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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湖库汇总表

行政区域 湖泊 水库 湖库总数 水域面积（亩)

禅城区 6 0 6 77.1 

南海区 7 31 38 12275.8 

顺德区 2 0 2 1681.9 

高明区 1 68 69 10101.0 

三水区 1 30 31 9650.1 

总计 17 129 146 33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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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禅城区湖长名录

序号 区域
所属镇街
(街道)

名称
水域面积
（亩)

区级湖长（职务） 镇级湖长（职务） 村级湖长（职务） 备注

1 禅城区 祖庙街道 中山公园湖 10.8
李仕亨（祖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

梁永辉（区园林绿化养护中心公园管理
所所长）
陈洁英（区园林绿化养护中心公园管理
所管理人员）

2 禅城区 石湾镇街道 亚艺湖 18.66 梁柱华（禅城区委常委）
吉江鸿（石湾镇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
主任）

黄燕芝（湖景社区居委会主任）
陈毓南（佛山市岭南园林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3 禅城区 石湾镇街道 文华公园湖 2.76 李勇奎（石湾镇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陈毓南（佛山市岭南园林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4 禅城区 石湾镇街道 石湾公园湖 4.46 李勇奎（石湾镇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李家聪（红卫社区居委会主任）
朱禅敏（劳动社区居委会主任）
莫悦明（榴苑社区居委会主任）
谭  清（三友社区居委会主任）
周柳研（忠信社区居委会主任）
邓小磊（和平社区居委会主任）

5 禅城区 张槎街道 王借岗公园湖 1.1
颜雪锋（张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

李洪福（佛山市园林绿化工程公司总经
理）

6 禅城区 南庄镇 绿岛湖 39.33 徐锦棠（南庄镇副镇长）
黄毅成（禅经区项目物业管理部副部
长）

合计 6个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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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湖长名录

序号 区域
所属镇街
(街道)

名称
水域面积
（亩)

区级湖长（职务） 镇级湖长（职务） 村级湖长（职务） 备注

7 南海区 桂城街道 千灯湖 420.00 
张敬文（南海区委常委，桂城街道党工委书
记）

卢沛广（桂城街道市政管理处主任）

8 南海区 桂城街道 映月湖 64.05 
张敬文（南海区委常委，桂城街道党工委书
记）

卢沛广（桂城街道市政管理处主任）

9 南海区 桂城街道 文翰湖 105.00 
张敬文（南海区委常委，桂城街道党工委书
记）

卢沛广（桂城街道市政管理处主任）

10 南海区 西樵镇 天湖水库 88.00 冼留胜（西樵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罗永权（西樵山风景管理处主任） 西樵山上

11 南海区 西樵镇 幸福水库 158.00 黄颂华（西樵镇党委书记) 梁柱斌（西岸社区居委会主任）

12 南海区 西樵镇 东湖水库 24.00 罗丽容（西樵镇党委委员） 罗永权（西樵山风景管理处主任） 西樵山上

13 南海区 西樵镇 听音湖 390.00 潘国雄（西樵镇党委委员） 巫学忠（西樵镇锦湖办主任）

14 南海区 丹灶镇 赤坎水库 1347.60 
蔡汉全（南海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
郭  来（丹灶镇镇总工会主席） 邓伟泉（仙湖管理处主任）

