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 长 制 工 作 简 报

（2021 年第一期）

佛山市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1月12日

目 录

省水利厅到高明开展河湖管理工作调研

市委书记鲁毅到南海调研督导广佛跨界河流污染整治及河

长制工作

市委书记鲁毅批示要求加快推进万里碧道建设

市长朱伟赴三水巡查北江干流

市长朱伟调研督导花地涌、雅瑶水道整治情况

佛山桑园围当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我市积极参评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家华巡查佛山水道河长制落实情况

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李政华巡查南沙涌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郭长勇巡查吉利涌

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调研碧道



副市长许国巡查平洲水道

副市长陈小坚巡查北滘河/伦教大涌常教社区段

副市长赵海巡查陈村水道

副市长乔羽巡查芦苞涌

副市长葛承书巡查西北江干流佛山界内河段

禅城区总河长、区委书记黄少文巡查村头涌整治工作

禅城区副总河长、代区长区柱明巡查亚艺湖

南海区长顾耀辉巡查雅瑶水道和花地涌

顺德区代区长王勇巡查顺德水道（勒流段）

高明区长梁耀斌巡查大茶涌、西江干流灵龟塔段

三水区总河长、区委书记胡学骏巡查芦苞涌

三水区副总河长、代区长李军巡查北江干流

市河长办调研“有为水道”碧道建设情况

南海区委常委会议专题听取河长制工作汇报

南海区河长办召开工作会议暨河长约谈会议

顺德区河长办检查黑臭水体及问题河涌

南海：召开碧道专题培训会议

顺德：举行“优秀河长”“最美河涌”评选活动

三水：推进“清四乱”常态化治理工作



佛山日报报道我市碧道建设成效

我市5条动态被广东智慧河长《地市互鉴》栏目采纳刊发

高明开展“水义工”志愿服务宣传活动

水义工举行保护高明河公益活动

水义工开展佛山大堤洁堤护河活动

1、省水利厅到高明开展河湖管理工作调研

12 月 2 日，省水利厅到高明区开展河湖管理工作调研。

省水利厅党组成员、省河长办副主任卢华友对高明的工作予

以充分肯定，认为该区建立了归属清晰、责权明确、监管有

效的河湖管理体系，河湖管理工作规范严谨、成效显著。同

时，要求高明进一步优化对西江河滩地的开发利用，在依法

依规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企业诉求和困难，并加强与上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沟通对接，确保行洪安全；另外也要切实按照省

有关万里碧道的要求，在坚持高明原生态风貌的基础上完善

碧道元素，持续发力完善管网建设和水质提升，为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更优质的环境。



2、市委书记鲁毅到南海调研督导广佛跨界河流污染整治及

河长制工作

12 月 23 日，市委书记鲁毅赴南海区调研督导广佛跨界

河流污染整治及河长制工作。鲁毅同志强调，要深入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好制

造业城市生态文明创新之路，持续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不断改善提升我市水生态环境质量。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进一步发挥人大监督作用，促进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与

社会各界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佛山“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

建设再上新台阶。要高标准、高质量深入推进水环境治理工

程项目建设，切实提升水环境治理基础设施运行效益，确保

如期完成广佛跨界河流整治目标任务。要充分发挥我市水系

基础和优势，久久为功推进碧道建设，努力使我市在全省万

里碧道建设中走在前列，更好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3、市委书记鲁毅批示要求加快推进万里碧道建设

12 月 17 日，市委书记鲁毅就中华白海豚误闯佛山水闸

成功获救一事作出批示，强调要在推进万里碧道建设等工作

上再接再厉，推动佛山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市长朱伟赴三水巡查北江干流



12月2日，市长朱伟以北江干流市级河长的身份巡河履

职，在北江干流三水段实地督办油金大桥旁渔船市场摆卖清

理整治、魁岗电排站重建工程建设情况。朱伟同志指出，北

江大堤是重要的防洪屏障，渔船市场摆卖直接影响了大堤防

汛安全和河段环境，各级河长要切实担起责任，区镇两级要

落实属地责任，协调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一项一项

狠抓落实；同时要加快建设“河鲜一条街”，引导渔民集中

售卖渔获，既保存当地特色，又解决渔民生计问题。

5、市长朱伟调研督导花地涌、雅瑶水道整治情况

12月23日，市长朱伟带队实地调研督导国考鸦岗断面劣

Ⅴ类支流花地涌、雅瑶水道整治情况，并组织召开消除国考

鸦岗断面劣Ⅴ类支流暨城乡黑臭水体整治推进会，对深入打

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进行部署。朱伟同志强调，各区、各部

门要从完成省委省政府工作任务、保障国考省考断面稳定达

标、广佛同城联防联治、增加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四个

层面提高思想认识，力争早日消除劣Ⅴ类支流和黑臭水体。

要坚持“流域治理+一河一策”的思路，做好“源头治理+末

端截污”。要深入推进“三个一体化”，系统推进河涌周边配

套市政管网建设，提高生活污水收集的效率和效能。要加快

补齐污水处理体系短板，持续推动科学治污、源头治污，确

保水质不反弹，实现长制久清。

6、佛山桑园围当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2月8日晚，国际灌排委员会第71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在

