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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决定， 从 2011 年 11 月 1
日至今年 4 月 30 日，全省开展为期半
年的河道采砂专项整治行动， 取缔河
道内非法采砂和非法砂场、 清除河道
采砂尾堆、 建立河道采砂管理长效机
制，规范河道内采砂行为，确保防洪、
供水、航运和水生态安全。

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一定要站在
讲政治、讲责任、讲大局的高度，以更
加坚决的态度、更加自觉的行动、更加
有力的措施，加大整治力度，突出整治
重点，强化整治措施，特别是要全力以
赴开展好 3 月份的“三禁一清行动月”
活动， 全力推进河道采砂专项整治行
动， 全面完成省政府部署的河道采砂
专项整治目标任务。

加大河道采砂专项整
治力度

从 2011 年 11 月下旬至今， 全省
河道采砂专项整治行动进入集中整治
阶段， 特别是 2012 年 1 月 5 日至 15
日全省统一开展河道采砂专项整治
“三禁一清”行动（禁止淘金、禁止在禁
采区采砂、禁止无证采砂船采砂，清理
河道采砂尾堆），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特别是部分市（州）、县（市、区）工作抓
得紧、 抓得实， 河道采砂整治成效明
显。 如，永州市从市到县都是党委、政
府主要领导亲自抓，人力上充分保障，
资金上大力支持， 有力推动了该市专
项整治工作开展； 怀化市全面推广芷
江侗族自治县首创的“岸上分筛、综合
运用；市场运作、良性循环” 的河道采
砂管理模式， 破解了河道采砂尾堆清
障难题；泸溪县、安仁县强力推进河道
采砂专项整治， 探索建立符合县情的
河道采砂管理长效机制。

但必须看到，我省河道采砂的乱
象仍然没有根本扭转，河道采砂专项
整治任重道远。据省河道采砂专项整
治办公室摸底调查，全省共有采砂船
3700 多只 ， 其中无证的就有 1575
个，占到总数的 42.6%；共有砂场（码
头）2979 个，其中无证砂场（码头 ）就
达 1534 个 ，占总数的 51.5%；共有砂
石尾堆 5378 处 、8255 万立方米 ；各
市州计划清障 2702 处 、5299 万立方
米，所需资金就达 1.97 亿元。

从目前各地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工
作进展来看， 要在今年 4 月底之前全
面完成省政府确定的目标任务， 形势
还比较严峻：各地整治进度不平衡，整
治任务极为艰巨， 整治时间十分紧迫
等。因此，必须加大河道采砂专项整治
力度， 依法依规从严打击河道内非法

采砂行为， 有效防范和杜绝河道采砂
安全事故。

突出河道采砂专项整
治重点

基于我省河道采砂管理的突出问
题和复杂局面， 集中整治阶段要注意
把握工作重点，实施重点突破，以此推
动专项整治工作整体进度。

省政府已经明确， 河道采砂专项
整治重点是：非法采砂、淘金、乱采滥
挖、乱堆乱弃行为，乱建砂石场行为，
采砂活动中涉黑涉恶及其保护伞和危
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突出整治重点， 要严厉打击违法
采砂、淘金行为。 一是禁止淘金。 由于
在河道内非法淘金对防洪和通航影响
很大， 省政府早已明令禁止在河道内
淘金 （湘政办明电 〔2003〕203 号文 ），
各级政府要通过整治行动取缔河道内
淘金行为。二是取缔无证采砂船只，处
罚证照不全的采砂船只。 要建立采砂
船只检查台账，对非法采砂行为，依法
实行暂扣、封存或拆除采砂设备，给予
严厉的行政处罚。 三是打击涉黑涉恶
及其保护伞和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各级政府要组织监察、公安、水利等部
门， 对河道采砂涉黑涉恶及其保护伞
和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给予严厉打
击，从严从重处理，决不留下任何安全
隐患。

突出整治重点， 要坚决清理整顿
砂场。一是清除无证砂石场。通过摸底
调查，建立砂石场台账，开展部门联合

执法，清除无证砂石场。二是处罚证照
不全的砂石场。 各级政府要加强砂石
场隐患排查，加快河道修复，确保河道
防洪安全。 要把依法查处和教育引导
相结合，通过舆论宣传、普法教育，为
加强砂石场管理创造有利条件。 三是
规范砂石场建设。为了保证防洪安全，
砂石场的建设应编制 《防洪影响评价
报告》，办理许可手续，严禁在堤防上
开口设置下河码头， 严禁在河道内堆
砂。

