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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徐争 朱兵

许昌，一座曾经缺水的城市，如今
是河南省首家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五湖三川，河清湖美，护城河莲花盛开，
饮马河清水潺潺，河边公园绿树繁花，
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河长制工作推行以来，许昌市健全
机制，明确责任，强化举措，分类施策，
扎实开展治水护河各项工作，有力推进

“河长制”向“河长治”的转变，全市水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新成效。

节水优先 实施生态修复

中央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把节约
用水放在了首位。

许昌市在推行河长制过程中，把节
约用水放在了突出位置,抓好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三条红线”的落实，促进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充分发挥水资
源的约束性、控制性、先导性作用，用水
资源节约保护的“倒逼机制”推进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
级。

今年 5月 13日至 19日,是第 27个
“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5月 13
日，许昌市“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启动
仪式在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住建
部联合腾讯网，在全国部分节水成效突
出的城市，首次开展网络新闻问答互
动，许昌市是第一个面向全国观众进行
现场问答互动的城市。

牢固树立节水意识，持续深入推进
节水型城市和节水型社会建设，优化行

业用水结构，改进用水方式；城
市规划区供水管网覆盖范围

内自备井全部关闭；积
极推进农业节水工作，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81.3万亩。

巩固完善河流两侧防护林带建设，
在清潩河、石梁河、颍汝干渠、南水北调
中线干渠两侧高标准打造了水系生态
防护林带，形成了城郊 13 万亩的“林
海”，极大发挥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调节城市气候、改善生态环境作用，形
成了城在林中、林在城中、林水相依的
生态美景。

“北海公园、鹿鸣湖附近，环境美，
生态宜居，早晚都有来锻炼的人，附近
楼盘开盘就受到热捧。”许昌市民刘洋
说。

加大治污力度，加快实施管网改
造、雨污分流、排污口截流等工程；不断
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市规划区和长葛
市区建设投用污水处理厂7座，全部配
建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厂排水经过湿地
深度净化提质后，进入河道成为生态景
观用水，有力保障了市区河湖水系生态
用水需求，实现了“一泓清水润莲城”的
良好效果。在全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年度考核中，许昌市连
续四年位列第一。

统筹推进 发挥水系效益

许昌市把河长制工作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生态旅游
相结合，使河长制工作真正融入社会经
济发展之中，发挥出水系的综合效益。

加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力度，建立
了“户投放、村收集、乡转运、市（县）处理”
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一体化模式。

“我们村有 5个保洁员，每天把村
子打扫干净，把各家各户垃圾送往村头
的垃圾分拣站。”禹州市火龙镇刘沟村
保洁员朱丰君说，有公司把垃圾再拉到
市里集中处理。村边的河沟里，再也没
有人乱倒垃圾的现象。

垃圾处理费用，禹州市决定由市财
政拿大头，镇政府拿小头，群众再拿一
点，建起了垃圾处理的资金保障机制。
刘沟村每户每年交卫生保洁费 10元，
村里管理使用，账务公开，贫困户减免，
提高了群众参与保洁的意识。

目前，9个县（市、区）中有7个实现
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市场化运作，禹州

市和魏都区正在部分乡镇开展市场化
运作试点，全市基本实现了农村垃圾治
理常态化、长效化、市场化，走出了一条

“城乡统筹、全域覆盖、市场运作、资源
利用”的城乡生活垃圾处置之路，农村
环境卫生明显改善。

科学利用河湖资源，挖掘河道历史
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着力发挥水系效
益，同步发展文化、休闲、旅游等产业，使
之成为亮丽的生态风景线和经济增长
点。对原有的3个国家水利风景区（白沙
水库水利风景区、禹州市颍河水利风景
区、曹魏故都水利风景区）进行提升，依
托曹魏故都水利风景区打造建设了1.87
平方公里的曹魏古城，依托城市中轴水
系打造的3300亩中央公园建成开园，鄢
陵引黄干渠景观提升、襄城县城区水系
连通、建安区周庄水乡等项目相继开展，
鄢陵鹤鸣湖水利风景区顺利通过国家水
利部考评。

