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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区山丹河推行河长制试点初探
钟'秀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乌江水利管理所"甘肃 张掖'$%+"""#

"摘'要#'本文结合国家全面推行河长制的要求"介绍了甘州区山丹河推行河长制试点的做法"详细描述了山丹

河基本现状$水域水系"河岸线规划管理$受益乡镇村社$目前管理上存在的问题$采取的治理措施等"论述了推行

河长制试点的一系列措施和方法"为下一步甘州区全面推行河长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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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及有关批示精神&遵循(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以保护水资

源&防止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

构建责任分明!分级管理!监督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

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

利用提供制度保障&甘州区以山丹河为试点&落实(一河

一策)&为后续全面开展河长制工作提供经验支撑"

/$基本情况

山丹河流域在甘州区境内位于甘州区城区以北&

南至碱滩镇!上秦镇和三闸镇的耕地&北至东大山&区

内流域面积 (+#N?

!

" 流域内地势由东北向西南缓慢

倾斜&海拔 #+!"&"" P#+Q"&""?&地形坡降 !(R P+R&

地势比较平坦&基本呈现为山前洪积平原地形地貌

特征"

山丹河是黑河水系较大的支流&全长 #)"N?&在甘

州区境内长 +(&)"(N?&年平均流量 "&%Q?

%

*@&年径流

"&#! 亿?

%

" 发源于祁连山冷龙岭中段北坡&南部从黑

河东岔和永昌县西大河分水&东临西大河&西为洪水

河&向北流至山丹县白石崖出山口进入山丹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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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河流至山丹县城折向西流#在山羊堡西段流入甘

州区境内( 山丹河上游来水量已被山丹县利用#在甘

州区境内的水量组成主要是降雨量和地下泉水涌出

量#地表水资源极为短缺#甘州区引用山丹河水资源灌

溉的只有三闸镇符家堡'草原两个村 #FGIK 万亩农田(

#&存在的主要问题

CF"!水资源短缺

由于山丹河上游地表水已用完#在甘州区碱滩镇

二坝水库以上河道基本断流#仅在汛期有部分洪水下

泄#上游年径流量不足 #F#G 亿 6

H

#境内水量组成主要

是降雨量和地下泉水涌出量( 另有牛角山口子'平易

河'小口子'东山寺口子'山丹河上游山丹县李桥'祁家

店水库以及在南滩汇集的民乐县双树寺'瓦房城'翟寨

子'海潮坝'大小堵麻水库#甘州区的酥油口'大野口水

库产生的洪水汇入#另有牛角山口子'平易河'小口子'