突出整治重点，要坚决清除采砂尾
堆。 在办理采砂许可时，采砂人必须和
水行政主管部门签订《保护河道防洪安
全责任书》，收取尾堆清除履约保证金。
积极推行岸上破碎分筛模式，取消采砂
船分筛系统，采挖的砂石全部运至砂石
场破碎、分筛，充分利用河道砂石资源。
对河道内近一个时期以来形成的采砂
尾堆，按照“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责
成设障者予以清除。各级政府要大力开
展河道清障工作，对河道内历史形成的
尾堆通过 3～5 年努力逐步清除，恢复河
道天然状态，确保防洪安全。

强化河道采砂专项整
治措施

在 3 月底之前， 都是河道采砂专
项整治行动的集中整治阶段。 集中整
治效果如何， 直接关系到全省河道采
砂专项整治工作的成败。 各地各有关
部门必须围绕整治重点， 切实强化河
道采砂专项整治的各项工作措施，务
求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强化联合执法，继续开展 “三禁
一清”行动。在 1 月 5 日至 15 日，全省
统一开展“三禁一清”行动，从严打击
了一批执法难度大的典型违法案件。3
月，还将开展“三禁一清行动月”活动，
强化联合执法，扩大专项整治成果。各
市州政府要选择一批安全隐患大、危
害程度深、 群众反映强烈的非法采砂
淘金、乱采滥挖、乱堆乱弃、乱建砂石
场以及涉黑涉恶及其保护伞案件，组
织水利、交通、国土、公安等部门，集中
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强化督查检查，严格责任追究。省
政府和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办公室要
进一步加大督查检查力度， 对督查中
发现的问题， 要敢于披露、 批评和通
报，切实提高各级各部门的执行力。各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要求，采取明查与暗访相结合、
自查与现场督查相结合、 全面检查与
重点抽查相结合、 主动督查与受理投
诉举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督查。 监督
不得流于形式， 对督查中发现工作不
力、行动迟缓、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单位
和人员进行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对不
认真落实督导意见的单位和责任人通
报纪检监察部门，严格行政问责，确保
整治行动取得成效。 各市州也要加大
对所辖县市区的督查力度，与省里的督
查形成联动，对危害十分严重、整改不
力的由省政府或市政府挂牌督办，真正
达到以督查检查来推动工作的目的。要
进一步严格责任追究，对整治行动中敷
衍塞责、推诿扯皮、工作不力的部门，由
监察部门进行问责；对专项整治行动组
织不力、整治效果不佳的，由监察部门
对市、县分管负责人进行约谈；对不能
通过验收、经限期整改后仍不能完成任
务的，由有关部门对其责任人实行行政
问责。

强化规章制度 ，建立长效机制 。
要进一步加快制定出台 《湖南省河
道采砂管理办法 》、 《湖南省河道采
砂权出让管理办法 》等政策性文件 ，
为各地河道采砂管理长效机制建设
提供依据。 各地要全面落实“政府主
导 、水利主管 、部门配合 ”的管理模
式 ，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 ；要科学
编制每条河流的采砂规划 ， 为采砂
管理提供可靠依据 ；要加快推行 “一
证一费 ”管理制度 ，理顺河道采砂的
许可 、发证和收费体制 ；要规范河道
采砂权拍卖 ， 全省所有河道的采砂
权拍卖都要经过省 水 利 厅 批 准 同
意 ；建立河道采砂巡查制度 ，建设采
砂现场监控设施 ， 加强采砂现场监
督管理 ， 逐步建立符合本地实际的
河道采砂管理长效机制。

全力推进河道采砂专项整治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徐明华

从 2011 年 11 月下旬开始， 全省
河道采砂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转入集中
整治阶段。 省政府决定，在 2012 年 1
月 5 日至 15 日全省统一开展河道采
砂专项整治“三禁一清”行动，即：禁止
淘金、禁止在禁采区采砂、禁止无证采
砂船采砂，清理河道采砂尾堆。

确保防洪、供水、航运和水生态安
全，铁腕铲除河道上的“毒瘤”！全省统
一开展河道采砂专项整治“三禁一清”
行动，三湘四水起欢歌！

“三禁一清”，以空前举
措向采砂乱象宣战

省政府高度重视河道采砂专项
整治“三禁一清”行动。在省政府 2011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水上交通安全
和河道采砂整治工作专题会议上，省
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强调，坚持人
民生命高于一切，像保护基本农田一
样保护水面，像管理城市街道一样整
治河道，形成长效机制。在 2011 年 12
月 23 日全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工作
视频会上，副省长徐明华专门对“三
禁一清”行动进行部署，切实强化河
道采砂专项整治的措施。