15 南海区 丹灶镇 瀚林湖 270.00 邵小筠（丹灶镇委委员） 谢小辉（仙湖社区党委书记）

16 南海区 狮山镇 东风水库 2881.00 
刘涛根（南海区委副书记
、佛山高新区管委会主

任）

麦维涛（狮山镇官窑管理处党委委员） 陈永盛（区东风水库管理所所长）
区东风水库
管理所管理

17 南海区 狮山镇 水涡水库 180.00 潘志刚（狮山镇官窑管理处党委委员） 万日贤（万石村党委书记）

18 南海区 狮山镇 朗下黄洞迳水库 570.00 何丽明（狮山镇小塘社会管理处党委委员） 杨志成（朗下村党委书记）

19 南海区 狮山镇 洗马井水库 210.00 关倩涛（狮山镇小塘社会管理处党委委员） 李镇英（小塘社区党委书记）

20 南海区 狮山镇 仙溪水库 841.50 张悦颜（狮山镇大圃管理处党委副书记） 镇管水库

21 南海区 狮山镇 九龙坑水库 510.00 叶浩声（狮山镇官窑管理处党委委员） 何啟全（大榄社区党委书记）

22 南海区 狮山镇 羊子岗水库 205.50 麦维涛（狮山镇官窑管理处党委委员） 陈文光（桃园社区党委书记）

23 南海区 狮山镇 天子坑水库 20.00 甘少常（狮山镇罗村管理处党委委员） 招国强（招大社区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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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湖长名录

序号 区域
所属镇街
(街道)

名称
水域面积
（亩)

区级湖长（职务） 镇级湖长（职务） 村级湖长（职务） 备注

24 南海区 狮山镇 横过坑水库 137.00 邵建国（狮山镇罗村管理处党委委员） 刘沛荣（白沙桥社区党委书记）

25 南海区 狮山镇 乌泥忽水库 52.20 黄秉亮（狮山镇大圃管理处党委委员） 谭敏贤（谭边社区党委书记） 无水

26 南海区 狮山镇 塘边坑水库 86.30 潘伟权（狮山镇大圃管理处党委委员） 李宏江（横岗社区党委书记）

27 南海区 狮山镇 冬瓜坑水库 132.00 岑志成（狮山镇罗村管理处党委委员） 招国强（招大社区党委书记）

28 南海区 狮山镇 穆院黄洞迳水库 204.00 黄坚明（狮山镇罗村管理处党委委员） 谭伟成（穆院社区党委书记）

29 南海区 狮山镇 马头石水库 309.00 梁月华（狮山镇官窑管理处党委委员） 蔡海安（永和村党委书记）

30 南海区 狮山镇 幸福水库 158.00 麦杰洪（狮山镇大圃管理处党委委员） 叶常健（颜峰社区党委书记）

31 南海区 狮山镇 新村坑水库 199.50 
冼汉明（罗村社会管理处党委副书记、副主
任）

白业成（塘头社区党委书记）

32 南海区 狮山镇 海灵王水库 108.00 谢振华（狮山镇官窑管理处党委委员） 黄灿洪（塘联村党委书记）

33 南海区 狮山镇 前进水库 168.00 冯兆球（狮山镇官窑管理处党委委员） 孔焕锋（石碣社区党委书记）

34 南海区 狮山镇 九马松水库 58.50 李  鹏（狮山镇罗村管理处党委委员） 谭伟成（穆院社区党委书记）

35 南海区 狮山镇 梁山坑水库 96.00 陈仲法（高新区党群工作局副局长） 黄伟港（黄洞村党委书记）

36 南海区 狮山镇 钟坑水库 195.00 彭业荣（狮山镇小塘社会管理处党委委员） 唐佐国（唐边村党委书记）

37 南海区 狮山镇 南坑水库 169.50 肖光荣（狮山镇小塘管理处党委副书记） 郭广清（狮北村党委书记）

38 南海区 狮山镇 雷公坑水库 90.00 雷杰文（狮山镇官窑管理处党委副书记） 麦剑文（吴屋村党委书记）

39 南海区 狮山镇 黄洞黄洞迳水库 232.50 李发强（狮山镇小塘社会管理处党委委员） 黄伟港（黄洞村党委书记）

40 南海区 狮山镇 博爱湖 560.00 余元蕙（狮山镇党委委员） 梁钻开（狮城社区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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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湖长名录

序号 区域
所属镇街
(街道)

名称
水域面积
（亩)