依法治水 让河湖清水长流

许昌市始终坚持将法治化治水作
为推行河（湖）长制工作的努力方向，强
力推进，持久发力。为了加大中心城区
河湖水系管护力度，将河湖的管护、水
环境的治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许昌市积
极推进河湖水系管护和水环境保护地

方立法进程。
《许昌市中心城区河湖水系管理保

护条例》经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2018年10月1日
起施行。《条例》结合许昌实际，进一步理
顺了水系管护体制，明确了政府及有关
部门的工作职责与分工；对群众普遍反
映和关心的“水长清”问题，以及水系管
理重点难点问题都进行了相关规定。具
体包括水系保护规划、入河排污口设置、
雨污分流管网建设、河湖断面考核制度、
农业面源污染、水质提升工程等30余个
管理事项；对规定的禁止性行为，设定了
相应的法律责任。《条例》的出台，得到了
广大市民热烈拥护和支持，对于保护许
昌市河湖水系生态环境，规范行政管理
和执法，促进生态宜居、环境友好型城市
建设，也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建章立制，让制度管好河湖。许昌
市在中心城区河湖水系建立了“市级监
督、县（区）级管理、企业实施”的三级管
理体制，落实河（湖）长制、领导分包负
责制、日常巡查制三级管护责任制。

魏都区每年投入 1800万元，通过
招标委托企业对河湖进行管护，实现了
河道垃圾日发现、日清理；长葛市每年
投入270万元，采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的方式，沿河聘请巡查保洁人员 293
名，对河湖进行日常巡查和管护，有力
地维护了水系景观，收到了良好实效。

许昌市坚持日巡查和月考核，考核
结果在《许昌日报》上公布，目前累计对
中心城区河湖水系管护情况进行考核
19次，奖励资金34万元，罚款71万元，
通报表扬 6个单位，约谈和通报批评 4
个单位。严管重罚促进了水系管护水

平稳步提升，实现了水系管护工作常态
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中心城区河湖水
系的“清”“畅”“美”已经成为许昌城市
文明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一张最为靓
丽的“名片”。

齐抓共管，全社会呵护河湖。为了
畅通群众举报参与渠道，许昌市设置了
河长制工作监督电话，进一步规范了群
众举报处理流程，建立健全了群众举报
快速处置机制。今年以来市河长办已
接到群众举报 18 起，全部按时办结。
聘请 11名市人大代表和 11名市政协
委员为河（湖）长制工作社会监督员，全
面参与河（湖）长制工作的监督与评
议。1月 26日和 4月 26日，市河长办
组织相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召开了
2次座谈会议，广泛收集、整理基层河
道保护情况和建议，全面参与河长制工
作的监督与评议。印发了《许昌市民间
河（湖）长工作实施意见》对民间河湖长
的聘任、管理、职责、奖励等工作提出要
求。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等媒体开展宣
传活动，编发工作简报37期，并通过河
长办公众微信号，及时推送全市河（湖）
长制工作进展情况。市委市政府通报
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树立
了典型，鼓舞了士气，“推行河湖长制，
实现百河长治”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拉高标杆，
持续求进，强化举措，持续发力，深入推
进河（湖）长制各项工作，确保河长制各
项任务落地生根，让许昌的河湖清水长
流，还群众以河湖美景。”许昌市水务局
局长李长红说。

许昌：河清湖美文明城

饮马河生态护岸 牛原 摄

秋湖湿地 白喜臣 摄

“推行河长制 中原更出彩”系列报道之五

“推行河长制 中原更出彩”系列报道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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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长岭
本报通讯员 李永富 任志强

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以来，安阳市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四个到
位”要求，全面扎实推进河长制各项工
作。今年以来，安阳市早安排、早部署、
早行动，以建立健全河长制工作长效机
制为目标，以“堵污口、清污泥、治污水、
净水质”专项清河行动为引领，加强组
织领导、加大资金投入、强化督导检查、
狠抓工作落实，积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全域清河行动，以“河长制”推动“河长
治”的成效初步显现出来。

