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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浙两省河长制工作的经验
对山东省的启示

刘!琳!孙华林
%山东省水利工程管理局!山东 济南!"&##$O&

!摘!要"!江苏"浙江两省是推行河长制工作的先行者!许多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和参考# 本文从组织体系"工作

机制"基础工作"考核奖惩"信息化建设"经费投入 K 个方面对苏浙两省的河长制工作进行了总结!并从加强新旧动

能转换"夯实基础工作"健全激励机制"创新方法手段"强化保障措施 & 个方面!提出了山东省实行河长制工作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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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全面部署河长制工

作( "#$% 年 O 月 O$ 日"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山东

省全面实行河长制工作方案'"提出到 "#$% 年年底前

山东省全面实行河长制( 在推行河长制工作方面"江

苏%浙江两省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工作定位高%创新方

法多"保障措施强%实践效果好"很多经验值得学习和

借鉴(

*%苏浙两省推行河长制的主要做法

$M$!领导高度重视"健全组织体系

江苏%浙江两省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河长制工

作"将河长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在全国率

先出台了省级实施意见"构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河

长组织体系( 浙江省还进一步推进河长制立法""#$%年

% 月 "' 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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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省河长制规定'"成

为全国省级层面首个关于河长制的地方性法规(

$M"!规范运行机制"建立制度体系

两省均建立起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实现

了用制度管事%管权%管人的目标( 江苏省依托省管湖

泊联席会议制度平台"全方位地推动河道的长效管理

和保护"构建协调有力%运转顺畅的河道管理机制( 浙

江省建立了河长巡查制度%投诉举报制度%重点项目协

调推进制度%督查指导制度%例会和报告制度等"为工

作开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MO!坚持问题导向"夯实工作基础

两省从基础环节做起"紧紧抓住河长制初始阶段

各项关键工作"摸清底数"规划引领"各项工作措施有

的放矢"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江苏省系统梳理了

河道湖泊管理现状"编制了&省级河长手册'和&河长

制工作手册'( 浙江省制定了&河长制水环境治理方

案编制指南'"指导各级制定#一河一策$治理方案(

两省均在河流%湖泊显著位置设置了河长公示牌"对入

河湖排污)水*口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并进行了详细的

标识"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真正取信于民(

$MN!严格考核奖惩"完善责任体系

两省均建立健全了河长制监督考核体系"促进河

长制落地生根"实现常态化发展( 浙江省将各级河长

制落实情况作为各级#五水共治$和美丽浙江建设工

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出台了&"#$% 年度浙江省#五水共

治$工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细则'&浙江省 "#$%

年度河长制长效机制考评细则'"严格落实各级党委%

政府统抓统管责任"并将河长制落实情况作为省委日

常督查的重要内容( 对于工作不力%考核不合格的河

长"采取约谈警示%通报批评等方式进行问责,对垃圾

河%黑臭河%劣!类水质断面严重反弹或造成严重水生

态环境损害的"严格按照&浙江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追究责任(

"#$& 年以来"浙江省已有近千名干部因治水不力或工

作进展滞后而受到行政问责(

$M&!搭建信息平台"实现智慧治河

两省均注重河长制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推动

河长制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管理( 如浙江省以钱塘

江河长制信息系统为龙头"实现了全省河长制信息平

台%各类]UU与微信平台等全覆盖"搭建了融信息查

询%河长巡河%信访举报%政务公开%公众参与等功能为

一体的智慧治水大平台( 杭州市研发了智慧河长管理

平台和杭州河道水质]UU"系统融合信息公开%公众互

动%社会评价%河长办公%业务培训%工作交流等功能"

并在全国率先实施辖区内乡镇级以上河道水质每月一

次监测"监测数据通过系统平台全部向社会公开公布(

$MK!建立科学机制"保障资金投入

近年来"两省在水工程治理%水生态修复等方面均

投入了大量资金"在资金筹措和使用方面积累了许多

成功经验( 如!无锡市建立了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实

行河长制 $# 年来"累计治河%治太湖投入达 N%# 亿元"