东山寺口子以及山丹河上游山丹县李桥'祁家店水库

以及在南滩汇集的民乐县双树寺'瓦房城'翟寨子'海

潮坝'大堵麻'小堵麻水库以及甘州区酥油口'大野口

水库泄洪或者山洪沟道产生的洪水汇入#流经甘州区

的碱滩镇'上秦镇'三闸镇后#在靖安乡地段汇入黑河(

地表水资源极为短缺(

CFC!侵占河道现象严重

沿线村社受经济利益驱动#挤占河道#围垦河流#

从飞机场铁路专线至二坝水库以北河段围垦种植#在

河道范围内倾倒垃圾和渣土的现象时有发生#初步查

明围垦造田 G$ 处#累计长度 CHF#EI:6#面积 H#HKFK

亩( 古城至永定段#在河床修建古城至永定公路和古

城环村公路( 三闸镇草原村在河道内非法修建蓄水

池#违章建筑占地等#影响行洪安全(

CFH!山丹河水污染严重

山丹河上游的碱滩镇古城村'碱滩村'二坝村'三

坝村'太平村住宅小区生活污水直排到山丹河#在张掖

火车站和张掖经开区段#城市污水处理厂中水汇入山

丹河#加之部分生活'工业废水直接排入山丹河#造成

下游山丹河水质不同程度受到污染(

据调查#城市污水处理厂中水'黄水沟等入河排污

口污水排入山丹河#造成山丹河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其

中每日纳入经处理后的城市生活污水 I 万4#未经处理

的生活污水 G 万4#工业废水约 "###4O<#根据市环境监

测站监测结果#C#"$ 年山丹河流经甘州区段水质 C$ 项

监测指标有 H 项不同程度超标#主要是总磷'氨氮'溶

解氧( C#"D 年总磷超标#特别是在枯水期山丹河水质

超标更为严重(

CFG!行政执法监督不到位

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方面存在监管不到位的情

况#由于山丹河没有专管机构#在管理过程中#由于人

员少'管理任务重'监管难度大#存在监管不到位的

情况(

CF$!工程设施老化年久失修

山丹河甘州段从 C# 世纪 D# 年代至今#未进行过

河道统一规划和综合治理#从未修建过防洪堤岸#河道

内基本无防洪设施( 河岸及河床自然形成#蜿蜒曲折#

近 "OH 地段无明显的河岸#河床淤积和冲刷严重#在汛

期#威胁临河村社农田和部分国家重点工程#河岸土地

利用情况复杂#挤占'围垦情况严重( 境内汇入山丹河

的支流多为季节性洪水河道#因筹措资金困难#相关部

门及乡镇挤出资金仅对威胁比较严重的支流防洪险工

险段进行治理#整体防洪功能薄弱#没有统一的规划治

理方案( 在经费方面由于缺乏资金#山丹河承担灌溉

任务的部分取水建筑物年久失修#建设标准低#不能保

证正常用水要求#有 "D 项穿越河道的通乡通村道路'

铁路涵洞等输水能力达不到行洪标准#部分道路修建

在河中央#行洪不畅#威胁周边农田及村庄安全#同时

河道内乱建砖厂'景点'养殖场'鱼池'水塘等构筑物#

影响水环境和防洪安全(

CFD!水域岸线缺乏统一规划管理

随着经济的发展#沿河岸线开发活动增多#岸线资

源的开发利用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但是#

由于岸线的开发利用管理缺乏统一的规划#给岸线资

源合理利用和管理造成困难( 有的岸线资源配置不合

理#多头管理#缺乏高效利用( 单纯重视经济效益#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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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防洪'供水安全和生态环境功能( 还有部分河道岸

线模糊'边界不清'河道萎缩#甚至被围垦随意占用#无

法确定河道外缘线与临水线(

%&主要治理措施

HF"!加强水资源保护

加强对河道污水源头的治理#对张掖经开区'火车

站'山丹河沿线的排污企业加强监督#对生产企业和单

位达不到排放标准的一律停产整治#整治不达标的一

律关闭#减少污水排放#对新上工业企业#严格环评手

续#严格取水许可审批和水资源论证#对不能达到污水

零排放的一律不予审批取水(

HFC!水环境治理

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度#清理河道及沿岸垃圾#严

禁河道沿岸村社'住户'商铺直接向河道内乱倒垃圾'

乱排污水#防止水体污染( 将张掖工业园区'张火公路

区域'火车站区域'五里墩区域的个体户'单位及居民

住宅区排放的生活污水进行改造收集#尽快纳入污水

处理厂( 对黄水沟'阿薛渠等沟道沿途村社和居民的

生活污水集中进行收集#纳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进行

处理#实现清污分流( 对山丹河重点河段进行清淤疏

浚#畅通河道#提高河道行水能力( 加强流域内耕地的

化肥'农药'地膜等农资的使用监管#防止地表水'浅层

地下水次生污染(

HFH!水生态修复

采取各种生态修复措施重建健康的水生态系统(

采取设置河流保护界碑'修建保护围栏#对流域内的废

污水进行集中处理#达标排放#对内源性的污染物进行

稀释和冲刷#对河道内的底层淤泥进行清淤#对侵占的

河道采取退耕还河'退耕还湿地等措施#做好生态修复

工作#修复和强化水体生态系统功能#使生态系统实现

整体协调'自我维持'自我演替的良性循环(

HFG!行政执法监督

加强对山丹河的监督管理#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对

在河道内非法采砂'非法排污'倾倒垃圾'围垦河道的

行为依法进行查处#严厉打击未经批准擅自修建临河'

跨河'穿河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违法行为( 由甘州区河

长办公室联合公安'环保'水务'乡镇等部门组成联合

执法体系#对入河排污'侵占河道等行为进行联合

执法(

HF$!排污口管理

对排污口建档立卡#建立长效机制#加强长效管

理'创新管理的举措#加强日常监督检查#严格入河排

污总量控制#加强监测#由区环保局在山丹河上'中'下

三段选择合适断面#安装水质监测设施#分别监测三个

乡镇责任段的水质情况( 在入河排污口安装水质监测

和污水排放量计量设施( 做好城市水体日常维护和水

质长效机制( 确保入河排污口水质达到国家规定的

标准(

E&实施河长制管理

加快推进河长制试点工作建设#加强对山丹河的

管理保护#重新划定河道管理保护范围#划界确权#在

河道边界埋设界碑#明确河道范围#加强管理( 积极推

行河长制#将管护责任落实到部门'乡镇'村社#建立严

密的河道管理保护网络( 将山丹河甘州区段全部划为

禁采区#在河道内禁止采砂( 禁止在河道内倾倒垃圾'