线上发布第七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市桑园围成功入

选，成为广东省第一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副市长葛承书率

队前往北京参加会议。

7、我市积极参评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

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全面推动河长制

湖长制从“有名”向“有实”转变，经中央批准，水利部决

定评选表彰一批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经地市推荐和省河长办评定，我市水利局确定为“先进

集体”推荐对象，何永光同志为“先进工作者”推荐对象，

梁耀斌同志为“优秀河长”推荐对象，目前相关资料均已通

过水利部初审。

1、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家华巡查佛山水道河长制落实

情况

12月16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家华带队巡查佛山

水道河长制落实情况。蔡家华同志在巡查中指出，自推行河

长制以来，佛山水道水环境有所改善，这是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重大成效；但仍要进一步树立系统观念，将河长制工作落

实到位，把碧水蓝天还给市民。



2、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李政华巡查南沙涌

12月23日，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李政华带队巡查

南沙涌河长制落实情况，现场调研大洲中段水质情况，对九

子窦支涌工程整治工作进行“回头看”。李政华同志充分肯

定了大洲河水质状况，并要求相关部门重点管控南沙涌流域

工业废水排放，通过加快污水收集治理等措施，整治好九子

窦支涌这一南沙涌最后一处需要治理的河涌，确保南沙涌水

质稳定达标。

3、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郭长勇巡查吉利涌

12月30日，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郭长勇巡查吉利

涌，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督促相关负责人加强河湖管护

工作。

4、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调研八间河、龙沙涌、

西江碧道

12月23日，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南海区总河长闫

昊波率队调研八间河、龙沙涌、西江碧道。闫昊波同志要求

进一步加快推进管网建设，加快实现污水收集管网全覆盖；

同时要加强对已有管网的日常维护，实现污水厂提质增效，

达到负荷和浓度考核要求；另外要加快推进北村水系治理项

目的进度，必要时采取督查督办；根据“三环六带”碧道建

设总体规划的标准、时限等要求提前铺排落实各年度碧道建



设任务，督促各镇街及早开展各项目的规划建设。

5、副市长许国巡查平洲水道

12月14日，副市长许国巡查平洲水道，了解平洲水道流

域内平胜学校生活污水排放整改情况以及支涌银河整治情

况。许国同志指出，平洲水道是广佛跨界主要河流，设有国

考平洲断面，水质现状达到考核要求，要继续统筹做好水生

态保护、水污染防治、水安全保障、水空间管控、水景观提

升等工作，加强流域内重点领域排水户生活污水排放整改，

加强水质仍为劣Ⅴ类及不达标的河涌污染源头治理和末端

截污，确保水质长期稳定达标。

6、副市长陈小坚巡查北滘河/伦教大涌常教社区段

12月29日，副市长陈小坚率队巡查顺德水道支流伦教大

涌和北滘河整治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研判，进一步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工作。

7、副市长赵海巡查陈村水道

12月8日，副市长赵海到陈村水道进行暗访，详细了解

河涌水质状况及河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

办。

8、副市长乔羽巡查芦苞涌

12月24日，副市长乔羽巡查芦苞涌。乔羽同志强调，芦



苞涌水质相对稳定，离不开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努力，下

一步要继续秉持久久为功的工作态度，不为了“治水”而治

水，而要统筹考虑和系统谋划，加强碧道建设，让老百姓享

受到治水的成果。

9、副市长葛承书巡查西北江干流佛山界内河段

12月21日，副市长葛承书带队对西北江干流佛山界内河

段开展巡查。葛承书同志指示，市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协

作、密切配合，加大对我市辖区内重点水域巡查监管力度，

坚决打击涉及“三砂”、河湖“四乱”等危害河湖生态健康

的水事违法行为，切实增强爱河护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

保我市水上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0、禅城区总河长、区委书记黄少文巡查村头涌整治工作

