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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李永富 陈松

南阳因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以北
而得名。南阳地跨长江、淮河、黄河三大
流域，境内有白河、唐河、淮河、丹江四大
水系，是千里淮河的发源地，也是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
河湖治理和保护任务艰巨繁重。

自河长制全面推行以来，南阳市
委、市政府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
领，奉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人水和
谐共生”的工作理念，坚持“党政领导、
部门联动、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工作
格局，强力推进河长制工作，在河湖动
态监控、长效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卓有
成效的探索。

河长巡河 河里有鱼有虾

2017 年，在中央“每条河流要有
河长了”的总号令下，南阳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亲自谋划河长制体系建
设，研究建立了全市“四级河长、三级
河长办、基层‘三员’（河道警员、巡河
员、保洁员）”的工作体系。同时，为加
强水系统筹治理，在市级层面为白河、
唐河、淮河、丹江四大水系设置了水系
总河长，由市四大领导班子主要领导
担任。全市河长制工作体系中人数超
过 12000人，其中，市级河长 17人，县
级河长 389 人，乡级河长 1716 人，村
级河长 3619人。

2018年，市县两级河长带头巡河，
调研河长制落实情况，部署治理工作；
乡村两级河长主动巡河，全面排查整改
河湖“五乱”问题，落实相关工作。截至
7月底，市级河长累计巡河 24人次，人
均 1.4次；县级河长巡河 1021人次，人
均2.6次；乡级河长巡河14336次，人均
7.7次，村级河长巡河成为日常，各级河
长巡河都有规范的巡河记录。

在巡河的同时，各级河长更注重以
解决问题求实效。市级巡河中共发现
各类问题 83 个，目前已整改到位 74
个，对 9个短期不能整改到位的问题，

分别制订了治理方案，正在按照时间节
点逐步落实。

为了推进生态河湖建设，南阳市制
定河长制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年度目
标，通过河长制工作三年行动计划的全
面实施，到2020年，全面清理河湖乱建
乱排乱倒，垃圾河黑臭河治理取得初步
成效，实现“污染控、黑臭除、权属明、河
湖净”的治理目标，确保全市用水总量有
效控制，水质优良比例明显提高，饮用水
源地水质持续稳定，建立责任明晰、运转
有序、监管有力、和谐安全的水事秩序。

南阳市开展一系列河湖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活动，加强水生态修复，河道
更干净，河水更清澈，河道内生态系统
得到了恢复。白河湿地公园内荷花盛
开，市民们纷纷在水边、荷花旁留影。
在白河光武大桥附近，市民杜先生说：

“白河水质明显变好，有鱼还有虾。水
干净了，钓起来的鲫鱼浑身白亮亮的。”

“三员”上岗 织密护水网

为强化基层河长责任落实，实现河

湖动态管控，南阳市将河长制工作体系
延伸到基层，建立起河道警员、巡河员、
保洁员治河的“三员”队伍。经过近一
年的努力，全市“三员”全部配备到位。

“河道警员”是为加强“水利-公安
执法联动”，强化涉水纠纷和案事件排
查处理及对破坏水资源、水环境违法行
为打击力度而设置的基层巡逻执法力
量，由基层民警担任。

“河道巡查员”是河长制工作体系
中为落实河湖动态监控，及时发现问题
的关键一环，由村干部担任；“河道保洁
员”是维护河湖面貌，及时清洁河湖岸
线、水面的公益岗位，一般由贫困户或
热心人士担任。

推行河长制与脱贫攻坚密切结
合。各县（市、区）结合扶贫工作，充分
考虑贫困户经济状况、劳动能力、责任
心等方面，由县河长办、扶贫办研究确
定名单。据统计，各县（市、区）结合扶
贫工作，每月向贫困户发放 500至 800
元不等的报酬，累计解决贫困户就业
1500余人，取得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各地创新制度，为“三员”解决实际

问题。西峡县制定了《西峡县河长制河
湖巡查保洁员管理及专项补助资金管理
使用细则》，对河道保洁员、巡查员的工
作职责、考核标准、工资水平、拨付方式、
资金监督等事项进行了明确，按照工作
效果，以每月每人 600元上下浮动 200
元标准发放报酬。镇平县由村干部、驻
村工作队动员贫困户参与河道巡查保
洁，以每年每人8000元标准发放报酬。
南召县6月份在所有乡镇组织“三员”业
务培训16期，覆盖540余人，有效提升了
基层河道管护人员业务能力。

