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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环境部华南督察局赴我市调研督导

6 月 12 日，生态环境部华南督察局督察专员白保柱率队到我市

开展中央督察整改工作调研督察，实地考察顺德区桂畔海水系综合整

治工程、乐从镇大闸村农村黑臭河涌整治等项目。白保柱同志指出，

水环境治理是城市化建设进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佛山要在下阶段的

治理中再接再厉，学习借鉴周边城市水环境整治经验，实现精准治污，

确保佛山水生态环境长治久安。副市长葛承书等同志陪同调研。

2、投资 21.5 亿全流域治理里水河

6 月 2日，我市正式全面启动里水河全流域治理项目。该项目是

南海首个以流域统筹模式推进的治水项目，总投资 21.5 亿元，治理

面积达 66平方公里，覆盖 19个行政村约 18万常住人口。项目于 2018

年 6月启动建设，经过前期综合治理，里水河流域水环境有了明显改

善。在此基础上，项目继续启动清淤、补水、管网查漏补缺、山脚泵

站、真空负压、生态修复等工程，并新增 3年试运营内容。

3、我市创新设立“河湖长+检察长”协同工作机制

6 月 23 日，市检察院和市河长办联合签署《关于建立“河湖长+

检察长”协同工作机制的意见》及合作框架协议，揭牌成立“佛山市



守护河湖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基地”。接下来双方将联合建立 9项工作

机制，从联动协作、信息共享、依法监督、普法宣传等多个层面强化

沟通协作，进一步推动行政执法和检察监督互促共进，助推河长制湖

长制从“有名”迈向“有实”。

4、潭州水道游船项目试航

6 月 8日，潭州水道夜间游船项目试航。该项目是我市为发展夜

间经济而着力打造的省级水上观光旅游平台，也是目前全市唯一的夜

间旅游观光项目。项目拟开通“龙舟广场一北滘站（调头）-潭洲水

道-东平水道-东平隧道（调头）一龙舟广场”环线，全长约 17 公里，

游览时间约 1小时，途径 5个核心照明区域和 3座桥梁，远眺 2座桥

梁。游船预计今年国庆期间正式开航，全年计划开通常规 610 个航次

的夜游线路。

5、禅城征地 14.28 万㎡支持东平河水轴线建设

6 月初，禅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发布公告，对东平河北岸

滨江带（石湾西段）景观提升项目范围土地和房屋实施征收。此次征

收地位于东平河北岸滨江带的星耀石湾片区，征地范围涉及土地

14.28 万㎡，将用于支持东平河水轴线建设。

1、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李政华巡查南沙涌

6 月 23 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李政华现场巡查南沙涌河长制

落实情况。李政华同志指出，南沙涌整治关键在大洲河，大洲河整治

关键在截污；河涌治理不能太人工化、硬底化，要尊重自然，充分利



用水体自净。市委副秘书长曾有岳，市河长办副主任、市住建局宗纪

昌副局长等相关同志陪同调研。

2、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邓建伟巡查潭洲水道

6 月 28 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邓建伟率队巡查潭洲水道，

要求继续推进潭洲水道及其支涌系统治理工作，加快推进相关重点工

程项目建设；对于水质未达标的部分重点支涌，要加快截污管网等工

程建设进度，切实加强污染物源头治理，确保达到今年水质目标。同

时，要进一步加强“一河两岸”景观打造，实现“水清、岸绿、景美”。

3、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部署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6 月 10 日，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区总河长闫昊波现场调

