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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更是生态之
基。平顶山市河流众多，但水资源时空分
布却并不均衡，区域内缺少水资源，不但生
产生活受到影响，生态建设更是无本之木，
必须打通水脉，实现水系连通。平顶山谋
划构建“全域水系联通网、水资源高效配置
网、城乡一体化供水网”三张水网，大作水
文章，盘活了水资源。

平顶山市在全省率先编制完成了全域
循环生态水系规划，谋划项目230多个，总
投资734亿元，规划建设水系连通线路，打
造系统完善、丰枯调剂、循环通畅、多源互
补、清水绿岸的全域水网。

郏县广阔渠建成于1978年，长42.7公
里，随着经济发展用水量增加，广阔渠已难以
满足用水需求。去年5月，郏县启动广阔渠和
恒压灌区提质增效项目工程。目前，一期工
程目前正在施工，广阔渠将由单一灌溉功能
向生活、工业、生态供水和农业灌溉综合功能
转变，可保障沿途10万亩耕地灌溉用水，4万
多名群众生活用水和3个镇工业园区用水。

“广阔渠从西向东横跨5个乡镇，10多
条河流，提质增效项目实施后，就在北汝河
北部形成了庞大的水网体系。”郏县水利局
副局长赵增强介绍。

去年，郏县还实施了农村水系综合整
治工程，一期工程从北汝河 1号橡胶坝上
游引水，通过自流与临沣寨寨河、柳杨河和
运粮河连通，提水至堂街镇、姚庄回族乡、
李口镇。

在姚庄回族乡运粮河边，76岁的老人
张隆道正在家门口听戏。“这河 20多年都
没有水了，去年从北汝河引来了清凌凌的
水，岸边也都铺了路，栽了花和树，来游玩
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张隆道说。

在叶县仙台镇高标准农田里，沟渠相
通，碧水相连，富硒小麦正在灌浆。附近的
马河水位抬高以后，河水自流入高标准农
田，渠道采用花砖衬砌，方便补给地下水。
65岁的王志国骑着三轮车沿路看麦田风
景，他家在5公里外的娄庄村。“现在这地里
的路平展展的，也不觉得远，这渠修得这么
美，水也好看，我经常过来玩。”王志国说。

“道路两侧的凉亭，以二十四节气命
名，以乡村水网为基础，可以与农业高质量
发展、乡村旅游紧密结合起来。”叶县水利
局局长任磊说，叶县依托原有的“一河四
渠”，即马河和白龟山灌区干渠、昭平台灌
区干渠、孤石滩灌区干渠、澧河一渠，编制
了全域生态水系规划，利用冬春季节，对原

有渠道进行疏浚，打通了县域水脉。
除了连通水系，构建现代水网，平顶山

市还搭建起水资源高效配置网。统筹跨流
域水资源，南调长江水（南水北调水）、西引
黄河水（陆浑水库水）、用好本地水（地表
水、地下水、中水），推动水资源科学配置和
高效利用。目前已完成白龟山水库北副坝
工程，增加蓄水近 1亿立方米。从南水北
调干渠调水3.2亿立方米，使白龟山水库再
现“水面浩瀚、垂柳抚岸”的美景。

城乡供水一体化，是缩小城乡差距、补
齐乡村振兴短板的有力举措。平顶山市以
建设全省城乡供水一体化试点市为契机，
建立起城乡一体化供水网，探索“建管一体
化”“两部制水价”经验，推进城乡供水同管
网、同水质、同管理、同服务，目前已落地项
目14个、总投资近10亿元，叶县、舞钢市、
石龙区城乡供水已全部实现一体化管护，
惠及255个村39万人。

汝水汤汤流盛世，沙河澄澈映初心。
平顶山市河长制工作扎实推进，留住绿水
青山，打造幸福河湖，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为
民初心，为中原更加出彩谱写出了新时代
壮丽的水利篇章。