区级湖长（职务） 镇级湖长（职务） 村级湖长（职务） 备注

41 南海区 狮山镇 孝德湖 97.65 曹淑芸（罗村社会管理处党委委员） 吴其国（状元社区党委书记）

42 南海区 里水镇 山口水库 540.00 何宏图（里水镇副镇长） 黄景志（小布村党委书记）

43 南海区 里水镇 美景水库 210.00 陈永洪（里水镇人大副书记） 汤宏宝（建星村党委书记）

44 南海区 里水镇 天竺岗水库 188.00 梁文成（里水镇党委委员） 汤宏宝（建星村党委书记）

合计 38个 12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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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湖长名录

序号 区域
所属镇街
(街道)

名称
水域面积
（亩)

区级湖长（职务） 镇级湖长（职务） 村级湖长（职务） 备注

45 顺德区 大良 青云湖 653.6 招霞红（顺德区副区长） 霍茂昌（大良街道办事处主任）
高锡洪（近良社区党委书记）
钟丽珊（顺峰社区党委书记）

46 顺德区 大良 桂畔湖 1028.3 招霞红（顺德区副区长） 霍茂昌（大良街道办事处主任）
郭凯旋（苏岗社区党委书记）
潘礼全（逢沙社区党委书记）

合计 2个 1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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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高明区湖长名录

序号 区域
所属镇街
(街道)

名称
水域面积
（亩)

区级湖长（职务） 镇级湖长（职务） 村级湖长（职务） 备注

47 高明区 荷城街道 伦埇水库 120 陈贤方（荷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黄永安（伦埇村党委书记）

48 高明区 荷城街道 孔堂水库 675 邱伟军（荷城街道纪工委书记） 罗文勇（孔堂村党委书记）

49 高明区 荷城街道 黎峡坪水库 165 麦嫦玲（荷城街道党工委委员） 黄永安（伦埇村党委书记）

50 高明区 荷城街道 横江水库 90 黎卓升（荷城街道党工委委员） 黄锡权（照明社区党委书记）

51 高明区 荷城街道 江背水库 45 周殿勇（荷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唐志源（石洲村党委书记）

52 高明区 荷城街道 洁净水库 60 王杰才（荷城街道党工委委员） 黄永安（伦埇村党委书记）

53 高明区 荷城街道 南坑水库 15 罗鉴波（荷城街道总工会主席） 梁健波（江湾社区党委书记）

54 高明区 荷城街道 珠江水库 30 周殿勇（荷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唐志源（石洲村党委书记）

55 高明区 荷城街道 荫岗水库 15 李国辉（荷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严永朝（南洲村党委书记）

56 高明区 荷城街道 荷村水库 225 陆海均（荷城街道党工委委员） 严永朝（南洲村党委书记）

57 高明区 杨和镇 塔花山水库 36 仇发强（杨和镇党委委员） 李  伟（河东社区党委书记）

58 高明区 杨和镇 大坑水库 45 李定国（杨和镇党委委员） 谢文星（对川村党委书记）

59 高明区 杨和镇 大水坑水库 120 黄兰芬（杨和镇党委委员） 严国全（石水村党委书记）

60 高明区 杨和镇 大沙水库 945 李鉴兴（杨和镇党委委员） 潘敏冲（岗水村党委书记）

61 高明区 杨和镇 珠坑水库 45 谭日升（杨和镇党委副书记） 陈庚球（沙水村党委书记）

62 高明区 杨和镇 百步梯水库 45 吴桂枝（杨和镇工会主席） 陈庚球（沙水村党委书记）

63 高明区 杨和镇 茶场水库 255 黄培良（杨和镇党委委员） 谢文星（对川村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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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高明区湖长名录

序号 区域
所属镇街
(街道)

名称
水域面积
（亩)