河道采砂，利益方多，牵涉面广。
为此，我省建立河道采砂专项整治行
动联席会议制度， 省政府办公厅、省
水利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国土资源
厅、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省监察厅、
省物价局、省安监局、省工商局、省地

税局等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作为牵
头负责单位，省水利厅不回避困难和
矛盾，精心组织、积极推动。 厅党组书
记、厅长戴军勇继在全省河道采砂专
项整治工作视频会上对 “三禁一清”
行动提出具体要求后 ， 先后多次研
究、指挥、督查“三禁一清”行动实施。
湖南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办公室周
密制订、全力组织实施《河道采砂专
项整治“三禁一清”行动方案》，划定
四水干流河道禁采区并予以公告。

以空前举措，向河道采砂乱象宣
战！ 《河道采砂专项整治“三禁一清”
行动方案》明确“三禁一清”统一行动
的目标任务：全面禁止 241 条淘金船
作业， 全面禁止 1575 艘无证采砂船
作业，全面禁止四水干流和洞庭湖洪
道 838 公里禁采区以及其他河流禁
采区采砂作业，四水干流所有禁采区
设立统一的标识牌； 清理城区河段、
交通要道沿线等重点区域和影响航
道安全的采砂尾堆，制定专门采砂尾
堆清障计划，落实清障资金，在专项
整治行动结束前全面完成清理采砂
尾堆任务。

不漏过一个薄弱环节，不放过一
处安全隐患！省里明确:河道采砂专项
整治行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督导市
州。 1 月 9 日~15 日，省水利厅、省交
通运输厅、省国土资源厅、省财政厅、
省公安厅、省监察厅、省安监局、省工
商局、省地税局、省物价局、省政府法
制办、省政府新闻办等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负责人与湖南省河道采砂专项
整治办公室组成 14 个联合督导组 ，
督促指导各地开展“三禁一清”行动，
形成了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合力。

联合执法，严厉打击涉
砂违法行为

各地均以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保
障“三禁一清”行动有效开展。 根据省
政府要求，各地切实加强“三禁一清”
行动组织领导，市、县均制定了“三禁
一清”行动方案，明确由政府领导担
任行动总指挥，组织水利、交通、国土
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开展 “三
禁一清”联合执法行动。

集中整治不走过场。 常德、怀化
两市明确由市长担任 “三禁一清”行
动总指挥，衡阳、郴州、永州三市的大
部分县（市、区）由县（市、区）长担任
“三禁一清”行动总指挥，长沙市开展
多次大型联合集中执法行动，强制清
除地摊式砂场，20 艘非法采砂船全部
处理，104 处流动砂场全部取缔。永州
市 211 艘无证采砂船全部停止采砂，
扣押非法采砂船只 32 艘， 拆除动力
设备 32 艘 ， 取缔非法上砂码头 19
处，投入清障资金 2330 多万元，清理
尾砂堆 580 多万立方米，河道尾堆林
立的乱象明显改观。 岳阳市共取缔非
法采砂船只 40 艘， 拆除非法淘金船
只 22 艘，取缔非法砂场 45 处 ，清理

砂石尾堆54 处 66.71 万立方米，立案
77 起 、强制执行 52 起 、行政拘留 16
人、刑事拘留 2 人，特别是平江县先
后组织了 8 次大规模的整治行动，取
缔非法砂场 31 家， 销毁小型吸金船
26 艘。桃江县出动执法人员 320 多人
次，拆解 27 条非法采砂船，并将原来
105 家砂石场整合为 47 家。资兴市由
市长带队对东江河、程江河开展 “三
禁一清”行动。

“三禁一清”行动成效显著。 据湖
南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办公室统计，
全省共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175 次，查
封非法采砂淘金船 692 艘，切割非法
采砂淘金船 106 艘，拆除 151 艘非法
采砂淘金船的动力设备，查处、取缔
非法采砂码头（砂场）588 个，清理砂
石尾堆 1500 处、1005 万立方米，拘留
非法采砂淘金船主 67 人， 批准逮捕
16 人。

通过全省“三禁一清”统一行动，
有力地打击了非法采砂、 非法淘金、
非法砂场（码头）以及在禁采区采砂
淘金等涉砂违法行为，切实加快了河
道采砂尾堆的清理工作，为有效规范
河道采砂和大力开展河道清障打下
了坚实基础。