其中地方投资 OLO 亿元( 浙江省按照#谁污染%谁治

理$#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建立了生

态补偿机制"同时在资金分配使用上"建立了严格的管

理制度"全力确保资金安全"为河长制工作真正取得实

效提供了保障(

"%山东省全面实行河长制工作的启示

"M$!将河长制与新旧动能转换相结合

通过全面实行河长制"形成河湖管理保护倒逼机

制"促进沿岸地区新旧动能的转换"变绿水青山为金山

银山(

:M提高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思想认识(

与苏%浙两省相比"山东省对河长制的认识还处于起步

阶段"重视程度有待加深"必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

念"把全面实行河长制作为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

抓手"努力将河湖生态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和可持续

发展优势(

DM推进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坚持以水定产%

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把治水和发展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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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符合河湖沿岸水利%环保等政策的项目"要坚决杜

绝引进"已建成的要予以清退( 对于造纸%发电%冶金%

化工%建材等高耗水%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要加快旧

产能的淘汰和新技术的升级改造"维护河湖健康的生

态环境(

<M推动新兴产业落地生根( 立足于不同的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结合地区河湖特点"加快创新驱动"积

极培育和壮大生态农业%养生保健%特色旅游%电子商

务等生态经济"促进产业链和价值链向高端发展"形成

人与河湖和谐相处的生态新格局"不断增强山东省的

美誉度和吸引力(

"M"!夯实基础工作

全面实行河长制在山东刚刚起步"各项工作机制

还不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强底层建设(

:M压实工作责任( 强化河长#第一责任人$的意

识"推动河长履职的纵深化"逐级传递压力"逐层落实

责任( 要调动有关部门的工作主动性"牵头部门要制

定专项方案"形成治水合力"促进工作有序推进(

DM健全制度体系( 要围绕河长制工作"建立完善

河长会议%部门联动%信息报送%督察督办%工作验收%

考核评估等制度"促进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

<M坚持因河施策( 要根据不同河湖的典型特点"

查清河湖现状"建立问题清单"制定#一河)湖*一策$"

实行系统整治%精准治水(

FM开展划界确权( 按照分级负责%先易后难%实

事求是的原则"由各地政府依法划定河湖管理和保护

范围"确定土地权属"为开展河湖整治奠定基础(

2M加强岸线规划管理( 科学编制河湖岸线利用

管理规划"严格涉河)湖*空间管控"倡导生态管理理

念"为河湖有序开发利用提供法定依据( 六是加强宣

传发动(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以及微

信%微博等新兴媒体对河长制进行广泛的宣传引导"设

立河长公示牌%设置二维码%开展互动活动"不断增强

公众对河湖管理保护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

"MO!健全考核激励机制

河长制是否取得实效"关键看结果%看百姓的满意

度"必须坚持结果导向"严格考核"做到赏罚分明(

:M考核规格要高( 河长制工作涵盖范围广%工作任

务重%时间跨度长"要想取得实效"必须高点定位%高位推

进( 按照&山东省全面实行河长制工作方案'"省总河长%

省副总河长%省级河长承担考核的主体责任"为配合考

核工作"应将河长制考核列入省委%省政府考核事项(

DM考核层次要全( 既要包括省总河长)或省副总

河长*对各市总河长%省河长制办公室成员单位的考核"

也要包括省级河长对相应河湖各市级河段长的考核(

<M考核方法要新( 坚决避免考核的平均主义"要加

大省级河长联系单位和其他成员单位的参与度"调动积

极性"共同开展考核工作( 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提高考核评价的公信力(

FM考核标准要细( 每年制定考核实施细则"根据

年度任务目标"由省河长制办公室各成员单位科学确

定考核内容%指标和评分方法"做到客观性%可量化性"

尽量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

2M考核问责要严( 将考核结果与地方党政领导

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相结合"实行排名制"对于工作得

力%效果显著的给予表扬,对于连续两次排名处于末位

的进行警示约谈(

"MN!创新方法手段

全面实行河长制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必须聚

焦重点%多措并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M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一方面"深入推