研北村水系、里水河流域治理以及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并主持召开区

委书记专题会议暨区总河长会议，对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再部署、再落

实。闫昊波同志针对下阶段治理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上来，拿出“百米冲

刺”的劲头抓紧推进各项整治任务，坚决打好打赢黑臭水体歼灭战；

二要强化标本兼治，着重推进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流域治理，巩固

提升水环境治理成效；三要夯实工作责任，全力确保整治任务抓紧抓

实抓到位。

4、副市长许国巡查平洲水道

6 月 30 日，副市长许国带队巡查平洲水道流域河长制工作落实

情况以及重点支涌整治情况。许国同志在检查中指出，平洲水道是广

佛跨界主要河流，设有国考平洲断面，各级各单位要绷紧水质达标这

根弦，加强重点支涌整治，加快推进流域水环境整治项目实施，持续



做好平洲水道及其支涌的河面及河岸保洁，确保河涌整体环境持续优

化向好。

5、副市长乔羽部署芦苞涌治理工作

6 月 9日，副市长乔羽率队巡查芦苞涌，重点检查花海工程及同

树泵站工程建设情况。乔羽同志表示，芦苞涌近年水质稳定在 IV 类，

已达到上级考核要求，但各级各部门要秉持久久为功的工作态度，通

盘考虑芦苞涌整体流域，围绕支涌水质提升重点推进工业企业监管、

村居生活污水收集系统建设及鱼苗场清理等工作；同时要利用好芦苞

涌天然优势，高质量建设芦苞涌碧道。

6、禅城区委书记黄少文巡查佛山水道禅城段

6 月 23 日，禅城区委书记、区总河长黄少文率队到佛山水道禅

城段巡河。黄少文同志现场听取相关水环境整治工作汇报后，提出要

科学谋划、因地制宜、因河施策地推进佛山水道治理工作，在落实河

涌整治的同时，结合本土特色文化元素，不断丰富水环境治理文化内

涵，为推动片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水环境基础支撑。

7、南海区长顾耀辉巡河履职

6 月 11 日，南海区长、区级河长顾耀辉率相关部门巡查顺德水

道，了解其水质现状及治水工程进展情况。顾耀辉同志指出，南海治

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距离考核目标和群众期望仍有距离，接下来要

落实好分散式污水处理装置运营管理、病害截污管网修复、四大排水

大户截污纳管等工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提升南海的水生

态环境质量。



8、顺德区长彭聪恩巡查顺德水道（伦教段）

6 月 1日，顺德区长彭聪恩到顺德水道进行巡查调研。此次巡查

发现河道中及堤围边存在生活垃圾清理不及时的情况，彭聪恩同志要

求相关部门尽快跟进处理，落实好河道保洁和河岸养护工作，保持水

域环境整洁。

9、高明区委书记徐东涛调研截污管网建设工作

6月18日，高明区委书记、区总河长徐东涛率队到幸福楼片区调

研截污管网建设用地和河江片区污水排放等问题，要求镇街按照规划

方向预留建设用地，要求区交通运输局在10月底前完成幸福楼、专业

市场和宜丰街片区截污管网建设，并于排水方涵与大茶涌连接处设节

制闸，解决大茶涌反流问题；住建水利局优先组织实施河江片区管网

清疏工作，推进片区管网修复改造工程，有效治理生活污水排放问题。

10、高明区长梁耀斌赴更合镇履职巡河

6月28日，高明区长梁耀斌率队前往更合镇履职巡河，调研更合

镇污水厂配套管网建设和自来水厂的运营情况。梁耀斌同志强调，污

染防治是事关人民切身利益和群众人身安全的重要事项，是高明工作

的重中之重，相关部门要尽快解决污水处理厂审计整改等问题，加快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同时要加强水质监测力度，将深步

水水库跨界污染问题情况报市政府，必要时通过媒体曝光手段通报跨

界河流影响高明水质问题。



11、三水区委书记黄福洪巡查北江

6 月 8日，三水区委书记、区总河长黄福洪实地检查西、北江防

汛工作，要求各级各部门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做好应急物资和避难场

所安全检查，全面落实各项防御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12、三水区长胡学骏开展水污染防治攻坚工作调研

6 月 5日、6 月 22 日，三水区长、区副总河长胡学骏分别带队调

研九曲河流域、漫水河流域以及芦苞涌水环境整治工作，要求相关职

能部门和镇街要把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硬任务，一

抓到底、常抓不懈，不断提升全区生态环境质量；尤其要以啃硬骨头

的勇气和魄力，加快推进漫水河流域各项治理工作，力争打一场漂亮

的治水翻身仗。

（一）市河长办动态

1、市河长办常务副主任、水利局局长李永生督导广佛跨界

河涌整治

6月24日，市河长办常务副主任、市水利局局长李永生率队到南

海里水调研广佛跨界河涌水环境治理工作，对里水河流域治理成效表

示肯定，并要求区镇两级河长继续发挥领治作用，积极协调、督导相

关职能部门推进排污口规范化治理、沿线截污管网建设、“清四乱”