（本版图片均由平顶山市河长办提供）

推进河长制 碧水润鹰城

百川润鹰城，和风传佳讯。

平顶山市河长制工作捷报频传。

4月 21日，河南省河长办通

报，在 2020 年度省级河长制湖

长制工作考核中，平顶山市获得

优秀等次；5月 7日，国务院办公

厅通报，郏县河长制湖长制工作

推进力度大、河湖管理保护成效

明显，受到督查激励，获得 1000

万元奖励。

过去的一年，在省委、省政府

领导下，平顶山市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

河长制工作，推动河长制工作从

“有名有实”向“有力有为”转变，

全市各级河长履职尽责，带头巡

河，完善“五项机制”，聚焦河湖突

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清理

河湖四乱，规范河道采砂，修复河

湖生态，构建全域循环生态水系，

打造“系统完善、丰枯调剂、循环

通畅、多源互补、清水绿岸”的全

域水网，全力建设平安、健康、美

丽、文化、幸福河湖，人民群众因

水而生的幸福感、获得感明显提

升。

初夏的鹰城大地，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一幅壮丽的水生态画

卷在徐徐展开。

平顶山市为春秋时应国故地，应国以鹰为图
腾，遂有鹰城之名。市域内西部崇山峻岭，孕育出
众多河流，为沙颍河、洪汝河水系提供了丰沛水
源，境内有河流190条，其中沙河、北汝河、澧河、甘
江河流域面积超过 1000平方公里，现有水库 169
座，其中大型水库5座。

推行河长制以来，平顶山市190条河流全部有
了河长，市县乡村四级 2380名河长，全部到岗到
位，守护着全市所有河流和湖泊。随着河长制工
作深入推进，平顶山市建立起河长巡河、依法治
水、协同发力、监督举报、督导推进等“五项机制”，
确保工作高效运转，为治河护河提供了强有力的
制度保障。

建立河长巡河机制。全市建立完善了月度水
质清单、工作清单、问题排查清单“三个清单”制
度，推动定期巡、经常盯、从严管、督到位成为常
态。2020年，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巡河
调研 20余次，下发总河长令 2个，多次召开推进
会、协调会和河长述职会，带动各级河长巡河 7.2
万次，有力地推动河长制落地落实。

完善依法治水机制。去年，平顶山市在全省
率先出台《平顶山市河道保护条例》，制订出台了
《河道采砂管理办法》，修订完善了《水环境质量生
态补偿暂行办法》，《节约用水条例（草案）》列入市
人大常委会 2021年度立法计划审议项目，为河湖
管护提供法治保障。

构建协同发力机制。河流往往是行政区域之
间的分界，治理河道问题往往涉及左右岸、上下
游，这就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协同发力。平顶山市
与许昌市共同制定了《东湛河联巡联防联控联治
工作方案》，对于市域内跨县（市、区）河湖，建立联
合执法和信息共享机制，紧盯边界死角，实现无缝
对接。

平顶山市河长制办公室会同市检察院建立
“河长+检察长”制，建立了联席会议、联络员、信息
共享、工作协作等协同机制，协同开展河湖“清四
乱”行动，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在水生态建设中的作
用，合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以此为基础，平顶山
市建立起完善的“河长+警长+检察长+民间河长+
河段网格员”的“四长一员”工作体系，组织水利、
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去年共立案65起、发出
检察建议书 64份，一批“老大难”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全省公益诉讼主要业务数据连续两年位居全
省第一方阵，有效维护了河湖管护秩序。

“除了村级河长巡河外，我们村委班子成员都
是巡河员，发现有垃圾立即捡走。现在大家的保
护环境意识很强，就连放学的孩子，发现垃圾也都
会立即捡起来。”在青龙河边，郏县黄道镇纸坊村
党支部副书记杨占轻说。

为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立健全了监
督举报、督导推进机制。平顶山市充分发挥人大、
政协监督作用，深入调研指导，推动河长制落实，
同时公布涉河举报热线电话，及时受理处置举报
投诉，去年的54个省级转交件、62个市级受理件，
已全部办结。此外，还成立 5个市级督查组，开展
暗访检查47次，下发通报2期，平顶山市列入水利
部和省、市河长办清单的149个问题已全部清理销
号。

去年，平顶山市集中力量开展清河行
动、河道采砂规范行动、水污染防治综合治
理行动、生态修复行动等四大行动，河道恢
复了勃勃生机。

在宝丰县赵庄镇北汝河大堤上，眺望
河道滩地，河滩平整，水草丰美，白鹤飞舞。

“原来在这里，抽砂船日夜不停，哪里有砂
就专抽哪里，好砂抽走，河道里坑坑洼洼，
石堆耸立，不但影响行洪，而且破坏了河道
生态。”宝丰县水利局副局长张国梁说。

平顶山市河道砂石资源丰富，之前的
采砂行为却极不规范，在新闻媒体曝光之
后，平顶山市痛下决心，对非法采砂行为进
行了严厉打击。水利、公安、自然资源等部
门联合执法，露头就打、严管严控。同时，
坚持疏堵结合，目前全市已批复采砂规划
6个，发放许可证 4个，开展生态修复型采
砂试点 3个；保持对非法采砂高压严打态
势，破获涉砂刑事案件17起。