进饮用水水源预警监测%河道监控%污染源在线监测等

信息系统建设( 另一方面"要构建省%市%县%乡%村分

级应用的河长制综合管理平台"实现工作即时通信%巡

河信息管理%责任落实督办%投诉处理追查%监督考核

评价等功能"最终达到各级河长一管到底%涉河人员一

网协同%社会公众一键参与%河道要素一图了然的目的(

DM加大督导检查力度( 省有关部门要将河长制

纳入该部门督导的重要内容,省级河长联系单位要分

阶段%持续性地抓好相应河湖的督导检查工作,省河长

制办公室要强化工作统筹"定期组织开展部门联合督

导,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也应将河长制列入对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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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作督导的重要内容"确保河长制得到有效落实(

<M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 治水过程中要积极践

行群众路线"河湖所在地要加强村规民约%治水公约的

制度建设"增强群众的河湖管理保护意识,要广泛发动

群众"大力推广民间河长%义务河长%群众监督员%巡河

志愿者等"对河湖开展巡视和保护,要营造良好氛围"

发动群众和新闻媒体参与监督"构建统防统治%群防群

治的工作格局"变#政府治水$为#全民治水$ #全社会

治水$"努力实现治水常态长效(

"M&!强化保障措施

河长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工作内容

多%任务重%要求高"需要落实机构和经费"强化体制机

制保障(

:M设立专门的河长制办事机构( 河长制办公室

不等同于一般的临时性协调议事机构"而应该是一个

直接对河长负责%强有力的执行机构"应该有明确的任

务导向和机构定位"便于协调沟通和工作调度(

DM配备河管员( 山东省绝大部分河流"特别是广

大中小河流长期处于无人管理%无钱管理的窘境"实行

河长制后"各级河长职责得以明确"但如何使责任真正

有效落实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应通过财政保障%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配备河管员"打通河道管理#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确保河长制落地生根(

<M落实经费保障( 要按照事权划分"落实各级财

政对河长制的经费保障"省财政可安排一定比例的经

费专项用于河管员的资金奖补( 要充分发挥公共财政

的引导撬动作用"用好融资担保%建设专项基金等政

策"通过公私合作)UUU*%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等

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河长制(

FM创新体制机制( 实行河长制的过程中"要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差别

水价%生态补偿%占用水域补偿%岸线有偿使用%排污权

交易等制度"充分激发社会各界保护河湖的内生动力"

形成有利于治水的激励机制(

+%结%语

全面实行河长制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场持久仗"各

级各部门必须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

委%省政府的治水要求"以持之以恒的韧劲落实河长责

任"以一抓到底的干劲推进治水攻坚"积小胜为大胜"

久久为功"最终实现建设#秀美河湖%生态山东$的总

目标(

""""""""""""""""""""""""""""""""""""""""""""""

#

$上接第 O# 页% 表面并进行土地整治"表土回覆总量

$M"# 万8

O

"土地整治面积 NM##28

"

( 清原段堤防产生

的弃渣主要为混凝土拆除石渣"为满足弃渣场绿化要

求"对弃渣场范围内的表土进行剥离"剥离厚度 $& ^

O#:8"剥离土方 #MO% 万8

O

"临时堆放在渣场一旁( 弃

渣堆放后"采用拖拉机推平压实"并将表层土回覆到渣

体表面"回覆表土 #MO% 万 8

O

"而后进行土地整治"以

便将来植物的生长"整地面积为 $M'O28

"

(

G%结%语

浑河)清原农村段*防洪治理工程主体工程设计

的堤防迎水坡格宾石笼护坡%护脚"堤顶栽植乔木%生

态护岸等基本满足水土保持要求"但是对防治施工期

间产生水土流失和施工结束后的植被恢复措施考虑不

全面"水土保持针对各区临时堆土采取临时防护措施"

对堤防%护岸等裸露区域采取植物措施"对弃渣场采取

表土剥离%表土回覆%后期植被恢复措施"以全面防治

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形成完善的水土流

失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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