等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启动环保应急措施，尽快解决市民密切关注

的突出水环境问题。

2、市河长办副主任、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宗纪昌检查

河湖治理工作

为进一步落实佛山市总河长令要求，6月10日，市河长办副主任、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宗纪昌带队就排水防涝及河长制湖长制

工作进行调研检查，实地查看了佛山水道机场涌、瓜步汛电排站、荷

村水闸旧址、南沙涌、大洲河水质情况，检查城北厂在建工地、丹灶

金沙城北污水处理厂的运营情况，期间发现的问题及时发区河长办跟

进和整改。

3、市河长办召开常态化“清四乱”工作推进会

6 月 17 日，市河长办组织召开涉水违建清查整治专项行动和常

态化“清四乱”工作推进会，总结上阶段工作情况，部署下阶段工作

计划。市河长办副主任、市水利局副局长刘剑锋在会上强调，各区要

不断提高思想站位，深刻认识河湖“清四乱”的长期性、重要性和紧

迫性，特别要将违建清查整治作为“清四乱”的重中之重，持续加码

工作力度，督促镇街开展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地毯式排查，实现发

现一宗、清理一宗、绝不手软。

4、东莞市河长办赴我市参观考察

6 月 11 日，东莞市河长办副主任、市水务局副局长蔡国威率队



到我市参观考察碧道建设及河长制工作情况。东莞市河长办一行先后

参观了南海千灯湖及东平水道省级碧道建设现场，对两地交融水陆、

串连城脉的高标准碧道规划建设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并表示将积极学

习佛山对河心岛的保护理念和做法，使河湖更美更靓。参观考察过程

中，双方还就河长制创新举措、工作难点等进行了深入交流互鉴，表

示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互相促进、共同提升，共绘南粤江湖美的宏伟

画卷。市河长办相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5、水义工志愿服务队入选“益苗计划”市级示范项目

6 月 22 日，2020 年“益苗计划”——佛山志愿服务组织成长扶

持行动暨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资助项目名单正式出炉。由市河长办指导

的项目——佛山水义工爱水护水公益活动（暂定名“河粉”）当选市

级示范项目，并在榜单上位列第一。接下来，市河长办将继续加大对

佛山“河粉”志愿服务队的指导、扶持，精心组织培训并开展各类志

愿活动，使其成为我市水生态水环境建设的重要助推力。

（二）区河长办动态

1、我市南海携手广州花都共治跨界河涌

6 月 18 日，南海区与广州花都区联合召开跨界河流污染整治工

作交流会。一行人以实地考察和座谈交流的形式，了解两区河涌水质

现状及“清四乱”、截污等重要工作推进情况，研讨当前河涌治理存

在的困难。会议提出了下阶段工作措施：一是加强沟通联系，建立区

镇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多层次协调联系机制，加强治水交流；二

是聚焦存在问题，坚决做到整改到位，一治到底；三是以目标为导向，

加强信息和数据的共享互通，持续推动本辖区内河涌整治工作；四是

强化联防联治，构建执法联动机制，进一步发挥治水合力，坚决打好



打赢广佛跨界河流污染防治攻坚战。

2、南海区河长办开展黑臭水体暗访巡查

为落实市、区总河长 2号令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快推进南海城

乡黑臭水体整治，6月中上旬，南海区河长办分三个工作组，对各镇

（街道）未通过验收的黑臭水体以及中央、省环保督察整改不到位河

涌、验收反弹严重河涌进行暗访巡查，督促存在问题整改。

3、顺德龙江启动系列治水工程

6 月 5日，顺德区龙江镇举行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期间全景漫

游·指尖上的龙江美景、互动型线上博物馆等环节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活动现场还启动了龙江镇系列治水工程，接下来该镇将通过实施污水

收集管网建设工程、拆除河涌违法建筑工程、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治

理工程、河涌清淤活水工程和节制闸(站)建设系列工程，全力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赋能龙江高质量发展。

4、快！准！狠！顺德乐从按下治水执法“加速键”

