网箱清理%重点污水处理厂建设 K 项工

作为重点#全面启动全县水环境综合保护集中治理&

分 L 条工作主线#由 L 位副县长分别牵头组织开展工

作#经过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共同努力#各单项工作

都取得阶段性成果& 县政府.关于建立环境保护执法

监管共同责任机制的意见/#各有关职能部门%各乡镇

"街道$连续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全县重点排污企业实

现了稳定达标排放#顺利通过了上级环保部门多次检

查#沭河%夏庄断面水质稳定达到了上级规定的
$

类水

质标准& 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自 "%I" 年 II 月起#

在全县组织开展畜禽养殖业污染集中整治& 各乡镇在

沉淀池建设%发酵床养殖及具体整治措施上有较大突

破& 截至目前#全县各乡镇"街道$对 IP%% 余家群众意

见大%影响恶劣的鸭棚#依法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

知书/#对$K"家实施强制断电#对KK家督促采用发酵床

工艺或改变饲养品种#对禁养区内的鸭棚督促自行停养

拆除#对涉及饮用水源地的 I%家坚决强制拆除&

5H产权归属& 大中型河道湿地建设后的产权属

于国有#县政府组建管理运行单位#如莒县沭河公园管

理处#其他中小型河流湿地产权#土地实施划拨流转#

整个项目设施产权归属莒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代

表国家和工程所属乡镇实施维护管理&

FH运行管理维护& 大中型河道湿地由管理单位

进行维护运行#所需费用由县财政差补& 中小型河道

湿地则有中标单位根据协议合同和UUU精神实施管理

维护#费用全由土地苗木自出& 所有水资源%防汛调度

由县水资源委员会和县防办调度管理&

''''''''''''''''''''''''''''''''''''''''''''''

!

!"#!$%&$''$'()&*+,-&$$.///'(01&2%$3&%'&%2$

四川省南部红岩子湖水利风景区

!!景区位于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依托红岩子电航

枢纽工程及红岩子湖%盘龙湖和观音湖而建#景区规划

面积 KKHI 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 "RHI 平方公里#属

于城市河湖型水利风景区&

近年来#景区实施嘉陵江综合保护开发行动#实施

红岩子公园整治%嘉陵江流域生态治理%嘉陵江沿岸景

观提升%河湖连通%沿线乡镇污水处理等一系列工程

等#形成了水资源丰沛%江河贯通%调蓄滞洪功能完备

的水系网络#围绕+亲水南部,的城市定位#将水利工

程与城镇建设%资源开发保护紧密相结合#成效明显&

景区内古镇文化和渡口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一

处集旅游%度假%休闲%科考%发电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水

利风景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