河渠库塘全部覆盖

安阳市位于海河流域和黄河流域，
总面积7413平方公里。境内有流域面
积 1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 37条，共有
水库157座，主要泉域4处。

在推行河长制工作中，安阳市坚持
科学制订方案，实现了区域流域河渠库
塘的全覆盖。

《安阳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
案》将全面推行河长制的目标任务范围
扩大到市域范围内所有水体，包括行洪
河道、排涝沟渠、灌溉渠道、大中小型水
库、坑塘等水体，并将红旗渠、彰武水
库、南谷洞水库（太行平湖）3个国家级
水利风景区和洹河省级水利风景区也
纳入河长制管理范围，实现了区域流域
河渠库塘无缝衔接不留空白全覆盖，形
成了市县乡村四级河长纵向到底、齐抓
共管的新体系，在全省属首创。

坚持党政同责，高位推动，全面构
建了河长制工作责任体系。安阳市委
书记担任第一总河长，市长担任总河
长，分管农业副市长担任副总河长并兼
任市河长制办公室主任。今年以来，结
合滑县河长制工作归口管理等工作实
际，在原有10位市委、市政府领导担任
市级河长的基础上，又调整增设了6位
市委常委担任市级河长，增加了8个市
直单位为市河长办成员单位，市委、市
政府领导全部担任市级河长。根据工
作实际，15位市级河长负责的河道全
部调整增设了副河长和市水利局联络
责任人。

今年以来，安阳市共召开全市河长
制工作会议3次，有关河长制工作的市
政府常务会议 4 次，市级河长会议 9
次，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对全市
河长制工作作出批示，确保了全市河长
制工作的强力推进。

为进一步夯实各级河长责任，印发
了安阳市总河长令第1号《关于加强各
级河长开展巡河工作的通知》。截至目
前，市委书记、市第一总河长李公乐已
巡河调研 6次，时任市长、市总河长王
新伟已巡河调研9次，其他市级河长共
巡河41次，县级河长巡河 854次，乡级
河 长 巡 河 17790 次 ，村 级 河 长 巡 河
66481 次。各级河长巡河已经实现了
常态化、制度化。

清河行动引领先行

安阳市坚持专项清河行动引领先
行，取得了全域清河明显成效。

今年 3月 9日，在全省率先开展了
河流“堵污口、清污泥、治污水、净水质”
专项清河行动，并统筹结合河流清洁百
日行动、河湖“清四乱”、美丽乡村建设、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城市蓝线规划范围

内违章建筑清理、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
周边环境排查整治等工作，在全市范围
内集中开展全域清河行动。主要是通
过整治封堵河道上的非法或不达标各
类排污口、清除河道内污染水质的污
泥、城区黑臭水体治理、畜禽养殖污染
治理等，使污水治理达标后排入河道，
同时完善河道管理和环境卫生管理长
效机制，建立巡河员、保洁员、监督员等
制度，使河流水质得以净化改善，从而
形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
的生态新格局。

8月 20日，在安阳市全域清河行动
暨河长制工作推进会议上，根据河南
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河流域全域清
河行动的紧急通知》，安排部署全市全
域清河行动工作。要求在 9 月 20 日
前，完成对未经处理且直排入河的生活
污水、畜禽养殖废水、工业废水等各类
排污口排查整治和封堵工作，完成全市
河道管理范围内所有建筑、生活等各类
垃圾的清理整治工作；10月 20 日前，
完成河道蓝线管理保护范围内的违章
建筑、违规企业、餐饮、水上娱乐设施等
全部拆除工作；完成河道保护区畜禽养