渣土#禁止围垦河道#围河造田( 禁止在河道修建阻碍

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

GF"!实施范围

山丹 河 甘 州 段# 全 长 G$FD#$:6# 其 中! 左 岸

HIFG$$:6#右岸 G$FD#$:6#涉及临河的碱滩'上秦'三

闸三个乡镇和红沙窝林场的 "K 个行政村(

GFC!河长设置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按辖区管理范围

分别确定三级河长(

县区级河长!甘州区区委书记担任甘州区境内河

湖总河长#甘州区人民政府区长担任河湖副总河长#在

甘州区人民政府或区水务局设立%甘州区人民政府河

长制办公室&(

乡"镇$级河长!山丹河甘州段流经甘州区碱滩

镇'上秦镇'三闸镇三个乡镇和红沙窝林场#由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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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担任该乡"镇$山丹河责任段河长#乡"镇$长

担任该乡"镇$山丹河责任段副河长#红沙窝林场场长

担任林场责任段河长#在乡镇政府设立该乡镇政府河

长制办公室(

村级河长!山丹河甘州段在碱滩镇境内通过永定

村'甲子墩村'古城村'刘家庄村'碱滩村'幸福村'杨家

庄村'二坝村'三坝村'太平村'老仁坝村#上秦镇境内

通过缪家堡村'安家庄村#在三闸镇境内通过草原村'

杨家寨村'符家堡村'高寨村'瓦窑村'庚名村#村委会

党支部书记任该村山丹河责任段河长#村委会主任任

该村山丹河责任段副河长(

乡"镇$级河长向山丹河甘州段区级河长负责#村

级河长向乡镇级河长负责( 乡镇级河长由区政府统一

任命#村级河长由乡镇政府统一任命(

GFH!河长职责

GFHF"!区级河长制

区级河长对甘州区山丹河流域水环境治理负总

责#协调处理河道水环境治理'防汛等重大问题#督导

下级河长和包抓部门履行职责#对考核不合格'整改不

力的下级河长进行约谈(

GFHFC!乡镇级河长

乡镇级河长是河道水环境治理的第一责任人#具

体承担辖区内山丹河河道治理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

督职能#组织实施辖区内河道日常监管和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推进河道整治'截污纳污'生态修复'水质改

善'防汛措施落实等水环境治理的具体工作(

GFHFH!村级河长制

村级河长是河道水环境治理的直接责任人#在乡

镇级河长的指导下#负责组织开展该村辖区内河段水

环境治理的具体工作( 责任段在河道一岸的村#以河

道中心线为界划分责任区( 村级河长职责如下!

9F对乡镇级河长移交的清理整治问题整改逐一

落实(

CF立即针对乱倒垃圾'侵占河道'污染水体等行

为#制订村规民约或者居民公约#建立健全垃圾集中回

收处理机制#引导村民自觉维护河道整洁#实现河湖环

境整洁优美#水清岸绿)以生活污水'垃圾处理为重点#

综合整治乡村水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2F建立责任区河段日常巡查制度#发现问题#落

实整改(

=F担负责任河段的防洪'生态修复'绿化'河岸整

治'河道疏浚等任务(

0F对违规侵占河道'排放污水'非法建设'取土采

料等行为要给予严厉的打击#确保该村责任段生态环

境和防汛安全(

F&山丹河河长制实施步骤

9F山丹河甘州段流经的碱滩镇'上秦镇'三闸镇

政府及红沙窝林场#镇政府及红沙窝林场要尽快完成

该乡镇'林场责任河段的河长制工作方案编制工作#并

组织所辖村委会完成乡界'村界界碑埋设工作(

CF河长的正式任命#统一按区政府河长制方案实

施#建成区'乡'村三级河长制组织体系(

2F乡镇级河长完成责任地段基本情况调查#梳理

责任河段需整治的问题#制定整治方案(

=F落实乡镇'村级河长职责#按整治方案逐项落

实整治任务(

0F建立常效机制#出台配套制度及考核办法#保

障河长制责任落地生根(

*&结&语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是

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

完善河湖管理体系'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有效措施(

甘州区山丹河河长制试点管理工作是一项涉及多部门

的系统工程#各乡镇村级河长要在甘州区河长制办公

室的统一领导下#建立联合执法机制#水利'环保和公

安要多管齐下#加大巡查'检查'抽查'督查力度#严厉

打击超标排污'污染水域'乱采盗挖'侵占河道'乱占

乱建'乱围乱堵'乱排乱倒'非法养殖等违法违规行

为#要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保护工作#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为甘州区全面推行河长制打下

坚实的基础(

#

*%!*

钟!秀O甘州区山丹河推行河长制试点初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