精准监控 架起“千里眼”

南阳市河长制办公室依托河长制
“横向联通各行业部门，纵向覆盖各级
党委政府”的制度优势，立足南阳河湖
实际情况，充分应用“互联网+”和 GIS
技术，投入150万元研究开发了河长制
信息管理平台。

河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包括PC端综
合版、手机端巡查版、手机端公众版三大
终端。其中，PC端综合版，适用于河长

办工作人员开展日常工作；手机端巡查
版，适用于各级河长开展巡河工作；手机
端公众版，适用于群众监督反映问题。
今年3月份系统开发完成，聘请水利部水
规总院、清华大学、华为公司等知名专家
对系统进行了评审。目前，系统正在运
行使用当中，已收到和解决各类河湖问
题100余件，为加强河湖日常监管，引导
群众参与河湖保护提供了有效途径。

淅川县在全市河长制信息平台的
基础上，为加强对丹江口水库和南水北
调中线干渠水质的保护力度，实现“一
池清水入库，一泓清水北送”的目标，先
后投资3.6亿元，建成了河湖监控平台，
加强了水环境保护力度。工程共铺设
光缆 6000多公里，安装监控探头 3076
套，建成水质保护、县域河流、库区沿
线、湿地林地等 8个主模块 49个子模
块，配合中线办、环保、水利等分平台，
建成了河长制视频信息智能监控平台，
构筑起水源区综合监控的“天网”。

“千里眼”上岗，为防止河砂盗采、
工业废弃物排放、湿地林地破坏等提供
了强有力的科技保障。

通过该平台，淅川县河长制办公室
实现了对丹江口水库和境内河流的全时
监控，对发现的问题实现快速决策，快速
处置。在工业点源治理上，以非法冶钒、
非法皂素加工、非法选矿和违法排污等
行为为重点，对入河湖排污口实时监控，
累计关停并转污染企业350多家，依法
取缔“小散乱污”企业200余家。在面源
污染防治上，对环库区乡镇、村庄环境实
时监控，全程监控库岸、河岸垃圾收集处
理，实现农村垃圾有序治理。在环境综合
整治上，对水源保护区内实时监控，发现
问题第一时间处理。共清理库面各类漂
浮物2万余吨，清理取缔网箱、围网、台网、
迷魂阵1125个（处），钓鱼平台178个、库
汊筑坝9个，整治库区餐饮业64家。同
时，通过大数据处理技术，将水质保护、项
目建设、涉水案件、治理方案、河长公示牌
等内容信息化，实现河湖信息在平台、网
络、电视、手机APP上共享，让群众参与到
河湖动态监控当中。

通过构建“护水网”和“千里眼”，南

阳市进一步完善了河湖的监控
和管护体系，为提升河湖动态管控
智能化、信息化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创新改革 根治河砂盗采

今年 8月，南阳市委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印发推进河道砂石资源管理改革
的意见，把规范采砂经营权和理顺监管
职能作为河砂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
重。一是国有进入，统一开采。推行砂
石公司国有化，坚持国有进入、科学管
理、合理定价、依法经营，采取统一规
划、统一发证、统一开采、统一销售、统
一收益分配、统一管理、联合执法的“六
统一联”模式加强河道砂石资源管理。
由县级人民政府直接委托国有砂石公
司对辖区内河道砂石资源实行统一开
采经营。二是规划引领，强化监管。国
有采砂公司在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人民
群众的监督下阳光运行。水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采砂规划制定、监督巡查，水
政监察单位依法打击非法采砂行为，建
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形成了责任明晰、
分工科学、齐抓共管、高效运转的强大
合力。三是着眼长效，多元发展。天然
河砂是短时期内不可再生资源，南阳市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思路，大力推进
替代产品开发，利用废石料资源，在河
砂资源较少的县（市、区）大力推广机制
砂，降低对河砂资源的依赖。

目前，南阳9个有条件的县（市、区）
已有6个成立了国有采砂公司。在此基
础上，南阳市充分认识“堵”与“疏”的关
系，进一步加大对非法采砂的高压态
势，坚持露头就打，为国有采砂公司创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一系列措施，
目前南阳市河道采砂问题已全面得到遏
制，砂石资源市场秩序得到了很大改善。