12月3日，禅城区总河长、区委书记黄少文带队开展张

槎街道村头涌巡河工作，重点检查整治效果，了解工程进度。

黄少文同志现场巡查河涌并听取各有关单位汇报后，要求各

职能部门加强沟通，继续加大清淤工程和截污管网改造工程

工作力度，对潜在影响水质的因素要逐一排查，防止水质指

标反弹。

11、禅城区副总河长、代区长区柱明巡查亚艺湖

12日1日，禅城区副总河长、代区长区柱明带队巡视亚

艺湖城南片区水环境治理项目。区柱明同志强调，城南片区



水环境治理项目是我区重点水环境整治项目，实施区域面

广，且处于城市中心区域，备受市民和外来游客的关注；项

目建设单位要加快推进项目进度，各部门要注意加强协调，

优化公园的园林布置和休闲设施的规划安排。

12、南海区长顾耀辉巡查大沥镇雅瑶水道和花地涌

12月23日，南海区长顾耀辉率队巡查大沥镇雅瑶水道，

指出雅瑶水道11月出现不达标且同比有所恶化的现象，对广

佛跨界河流水质稳定达标造成一定的影响，南海各级河长要

深入研讨，从流域治理的角度进行谋划，加快推进这些广佛

跨界支流的治理进度。12月23日，顾耀辉同志又率队巡查大

沥镇花地涌，要求加快推进北村水系流域综合治理项目落地

施工，解决流域内水动力不足、截污管网不完善而导致水污

染负荷日益严重的问题。

13、顺德区代区长王勇巡查顺德水道（勒流段）

12月4日，顺德区代区长王勇对顺德水道勒流段进行巡

查，了解顺德水道水质情况以及附近农业生态问题。王勇同

志指出，顺德水道是水源保护范围，相关部门要做好日常水

质监控工作，并做好岸边卫生保洁，维护好农业生产利益的

同时也要预防其对顺德水道水质影响。

14、高明区长梁耀斌巡查大茶涌、西江干流灵龟塔段

12月16日，高明区委副书记、区长梁耀斌率队到高明河



巡查大茶涌，现场召开河涌整治工作会议，要求各镇街、有

关单位切实强化责任担当和忧患意识，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和

底线思维，立足沧江水闸断面上升为国考断面和当前治水形

势，加大水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尽快补齐水环境治理短板。

12月21日，梁耀斌同志又率队巡查西江干流灵龟塔段，要求

区城管执法局结合区情和堤围现状，提前谋划好2021年万里

碧道灵龟塔段建设工作，为市民提供更多悠闲休憩好去处。

15、三水区总河长、区委书记胡学骏巡查芦苞涌

12月2日，三水区总河长、区委书记胡学骏巡查芦苞涌，

重点了解芦苞涌流域支涌水质情况。胡学骏同志表示，要继

续巩固流域内已验收黑臭水体的治理成效；要深入剖析研判

欧边涌总体呈恶化趋势的现状，查找污染源头，确保水质持

续改善；属地镇街要加快芦苞涌两岸鱼苗场“四乱”问题整

改，同时要举一反三，加大排查力度，制定长效监管机制，

坚决遏制河湖“四乱”违法违规行为。

16、三水区副总河长、代区长李军巡查北江干流

12月2日下午，三水区副总河长、代区长李军巡查北江

干流。李军同志表示，要加强水域岸线管理，常态化开展“清

四乱”行动，清理北江沿线“三无”渔船，规范渔民生产生

活秩序，坚决制止和清理渔民乱堆乱占乱摆卖行为；划定河

鲜摆卖区和渔船维修区等区域，既保留地方特色，又解决渔

民生计问题；加强河道采砂违法行为的联合打击力度，杜绝



“蚂蚁式”盗采河砂现象；加快推进魁岗电排站建设，利用

汛后黄金施工时间，加快工程进度，确保明年汛前建成投入

使用。

（一）市河长办动态

市河长办调研“有为水道”碧道建设情况

12月15日，市河长办常务副主任、市水利局局长李永生

率队前往南海丹灶有为水道进行调研，要求把碧道规划建设

融入乡村振兴的大棋局，加强水道沿线水体保护和河涌疏

浚，积极对沿岸进行软硬件提升，实现既能在岸上行走、亦

能在水中行船，把有为水道打造成全省首个以历史名人命名

的乡村碧道，串联起郊野与乡村、村落与田园，形成我市碧

道建设的一个典范标杆，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地乡村振兴和

文体旅游。

（二）区河长办动态

1、南海区委常委会议专题听取河长制工作汇报

12月25日，南海区委召开十三届第249次区委常委会议，

听取南海2020年河长制重点工作进展落实情况汇报，研究下

一阶段工作。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南海区总河长闫昊

波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紧迫感推

动河长制湖长制各项工作加快落实，加强水污染防治体系、

水污染防治能力以及深入推进整治河湖“四乱”问题，务实



稳妥推进万里碧道建设，同时抓好年度考核工作，抓紧推进

滞后的工作，确保按时完成。

2、南海区河长办召开工作会议暨河长约谈会议

12月24日，南海区政府召开区河长办工作会议暨河长约

谈会议，传达省河长办工作视频会议精神，通报城乡黑臭水