区级湖长（职务） 镇级湖长（职务） 村级湖长（职务） 备注

64 高明区 杨和镇 莳禾坑水库 52.5 林庆泉（杨和镇副镇长） 杜景鸿（清泰村党委书记）

65 高明区 杨和镇 西坑水库 945 谢志强（高明区副区长） 仇细初（杨和镇副镇长） 严国全（石水村党委书记）
该水库由区
直管

66 高明区 杨和镇 三亩石水库 105 谭永强（杨和镇党委委员） 冯云飞（河西社区党委书记）

67 高明区 杨和镇 蕉坑水库 15 关广翔（杨和镇党委委员） 谢文星（对川村党委书记）

68 高明区 明城镇 东陂水库 60 徐坤明（明城镇人大副主席） 梁华方（新岗村党委书记）

69 高明区 明城镇 仁坑水库 75 朱文华（明城镇党委委员） 邓伟光（明西村党委书记）

70 高明区 明城镇 官迳水库 210 杨建民（明城镇党委委员） 杨伟东（明北村党委书记）

71 高明区 明城镇 潭黎水库 375 陈伟光（明城镇镇长） 邓方平（潭朗村党委书记）

72 高明区 明城镇 茶地上水库 45 康从宇（明城镇党委委员） 邓方平（潭朗村党委书记）

73 高明区 明城镇 茶地下水库 90 陈少通（明城镇党委委员） 邓方平（潭朗村党委书记）

74 高明区 明城镇 尖峰坑水库 45 区鸿文（明城镇党委委员） 李子东（罗稳村党委书记）

75 高明区 明城镇 横江水库 45 严子强（明城镇总工会主席） 杨伟东（明北村党委书记）

76 高明区 明城镇 高田水库 60 麦伟权（明城镇党委委员） 夏伦新（明东村党委书记）

77 高明区 明城镇 鲤江水库 60 叶敏红（明城镇党委委员） 邓伟光（明西村党委书记）

78 高明区 明城镇 西陂水库 45 廖杰东（明城镇副镇长） 梁华方（新岗村党委书记）

79 高明区 明城镇 陈村水库 45 谢捷兴（明城镇党委委员） 梁华方（新岗村党委书记）

80 高明区 明城镇 飞马山水库 45 李文常（明城镇副镇长） 何振锋（光明村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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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高明区湖长名录

序号 区域
所属镇街
(街道)

名称
水域面积
（亩)

区级湖长（职务） 镇级湖长（职务） 村级湖长（职务） 备注

81 高明区 更合镇 业山水库 165 颜潘隆（更合镇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李泽武（巨泉村党委书记）

82 高明区 更合镇 中山塘水库 120 彭国雄（更合镇总工会主席） 欧  荣（更楼社区党委书记）

83 高明区 更合镇 停步水库 60
林朝辉（高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更合分局局
长）

欧  荣（更楼社区党委书记）

84 高明区 更合镇 凤咀水库 105 陈国勇（更合镇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副局长） 陈志深（宅布村党委书记)

85 高明区 更合镇 分水坑水库 45 谭燕媚（更合镇党委副书记） 梁悦林（大幕村党委书记）

86 高明区 更合镇 勒边水库 90 杜明坚（更合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曾维强（泽河村党委书记）

87 高明区 更合镇 千岁正坑水库 45 朱洪星（镇党委委员） 梁子琪（珠塘村党委书记）

88 高明区 更合镇 响水坑水库 60 杜卫东（更合镇党委委员） 陆志文（歌乐村党委书记）

89 高明区 更合镇 塔枧坑水库 60 廖振刚（更合镇总工会专职副主席） 梁悦林（大幕村党委书记）

90 高明区 更合镇 大幕竹坑水库 15 范禹锋（更合镇纪委副书记） 梁海峰（新圩社区党委书记）

91 高明区 更合镇 大洞水库 90 梁红冰（更合镇组织工作办公室主任） 黄剑平（水井村党委书记）

92 高明区 更合镇 天湖水库 45 陈继良（更合镇民政局局长） 梁海峰（新圩社区党委书记）

93 高明区 更合镇 尖峰坑水库 45
黄光武（更合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
长）

