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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点击

感受1

“以前， 双溪港是个小
港，里面有着很多杂草，水面
上经常漂浮着一些生活垃
圾。 而且以前河里的水质稍
微有点浑浊， 没有现在这么
清澈。”今年52岁的冬斯港村
民苏伟刚好住在双溪港流入
浏阳河入口边上， 他告诉记
者，“今年开始， 双溪港的河
水比以前要好些， 政府组织
了专业的打捞队对河道垃圾
进行了清理。”

苏伟表示， 比起双溪港
的河水， 变化最明显的还是
浏阳河的河水，“我是从小在
浏阳河里玩大的， 可以说是
见证了浏阳河水质由清澈变

浑浊， 再由浑浊慢慢变清的过
程。”

“我记得小时候浏阳河的
水清澈见底， 河里的鱼都看得
见， 夏天的时候一天到晚都是
泡在河里的。”苏伟说，后来上
游开了化工厂， 加之大家都在
河里养牲畜， 垃圾也经常往里
丢，河水慢慢变浑。

“近几年，上游的13家化工
厂全被关停了， 沿河也不准饲
养家禽， 而且村里还专门设置
了垃圾站点， 每天定期有人上
门收取。慢慢的，河水又开始变
清了。” 苏伟说，“特别是今年
来， 经常能看到河边有巡查队
在巡河。”

记者从省河长办了解到，我
省目前省市县三级河长办全部成
立，14个市州、142个县市区（园
区）、1976个乡镇（街道）河长制工
作方案全部出台，覆盖省、市、县、
乡、村五级河长体系基本建立。

目前，全省共明确省级河长5
人，市级河长76人，县级河长1135
人， 乡级河长9498人， 村级河长
24987人，共计35696人。截至目
前，5位省级河长先后开展12次巡
河，各级河长累计巡河达25.83万
人次。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
体系基本建立，全省每条河、每个
湖都有河长， 实现了河长体系全
覆盖。

一河一长，让三湘四水碧水长流
我省五级河长体系基本建立，累计巡河近26万人次，明年完成“三清”治理

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
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
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
理，落实减排承诺。

乡村河长：居民积极配合，农村环境改善

在长沙市跳马镇冬斯港
村， 有条小河直接流入浏阳
河，被当地居民称为双溪港。
11月13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
来到了双溪港， 并跟着村级
河长、 冬斯港村支书游树根
一起巡了一次河。一路走来，
河水清澈见底。

在浏阳河入口处的市管
河流河长公示牌上， 记者看
到，这条河流名称为“跳马镇
冬斯港村段”，编号为：浏阳河
（雨花段）-03，村级河长就是
游树根。

“我每周都会去巡河一
次， 主要是看看河里是否有
打鱼的、 对水利设施进行侵
害等现象，在污染治理上，我
们安排了专职的打捞队对双
溪港水质进行治理。” 游树根
说，“双溪港以前的水全是黄

的，现在都变成清的了。”
游树根告诉记者，“没实行

河长制前，这里基本没人管理。
因此这里的水质污染主要是挖
沙，丢生活垃圾、污水乱排等。
后来政府在村里设置了定点垃
圾站，还有人上门专门收取。现
在丢生活垃圾、 污水乱排现象
基本没有了， 慢慢的河水也变
好了。”

“要把河水治理好，这与百
姓的配合是离不开的。”圭塘河
金屏片区段、 金屏社区书记邹
志强也表示， 以前圭塘河堤岸
上很多百姓都在种菜， 而且一
些塑料包装袋、农药瓶、病死家
禽之类的都是直接往河里丢。
开始整治后，大家都很配合，菜
园撤了，乱丢现象也少了。这样
一来不仅河水水质变好， 而且
农村的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感受2 居民：看着河水由清变浊，再由浊变清

我省5341条5公里以上
的河流，都要有“河长”！

2月，省委办公厅、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
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强调，
以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
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
主要任务， 在全省江河湖
库全面实行河长制，由省长
许达哲担任总河长。

实行河长制后将建立责
任体系，通过“一河一长、一
河一档、一河一策”和“一月
一晒、一季一督、一年一评”

的工作措施， 强化地方政府河
湖管理保护的主体责任， 确保
河长制工作有力推进。同时，统
一规范河长制公示牌内容和版
式， 每块公示牌上均配有河流
编号。

10月25日，省长、总河长
许达哲签署第1号总河长令，要
求全省各地立即全面开展河长
巡河行动。目前，我省河长制推
进机制已逐步完善。下阶段，省
河长办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部署安排， 全面推行河长
制尽快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举措 以河长制促河长治