体整治进度，分析各镇提交的反黑河涌方案不足之处。会议

要求进一步推深做实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压实河湖长责任，

提高各级河湖长“认河、知河、巡河、治河、护河”的能力

和水平，推动黑臭水体长制久清，高质量推进碧道规划建设。

3、顺德区河长办检查黑臭水体及问题河涌

为加强对黑臭水体及投诉较多河涌的检查工作，落实河

长制工作，顺德区河长办组成工作检查组，于2020年11月30

日-12月4日对纳入国家、省清单的17条佛山市农村黑臭水体

清单及投诉较多、水体黑臭的河涌进行重点检查，督促相关

部门及镇街落实问题整改。

南海：召开碧道专题培训会议

12月15日，南海区河长办组织召开碧道专题培训，邀请

广东万里碧道宣讲团成员林冰莹、胡秀媚为区河长制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各镇街的碧道建设工作相关部门授



课。本次培训讲解高质量建设万里碧道的丰富内涵、重大意

义和总体布局，传达万里碧道建设工作的最新要求和最新精

神，解读万里碧道建设的目标任务、基本原则、政策措施及

技术要领等。

顺德：举行“优秀河长”“最美河涌”评选活动

10月-12月，由顺德区治水办、顺德区河长办、顺德区

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联合主办的“优秀河长”“最美河涌”

评选展示活动火热开展。此次活动计划评选出15名“优秀河

长”和10条“最美河涌”，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展示顺德治

水成效和决心，展现顺德水环境最美一面，深入推进顺德区

河长制工作和河道建设，呼吁市民一起加入爱水护水行列。

三水：推进“清四乱”常态化治理工作

近期，针对大塘镇油金大桥旁流动非法渔船市场集散点

的问题，三水区组织召开“清四乱”工作会议，深入剖析查

找“清四乱”工作存在的问题并议定《佛山市三水区关于深

入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成立三

水区河湖“清四乱”常态化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

“清四乱”工作的统筹协调，督促各镇街迅速开展专项整治

工作，坚决“遏增量，清存量”，逐步恢复河湖健康生态。



1、佛山日报报道我市碧道建设成效

12月30日，佛山日报以《推动碧道建设打造绿色水轴》

为题对我市今年碧道建设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充分肯定了

我市碧道建设的成绩，指出今年我市基本完成碧道建设

130.28公里，超额完成了省河长办对佛山下达的年度建设任

务。

2、我市5条动态被广东智慧河长《地市互鉴》栏目采纳刊发

12 月，我市 5 条动态被广东智慧河长《地市互鉴》栏目

采纳刊发，包括佛山市出台河湖警长制工作考核细则；佛山

市举行水义工品牌发布暨培训大会；佛山市河长办举行河长

制湖长制工作培训；佛山三水举办河长制主题征文大赛；佛

山市河长办入选为佛山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单位并斩获“政务

服务智慧政务奖”殊荣。

1、高明开展“水义工”志愿服务宣传活动

为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加入护河队伍，积极参加护河志愿

行动，12月3日，高明区河长办联合高明区住建水利局、团

区委和高明区水义工志愿服务支队，到荷城广场开展“水义

工”志愿服务宣传活动。现场共派出《建设美丽高明》《水

法律法规宣传手册》《三防防灾避险指南》等宣传单张约500

份。此次活动宣传了河长制湖长制政策知识及工作成效，增



强了群众保护河湖的意识，激发了市民群众保卫河湖的热

情。

2、水义工举行保护高明河公益活动

12 月下旬，“绿水青山‘河粉’在行动”佛山市水义工

保护高明河公益活动在高明秀丽河畔举行，这是佛山市水义

工志愿总队联合高明区河长办、高明区水义工志愿服务支队

开展的首场巡河护河志愿活动。志愿者们沿着河岸捡拾生活

垃圾，并细心观察秀丽河的水质状况，发现问题即时记录，

连同同定位及时反馈到区河长办，由河长办转交给对应的河

湖长跟进处理。

3、水义工开展佛山大堤洁堤护河活动

12 月 5 日，狮山镇小塘仁德志愿服务队联动广东东软学

院大学生在佛山大堤开展洁堤护河活动，充分发挥水义工在

河湖治理工作中的力量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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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