“我们严格按照市里确定的开采方案，
实行生态修复型采砂，不用船采，不越界开
采，边开采边修复河道生态。”在宝丰县赵
庄镇，平顶山市金富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党辉说，公司是全资国有企业，在 2019
年获得了采砂权，采砂 69.5 万立方米，仅
恢复河道生态就回填17.5万立方米。

为了规范河道采砂行为，平顶山市鼓
励资金雄厚的国有企业进入采砂市场，实
行生态修复型开采，砂石并采，对石头等粗
料进行破碎加工，既满足了市场需要，也从
根本上避免了对河道的破坏性开采。

“我们这个加工厂投资 7800万元，年
生产能力达到 200万吨，所有加工流程都
采取了封闭措施，实行污水零排放。”5月
15日，叶县元发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阴广
辉说，去年刚建成投产时，每吨河砂 130
元，现在每吨降至70元，虽然利润降低了，
但政府平抑砂石市场的目标已经实现。

与此同时，平顶山还开展清河行动，深
入推进河湖“清四乱”行动常态化、规范
化。2019年 4月以来，全市扎实开展了以

“全面清洁河湖，改善人居环境”为主题，以
中小河湖为重点的“清河”专项行动，全面
清理整治农村的河、塘、沟、渠、堰，通过“三
清一平一整治”（清除垃圾、清理杂物、清洁
水面，平整河床，整治岸线），解决农村河湖

“脏乱差”问题，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市
累计清除河道垃圾 9.28 万立方米、杂物
1357 处、漂浮物 4127 立方米，清理河道
1225.63公里，平整河床 208公里，河湖面
貌显著改善。

在鲁山县张良镇袁寨村，村中坑塘整

饬一新。“原来这坑塘没有水不说，都是生
活垃圾，塑料袋子乱飘，臭气熏天，村民都
是捂着鼻子跑过去。”该村支部书记李喜增
说，对坑塘垃圾进行了清运，垒砌了护坡，
岸边加装了护栏，铺设了步道，栽种了花
草，垃圾坑塘变成了小公园，如今大家都愿
意到这里散步健身。

为了恢复河流的生态美景，平顶山市
还开展了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行动，21条
黑臭水体全面消除，城区污水全部接入纳
污管网，在小城镇建设污水处理厂 83个。
投入 8.5亿元，对沙河、灰河、北汝河、荡泽
河进行全面治理。全市国省控地表水考核
断面达标率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均达到100%。

在水生态修复行动中，平顶山市与国
土绿化紧密结合，规范推进河道生态廊道
建设，完成造林19.3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75平方公里，全市湿地面积52.8万亩、湿
地保护率达 65%，湛河成功入围全国第二
届寻找“最美家乡河”最终参评河流。

河道变美了，群众笑起来了。在宝丰
县石桥镇，石河边上有一家火锅店。“河道
环境越来越美，群众来看河的越来越多，俺
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火锅店老板邱磊高兴
地说。

□高长岭

五项机制
保障高效运转

四大行动 恢复河道生机

水系连通 构建现代水网

白龟山水库通过生态补水，碧波浩渺，绿意盎然，城市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贯穿市区的湛河进行全流域综合治理后，实现了
“河畅、水清、岸美、生态”，成为“四水同治”新样本

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以自然生态景区为本底，采
取综合治理措施，成为休闲度假的“4A旅游景区”

宝丰县石河通过“三清一平一整治”（清除垃圾、
清理杂物、清洁水面，平整河床，整治岸线），实现河岸
整洁、河畅水清

叶县以乡村水网为基础，与农业高质量发展、乡
村旅游紧密结合，开展“一河四渠”整治，实现沟渠相
通，碧水相连

宝丰县李庄乡凤鸣湖依托农村水系连通、坑塘整
治，实现河清湖美

郏县实施城区生态水系工程，在北汝河建成4座橡
胶坝，总蓄水量1400万立方米，新增生态水面近万亩 湛河高新区遵化店镇段湛河高新区遵化店镇段，，沿河生态景观廊道沿河生态景观廊道，，美景怡人美景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