数读

全省五级河长
累计巡河近26万人次

记者了解到，实施河长制后，
跳马镇政府成立了河长制办公
室。 到今年年底全镇要实现二级
河长制覆盖；到2018年，全面完成
“清面、清乱、清养”，入河断面水
质稳定达到Ⅳ类及以上水质。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
施意见》也明确了我省“治水”目
标，力争到2020年，全省用水总量
控制在350亿立方米以内，重要江
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92%以上， 河湖水域面积保有率
不低于7%，湘江、资水、沅水、澧
水干支流及洞庭湖自然岸线保有
率不低于90%， 地级城市建成区
黑臭水体控制在10%以内， 全省
森林覆盖率稳定在59%以上，湿
地保护率稳定在72%以上。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刘希贤 张文珊

憧憬

2020年全省河湖水域
面积保有率不低于7%

在浏阳河入口处的市管河
流河长公示牌上，记者看到，这
条河流名称为“跳马镇冬斯港
村段”，编号为：浏阳河（雨花
段）-03，村级河长就是游树根。
“我每周都会去巡河一次， 主要
是看看河里是否有打鱼的，有没
有对水利设施进行侵害等现象，
在污染治理上，我们安排了专职
的打捞队对双溪港水质进行治
理。” 游树根说，“双溪港的水质
相比以前明显变好。以前的水全
是黄的，现在都变成清的了。”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曾经和
正在生活的环境能够回归到山
清水秀的自然状态， 而从全民
环保的角度来说， 保护环境也
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
务，因此，对于环境治理，人人
都参与其中也就成了今后一段
时间的努力方向。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全
民共治、源头防治，加快水污染
防治， 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
域综合治理。构建政府为主导、
企业为主体、 社会组织和公众
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积
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落实减
排承诺。”实际上就体现的是“全
民参与环保治理”的号召和工作
模式， 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可
以充分发挥全社会的积极性，让
每一个有“痛感”的居民都能加
入到“让家乡的风景恢复原貌”
的工作中来，由于与自身的生活
利益切实相关，参与者也更加会
发挥主观能动性， 不会敷衍塞
责。另一个好处就是，参与者都
是熟知当地情况的人，同时又在
当地有着多年的关系网，在治理
中能更好地进行沟通协调，使工
作效率大大提高。

“河长制”显然就是这样一
种理想的工作机制。 动用居住

地的人来负责河段水质监管，配
合政府的整治， 同时对当地群众
进行环保理念教育， 让更多的人
一起配合治理。 其实我们不难发
现，河流水体恶化，背后最大的症
结就是粗放式的生产生活模式，
尤其是在一些鱼米之乡， 丰富的
山水资源被挥霍和透支， 落后的
环保观念使得整体环境日趋恶
劣， 一些不可逆的生态破坏直接
影响到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这
些年来在高昂的代价之下， 人们
开始正视河流水质治理的重要
性，“河长制” 的出现无疑将对河
流治理起到基础性的监管作用。

2016年12月12日， 我国水利
部长在媒体撰文，其文章中提到：
中国江河湖泊众多，水系发达，流
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共
45203条，总长度达150.85万公里；
常年水面面积1平方公里以上的
天然湖泊2865个， 湖泊水面总面
积7.80万平方公里。 发达的水系
让“河长”一职责任重大，这也意
味着这种长期治理模式要努力实
现“保证留给后代子孙可持续生
存和发展的河湖资源”。

湖南是典型的鱼米之乡，“三
湘四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今年
10月25日，省长、总河长许达哲签署
第1号总河长令，要求全省各地立即
全面开展河长巡河行动。第1号总河
长令指出，落实河长制工作关键在各
级河长认真履职，巡河是各级河长履
行工作职责的主要方式，各地要实现
河道问题“早发现、早处理、早解决”。
目前我省河长已超3.5万人， 省市县
三级河长办全部成立 ，实现了河长
体系全覆盖。

水是大地的血脉， 水是滋养
人类生命的源泉，“落实绿色发展
理念，全面推行河长制。”不仅是
对各级政府部门提出的要求，也
是对每个公民提出的要求。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愿在“河长制”下实现碧水长流

11月13日，长沙雨花区跳马镇冬斯港村河段，村级河长游树根在巡河时打捞被冲入河内的枯枝。 记者 丁鹏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