守护渠首青山绿水，共建盆地生态
文明，南阳市全力推行河长制工作效果
初显，目前全市正在持续发力，力争使全
市河湖生态全面修复，供水安全全面保
障，精准管护全面覆盖，早日展现“江河
安澜、河通渠畅、水清岸绿、生态健康、人
水和谐、景美文昌”的美丽南阳愿景。

南阳：丹水润渠首 白河漾清波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渠首，一渠清水从这里滋润北方 高长岭 摄

练江河面貌一新 王仲华 摄

整治后的开源湖公园一角 王仲华 摄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本报通讯员 徐争 蔡蓓蓓

驻马店位于河南省中南部，素有
“豫州之腹地，天下之最中”之称，因历
史上设皇家驿站而得名。驻马店河流
众多，水资源丰富。全市纳入河长制管
理的河流 367条，其中，纳入市级河长
制管理的河流有8条，总长889.1公里。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
基。2016 年 11 月，党中央、国务院明
确提出，要在2018年年底前，全面建立
河长制。驻马店市委、市政府积极行
动，统一安排部署，四级联动、创新思
路，各级河长上岗履职，专项行动接连
不断，督查考评严格落实，河流面貌焕
然一新。

清洁行动
让河湖重现生机

“我爷爷平时在敬老院生活，今天
我拉着他来开源湖溜达一圈。环境这
么美，在这里玩着开心啊！”7月 24日，
在驻马店市开源湖公园内，马耀东开着
三轮车，车上坐着97岁的爷爷马成龙。

当天，全省河流清洁百日行动暨饮
用水源整治工作推进会在驻马店市召
开，与会代表前来开源湖现场观摩。开
源湖原来是小清河的一个污水沟。河
湖整治后，湖内荷花盛开，很多游客前
来拍照游玩。“驻马店境内的河湖面貌
焕然一新，全面消灭了垃圾河。”驻马店

市水利局局长王伟介绍，在河
流清洁百日行动中，驻马店市

出动人员 17.8 万人次，投
入资金5221.7万元，清

理垃圾 13.5 万立
方米，清理河道

3300

多公里。
河流清洁百日行动，是在驻马店全

面建立河长制之后，全市范围内开展的
一次声势浩大的专项行动，实现了从

“见河长”到“见行动”的关键转变。
去年，驻马店市开展河流摸底调

查，全面建立起河长体系。以保护水资
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
态为主要任务，全市各县区河长制办公
室派出工作人员，深入实地进行调查，
对全市367条河流基本情况进行摸查，
在此基础上市级河长负责的 8条河流
一河一档已初步建立，根据问题清单制
订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在调查基础上，
全市全面构建了市、县、乡、村四级河长
体系。全市共设市级河长 10名，县级
河长177名，乡级河长1013名，村级河
长 2714名。各级河长开展巡河行动，
积极履行河长责任。去年 7月，全市 9
县 4区全部出台了县级推行河长制工
作方案；8月底，全市涉河的194个乡镇
全部出台了乡级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

河流清洁百日行动、整治非法采砂
专项行动、入河排污口调查整治行动、水
源地保护规范整治行动等一系列治理河
湖突出问题专项行动，压茬推进。

驻马店市在河流清洁行动中，动员
各县区、乡镇（街道）集中行动，清理了
多年遗留下的垃圾，拆除了一批长期违
规在河道建设的等非法建筑物。开展
整治非法采砂专项行动。通过整治，淮
干驻马店段所有采砂船只全部拆解完
毕，撤离淮河干流管理范围；所有砂场
全部关闭完毕；砂场所有房屋、供电设
备等附属设施全部拆除清理完毕，并开
始生态修复。开展入河排污口调查整
治行动。在去年排查的 114个入河排
污口基础上，今年又新排查出 516个，
已下发整治方案。其中，省定6个入河
排污口中，已完成治理5个。

开展水源地保护规范整治行动。
驻马店市获得立法权后制定的第一部

地方性法规就是《驻马

店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制定保护
区综合整治方案，积极开展日常监管巡
查，联合开展清湖行动，拆除违法建筑
6000多平方米，清理无证营运船只 42
艘，搬迁人口12户，实现了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全面封闭管理。市政府还
出台了《驻马店市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
机制》，进一步调动了流域范围内各级
政府参与水源地保护的积极性，建立了
水源地保护的长效机制。