殖场限期关闭和搬迁工作。
安阳市在前一段清河行动的基础

上，立即行动，再次掀起全域清河行动
高潮。截至目前，安阳市共投入资金
7766.32万元，出动机械4万台次、人员
8.04万人次，清理污泥 40.7万立方米、
垃圾 119.36 万立方米，封堵排污口
1405处，拆除违章建筑 688处、畜禽养
殖场 461处，取缔非法采砂 55处。各
村庄（社区）落实了巡河员、保洁员、监
督员，加强对河道的日常保洁和管护，
专项清河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压实责任全面推进

多方督导，传递河长制工作责任
压力。 制定了市级河长负责河（渠、
库）2018 年度目标任务清单，建立了
台账，印发了安阳市总河长令第 2 号
《关于按时完成河流清洁行动任务的
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任务和完成时
限。为加强对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情
况的督查，落实工作职责，提升工作效
率，确保完成年度任务目标，制订了
《安阳市 2018年河长制工作督导检查
方案》，成立 9 个督导检查组，定期对
分包县（市、区）进行督导检查。市河
长办联合市委、市政府督查室和有关
单位组成联合督导组，对全域清河行
动开展情况多次进行了督导检查。市
河长办向县级河长下发了 45 个督办
函，对督导发现的问题实行限期销号
制、定期通报制，全市实行周通报、月
排名，对行动迟缓、整治不力、影响河
流水质改善的，采取通报批评、专项督
办、约谈、提请问责等措施，确保安阳
市全域清河行动取得实效。责任压实
促进了全市各级河长积极行动，河长
制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安阳县、北关
区投资 1000余万元，对辖区洹河河道
管理范围内多年堆积的 40 多万立方
米的建筑生活垃圾进行了彻底清理。
汤阴县、内黄县对卫河河道内的 25万
多棵阻水林木进行了清理。汤阴县对
境内卫河、汤河等主要河道沿村庄 14

公里长的堤防安装
了防护隔离网。殷都区
拆除洹河侯庄村段蓝线
规划范围内金博耐磨有限公司 9000
多平方米违章建筑。龙安区政府投入
1500 万元，对“两库一泉”沿线各乡
（镇、办）的沿河村庄（社区）通过聘请
第三方保洁公司，对生活垃圾进行统
一收集转运，从根本上解决了沿河村
庄（社区）生活垃圾乱倒乱扔现象。龙
安区善应镇、彰武办事处投资 1500万
元，对沿河 12个村庄（社区）集中建设
了生活污水小型处理厂。文峰区、安
阳县白璧镇、龙安区彰武街道办事处
率先在全市组建了专职巡河队伍，实
行了统一巡河制度、标准、经费、记录、
服装、工具、考核管理等。林州市召
开了县、乡、村三级河长 1000 余人参
加的大规模视频会议，专项安排全域
清河行动。滑县大力开展涉河违法
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共拆除涉河违建
206处。

在清洁河道的同时，安阳市还多
方积极筹措资金，投入 20.5 亿元高标
准打造良好的生态水系环境。安阳市
采用 PPP 项目，投资 2 亿元在洹河市
区上下游建成东、西湖闸，形成 2300
亩的水面；投资 1.5 亿元在示范区 6.5
公里长茶店河段建成了人工生态湿
地，使茶店河水质得到了明显提升。
汤阴县投资 6.5 亿元建成了 710 公顷
的汤河国家湿地公园。林州市投资
0.6 亿元对流经市区的黄华河进行了
生态水系景观建设，投资 2.7亿元建设
淇淅河国家湿地公园。殷都区采用
PPP 项目，投资 7.18 亿元对珠泉河进
行生态水系景观综合治理。

在林州市横水镇郭家窑洹河河段，
曾经污染的河水逐渐变清，河里又有了
鱼虾。“小时候，洹河水清澈见底，水清
景美的景象如今又回来了。”郭家窑村
党支部书记郭存兵说。

洹河蜿蜒，碧水悠悠。水清岸美、
鱼翔浅底的河流，在安阳市正变得越来
越多，越来越美。

安阳：水清河畅入画来

洹河安阳市区东段水系景观 孟红军 摄

文峰耸秀 城水相依 孟红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