6 月 19 日，顺德区乐从镇多部门联合开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行

动，对大闸村德兴、东风、乐安、胜元、东元片占用河涌违法建（构）

筑物进行清理拆除，并实施河道清淤清障，为未来实现乐从全镇污水

管网接驳打好基础。接下来，该镇将保持拆违高压态势，继续联动其

他部门在镇内严打违建行为，不断提升市民居住环境和水环境质量。

禅城：水环境宣传“进商场”，绿色理念入人心



6 月 24 日，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在商圈举办水环境环保宣传活动，

通过宣读水环境环保倡议书、向水环境环保志愿服务队授队旗、水环

境环保签名和趣味游戏活动等形式，向市民群众普及水环境保护知

识，营造全社会爱水护水的良好氛围。

南海：发布第 2 号总河长令压实黑臭水体治理责任

为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南

海区发布第 2号总河长令《关于进一步压实河长职责全面消除黑臭水

体的命令》，决定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全面消除黑臭水体专项行动。总河长令要求各级各部门树立“一盘棋”

思想，落实强化目标导向、强化责任担当、强化系统治理、强化考核

监督等要求，确保按时保质高标准完成黑臭水体整治任务。

顺德：以特色墙绘点亮滨河景观

今年 6月，顺德容桂红星社区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活化

水韵红星河道景观带，并在经得村民同意后对民房进行彩绘，扮靓沿

河两岸建筑。香蕉树、田野、醒狮、游龙……在艺术家的巧手下，原

本斑驳灰黑的屋墙化为一幅幅美图，充分展现出岭南水乡风情特色。

顺德：出台述职制度促河长制湖长制落地见效

6 月 22 日，顺德区草拟了《佛山市顺德区河长制湖长制年度述

职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通过建立年度述职制度，进一步建立

健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河湖管理保护责任体系，促进河长制

湖长制工作“见行动”“见成效”。

高明：党建引领守护“美丽河湖”



6 月 5日，高明区住建水利局党员志愿者齐聚沧江堤围，认真清

理河道滩地违规种植作物，拾捡岸边市民丢弃的垃圾和杂物，带头以

实际行动守护“美丽河湖”，传播绿色生态理念。

三水：线上云巡河，营造全民治水氛围

６月５日是世界环境日，三水区推出“美丽三水我是行动者”线

上巡河活动。市民只要登陆手机界面，就能跟随“淼城河长”的脚步

进行线上巡河，“云”参观主要河涌的整治成效，并通过语音和文字

资料了解背后的治水故事。活动期间，三水市民纷纷通过 H5 小游戏

“云巡河”，部分市民还提出治水金点子，积极为河涌治理建言献策。

三水：出台“四水”方案，构建绿色生态网

近日，三水区印发《佛山市三水区“水资源、水安全、水环境、

水生态”整治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拟通过 3年努

力，构建立体绿色生态水网，打造蓝绿交织、山水相依、生态相连、

文脉相融的城市三水新形态，力促全区水资源、水安全、水环境、水

生态质量得到总体改善提升。

1、中国水利报张卫东副总编一行到我市采访调研

6 月 12 日至 13 日，中国水利报社副总编辑张卫东、记者吴頔及

省河长办黄江歌一行三人来到我市，就碧道建设和桑园围申报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等工作进行深入采访调研。该报记者表示，此次“佛山行”

收获满满，他们将好好提炼佛山的经验做法，争取讲好佛山的“治水



故事”。

2、“南方+”报道佛山水义工志愿服务总队

6 月 2日，南方+新闻 APP 刊登千字文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报

道我市组建佛山水义工志愿服务总队并开展首场公益活动的故事。

3、佛山日报报道里水河全流域治理项目

6 月 2日，我市全面启动里水河流域治理项目，相关情况被佛山

日报、佛山+APP 报道。

4、潭州水道游船项目获广泛关注

6 月 8日，我市潭州水道游船惊艳亮相并试航，在社会上引发广

泛关注，被南方+APP、佛山日报、佛山+APP、佛山电视台、佛山电台、

澎湃等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报：省水利厅，省河长办；

鲁毅书记，朱伟市长；

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秘书长、副秘书长。

送：市河长办各成员单位；

各区委、区政府，区河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