梁海峰（新圩社区党委书记）

94 高明区 更合镇 文坑水库 30 彭硕强（更合镇党委委员） 廖志强（布练村党委书记）

95 高明区 更合镇 新围长坑水库 75 杨  楠（更合镇党委委员） 梁悦林（大幕村党委书记）

96 高明区 更合镇 横村水库 15 谭至诚（更合镇财政局局长） 罗炳周（平塘村党委书记）

97 高明区 更合镇 水井水库 30 杨显峰（更合副镇长） 黄剑平（水井村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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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高明区湖长名录

序号 区域
所属镇街
(街道)

名称
水域面积
（亩)

区级湖长（职务） 镇级湖长（职务） 村级湖长（职务） 备注

98 高明区 更合镇 深步水水库 2205 黄志明（高明区副区长） 严杰丰（更合镇党委书记） 罗炳周（平塘村党委书记）
该水库由区
直管

99 高明区 更合镇 版村水库 120 潘海洋（更合镇镇长） 麦根本（版村党委书记）

100 高明区 更合镇 独岗水库 30
罗文辉（高明区交通运输和城市管理局更合
分局局长）

陆志文（歌乐村党委书记）

101 高明区 更合镇 白石长坑水库 15 麦华灿（更合镇党委委员） 刘  植（白石村党委书记）

102 高明区 更合镇 福山水库 645 严杰丰（更合镇党委书记） 罗炳周（平塘村党委书记）

103 高明区 更合镇 笋坑水库 60 康志杰（更合镇党委委员） 梁悦林（大幕村党委书记）

104 高明区 更合镇 细塘尾水库 75 梁木荣（更合镇综治信访维稳办主任） 梁悦林（大幕村党委书记）

105 高明区 更合镇 若坑水库 45 何桂全（更合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 曾维强（泽河村党委书记）

106 高明区 更合镇 草坑水库 75 吴汝诚（更合镇国土城建水务局局长） 陈敬培（小洞村党委书记）

107 高明区 更合镇 草塘坑水库 60 陈方明（更合镇副镇长） 梁海峰（新圩社区党委书记）

108 高明区 更合镇 里洞水库 15 钟邦根（更合镇副镇长） 麦根本（版村党委书记）

109 高明区 更合镇 长坑氹水库 75 廖海坚（更合镇党委办公室主任） 梁悦林（大幕村党委书记）

110 高明区 更合镇 陇村水库 30 陈文龙（更合镇党委副书记） 罗炳周（平塘村党委书记）

111 高明区 更合镇 香山水库 30 麦志阳（更合镇经促局局长） 黎松辉（香山村党委书记）

112 高明区 更合镇 高村竹坑水库 30 叶志鹏（更合镇农林渔业局副局长） 陈海洪（高村党委书记）

113 高明区 更合镇 黄塘水库 75
冯伟明（高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更合分
局局长）

罗报安（界村党委书记）

114 高明区 更合镇 黄金坑水库 90 谭伟斌（更合镇国土城建水务局副局长） 曾维强（泽河村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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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高明区湖长名录

序号 区域
所属镇街
(街道)

名称
水域面积
（亩)

区级湖长（职务） 镇级湖长（职务） 村级湖长（职务） 备注

115 高明区 西江新城 明湖 82.5 杨洁红（西江新城管委会副主任） 王汉彬（上秀丽村党委书记）

合计 69个 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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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水区湖长名录

序号 区域
所属镇街
(街道)

名称
水域面积
（亩)

区级湖长（职务） 镇级湖长（职务） 村级湖长（职务） 备注

116 三水区 南山镇 白鹤洞二级水库 82.5 李志文（南山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钟伟强（六和村党委书记）

117 三水区 南山镇 白鹤洞一级水库 49.8 朱凤琼（南山镇党委委员） 钟伟强（六和村党委书记）

118 三水区 南山镇 草屈水库 62.0 何伟全（南山镇党委委员） 钟伟强（六和村党委书记）

119 三水区 南山镇 古屋水库 150.0 李渭源（南山镇党委委员） 钟伟强（六和村党委书记）

120 三水区 南山镇 观音庙水库 66.0 章国顺（南山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钟伟强（六和村党委书记）