压实责任
严格考核推进河长制

9月 10日，驻马店市河长办召开问
题整改通报会，驻马店市政府办公室通
报了河道湖泊督查暗访情况，决定对驿
城区、西平县、确山县分别追加扣减相
应财力 150 万元、200 万元和 100 万
元。到 9月底，今年驻马店市已通报批
评 12个县区，约谈县乡级河长 10人，
立案审查乡级河长 4人，扣减财力 730
万元。

压实责任，严格考核，驻马店对河
道湖泊管理下狠手。加大河长制督查
问责力度，将河长制工作列入市长安排
重要事项督查台账，市政府督查室挂牌
督办，每月一查一通报。驻马店市政府
办公室出台了《关于严格落实河长制湖
长制 加强河道湖泊管理工作的意见》，
采取行政问责、经济处罚的手段，加强
河湖管理保护。发现一处非法排污口
市财政扣减所在县区财力 50万元，发
现一处非法采砂点市财政扣减 30 万
元，发现一处非法弃置固体废物、非法
砍伐林木、非法养殖等行为，市财政扣
减 10万元，一个季度内连续发现 3起
违规违法事件的，对其进行约谈。

加强制度建设，狠抓责任落实。
驻马店市为加强河长制工作制度建
设，先后编制了河长会议制度、督察制
度、考核问责和激励制度、验收制度、
信息共享制度、信息报送制度、局际联
席会议制度等河长制市级相关工作制

度。目前，全市市、县、乡三级河长制
工作制度已全部出台。各县区乡镇又
创新出台了河长巡查、河流保洁等特
色制度。

各地创新工作方法，守护河湖更有
力。遂平、上蔡、泌阳、平舆、西平、确山
等县将河长制工作与扶贫工作相结合，
就地招聘建档立卡贫困户为河道巡河
员、保洁员，解决了贫困户家门口就业
问题。臻头河市级河长、副市长冯玉梅
率先牵头组建了臻头河流域市县乡村
4级河长微信群，积极督促各级河长履
职，随时掌握河流情况，发现问题第一
时间上报处理、第一时间整改落实，极
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全市建立了上
下游水污染防治联动协作机制和水污
染事件应急处置联动机制，积极开展演
练，快速反应和协调联动实战能力进一
步提高。

综合施策
让河湖清水长流

今年 1至 6月份，全市 9个省控断
面（含新蔡班台）水质达标率为90.7%，
与 2017年同期相比，水质达标率提升
9.5个百分点，1至 6月份获省水环境质
量生态补偿金 508万元。集中式饮用
水 源 地（1 个）取 水 水 质 达 标 率 为
100%。自去年 5月份我省实施环境质
量生态补偿办法以来，驻马店市累计获
得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金 1118万元，
居全省第一位。

驻马店市缘何取得如此骄人成
绩？水环境问题在河里，根子在岸上。
驻马店市高位推动，全面推行河长制，
科学谋划，统筹推进，多措并举，为河湖
清水长流打牢了基础。

垃圾有去处，河道不再脏。各县区
分别采取政府与企业合作或直接购买
服务等形式，建立了村收集、乡转运、县
处理的垃圾储运模式，实行统一收集、
统一转运、统一处理。构建现代水网，
推进水生态修复。

构建现代水网，保障生态用水。驻
马店市加强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建设,科
学规划，分步推进，建设“布局合理、蓄
泄统筹、丰枯调剂、多源互补、互联互
通、调控自如”的现代水网。同时,做好

以水润城工作,支持和指导各县区抓好
城市水系规划建设,多方筹资建设城区
内水系连通工程,提升城市水生态文明
建设质量。努力恢复河流基本生态属
性，进一步完善生态水量闸坝联合调度
机制,优先实施生态调水,保障河流生
态基流,充分发挥生态流量在改善河流
水质的作用。

构建绿色屏障，防治水土流失。加
强绿色屏障生态廊道建设，围绕构建生
态网络屏障建设,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和修复,开展河湖源头水源涵养
林建设，开展骨干河道生态林带建设,

深入推进河道绿化美化工程,以市级 8
条河流为重点,逐步建设形成河道绿色
屏障。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开展水
土保持生态文明村试点创建活动,全年
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80平方公里,
完成坡耕地 3900亩,打造生态清洁小
流域 2条。在原有规划建设的 3个人
工湿地项目的基础上，又新增8个人工
湿地，并纳入市政府督查室逐月督导工
作内容。

随着河长制工作深入推进，天中
大地河净湖畅，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
美景变得越来越多。

驻马店：清水扬波润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