121 三水区 南山镇 九道谷水库 20.0 郑臣敏（南山镇副镇长） 庾家杰（择善社区党委书记）

122 三水区 南山镇 九龙岗水库 473.4 骆钊明（南山镇副镇长） 钟伟强（六和村党委书记）

123 三水区 南山镇 梅仔园水库 27.1 何炳昌（南山镇党委委员、派出所所长） 钟伟强（六和村党委书记）

124 三水区 南山镇 枕头湾水库 850.1 刘永基（南山镇委副书记） 唐倩凡（漫江社区党委书记）

125 三水区 南山镇 黄德池水库 87.1 彭文锋（南山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钟伟强（六和村党委书记）

126 三水区 南山镇 蒲坑水库 118.2 林国明（南山镇委副书记） 钟伟强（六和村党委书记）

127 三水区 南山镇 大南山水库 100.0 周锦钱（南山镇镇长） 黄绍明（大南山生态公益林场场长）

128 三水区 大塘镇 念塘水库 316.2 何顺荣（大塘镇党委副书记） 莫祐昌（连滘村党委书记）

129 三水区 大塘镇 阉牛岭水库 30.1 何顺荣（大塘镇党委副书记） 莫祐昌（连滘村党委书记）

130 三水区 乐平镇 黄婆坑水库 49.0 林辉明（乐平镇副镇长） 卢健强（南联村党委书记）

131 三水区 乐平镇 庙岗坑水库 33.1 刘勇海（乐平镇委副书记） 李健强（念德村党委书记）

132 三水区 乐平镇 中坑水库 96.1 曾  兴（乐平镇副镇长） 杜炽乐（竹山村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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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水区湖长名录

序号 区域
所属镇街
(街道)

名称
水域面积
（亩)

区级湖长（职务） 镇级湖长（职务） 村级湖长（职务） 备注

133 三水区 乐平镇 下湴池水库 60.1 李家杰（乐平镇委委员） 唐杰敏（湖岗村党委书记）

134 三水区 乐平镇 红星水库 129.0 徐伟健（乐平镇副镇长） 陆均儿（保安村党委书记）

135 三水区 芦苞镇 长坑水库 413.0 谢庆星（芦苞镇党委副书记） 岑颂刚（西河村党委书记）

136 三水区 芦苞镇 樽口水库 577.5 邓启涛（芦苞镇党委副书记） 岑颂刚（西河村党委书记）

137 三水区 云东海街道 浸虎坑水库 127.0 严立峰（云东海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朱德其（宝月村党委书记）

138 三水区 云东海街道 鬼婆坑水库 178.0 林俭信（云东海街道党工委委员） 朱德其（宝月村党委书记）

139 三水区 云东海街道 老虎坑水库 65.2 李  隽（云东海街道党工委委员） 姚发伦（伏户村党委书记）

140 三水区 云东海街道 马骝头水库 141.5 陈光强（云东海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黎标辉（云东海社区党委书记）

141 三水区 云东海街道 飞鹅影水库 75.6 应  斗（云东海街道党工委委员） 梁  锋（杨梅村党委书记）

142 三水区 云东海街道 庙后水库 28.7 周伟洪（云东海街道党工委委员） 黎标辉（云东海社区党委书记）

143 三水区 云东海街道 沙田坑水库 156.1 余志斌（云东海街道党工委委员） 钱永昌（辑罗村党委书记）

144 三水区 云东海街道 松树坑水库 33.3 陈  崧（云东海街道办副主任） 姚发伦（伏户村党委书记）

145 三水区 云东海街道 天井坑水库 54.4 梁爱群（云东海街道党工委委员） 姚发伦（伏户村党委书记）

146 三水区 云东海街道 云东海湖 5000.0 戴志新（三水区副区长） 应  斗（云东海街道党工委委员）

程耀彬（上九村党总支部书记）                 
梁  锋（杨梅村党总支部书记）
姚发伦（伏户村党总支部书记）                        
钱永昌（辑罗村党总支部书记）

合计 31个 9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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