任重道远，“三禁一清”
攻坚战仍将持续

在全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三禁

一清”行动中，也涌现出了不少好经
验、好典型。 特别是怀化市推广芷江
侗族自治县 “岸上分筛、综合运用 ；
市场运作、良性循环”的河道采砂清
障模式， 破解河道采砂尾堆清障难
题。 即：县政府吸纳民营资本组成河
道清障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取得采砂
许可权后，与河道主管部门签定清障
合同书， 按照水利部门的清障规划、
原则和要求， 自行购置清障机械设
备，将河道内多年形成的尾堆全部运
输上岸， 在选定的砂场进行破碎分
筛，所生产的砂石由清障公司自行出
售，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这种模式
在政府不投入的情况下，实现了尾堆
清障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目前，全
市共平整采砂尾堆 847 处 453.7 万立
方米，依法取缔采砂淘金船只 72 艘、
非法码头 15 处。

但全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三禁
一清”任重道远。 从省河道采砂专项
整治行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督导情
况来看， 也有少部分地方重视不够，
存在被动应付和敷衍了事的情况，基
本没有开展省里统一部署的集中整
治行动。

当前 ， 全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
任务还非常艰巨， 还需要继续开展

“三禁一清”攻坚战。 根据深入市州
督导和各地反映的情况， 仍然还有
大量非法采砂淘金行为和非法砂场
（码头） 等违法行为需要从严打击、
有效规范。 特别是在专项整治过程
中， 由于采砂利益复杂及长期形成
的无序采砂淘金格局难以突破等多
方面原因，一些影响大、危害大的违
法采砂淘金行为没有得到有效遏
制。 比如株洲县朱亭镇黄龙内港非
法淘金问题， 铁道部和省政府都高
度关注， 新闻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
道，但至今仍有 30 多条淘金船没有
解体、没有上岸。

河道采砂专项整治未有穷期 ，
“三禁一清”攻坚战仍将持续。我省将
坚持科学发展、 安全发展的理念，认
真贯彻执行《水法》、《安全生产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安全生产政策精
神，依法依规从严打击河道内非法违
法采砂行为，有效防范和杜绝河道采
砂安全事故，促进我省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向好发展。

� � � � （“湖南省河道采砂专项整
治 行 动 专 题 ” 网 址 ：http://
www.dongting.net）

———全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三禁一清”行动综述
本刊记者 柳德新

开展河道采砂专项整治，既是
省政府作出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

根据省政府《全省水上安全综
合 整 治 总 体 方 案 》 （ 湘 政 明 电
〔2011〕29 号）及其《河道采砂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 全省河道采砂专
项整治工作从 2011 年 11 月开始，
为期 6 个月，要在 4 月底之前完成
专项整治任务。 省委副书记、省长
徐守盛近日强调，继续加大河道采
砂专项整治工作力度，按既定方案
圆满完成任务。

3 月开展“三禁一清行动
月”活动

在 1 月 5 日~15 日全省统一开
展河道采砂专项整治 “三禁一清”
行动的基础上，继续强力抓好集中
整治工作， 开展部门联合执法，有
效打击各类涉砂违法行为，巩固整
治成果。 根据专项整治工作时间安
排，全省将在 3 月开展“三禁一清
行动月”活动，保持专项整治的高
压态势，扩大专项整治成果。

在“三禁一清行动月”活动中，
将大力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每个市
州和县市区都要查处典型案件，加
强部门联合执法，集中打击和查处
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违法行为，形
成强大震慑和宣传攻势。 要通过大
力整治行动，全面禁止 241 条淘金
船作业， 全面禁止 1575 艘无证采
砂船作业，全面禁止四水干流和洞
庭湖洪道 838 公里禁采区以及其
他河流禁采区采砂作业，四水干流
所有禁采区设立统一的标识牌；清
理城区河段、交通要道沿线等重点
区域和影响航道安全的采砂尾堆，
制定专门采砂尾堆清障计划，落实
清障资金，在专项整治行动结束前
全面完成清理采砂尾堆任务，达到
“‘三乱’现象得到全面制止、被破
坏的河道得以有效恢复、河道采砂
管理长效机制基本建立”的目标。

建立保障有力的政策法
规体系

省政府即将出台《湖南省河道
采砂管理办法》， 将为河道采砂管
理提供有力的政策法规依据。 下一
步，我省将按照《湖南省河道采砂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尽快出台
《湖南省河道采砂权出让管理办
法》、《湖南省河道采砂权有偿出让
费及砂石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
法》等配套政策性文件，逐步建立
全省保障有力的河道采砂政策法
规体系。

加快采砂规划编制
采砂规划是采砂管理的基础

工作，要加快省内各级河流采砂规
划的编制工作，洞庭湖和湘资沅澧
四水干流采砂规划由省水利厅组
织编制，目前规划已经通过长江委
审查，待省政府批准后实施；其他
河道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 ， 由市
州、县市区水利（水务）部门会同国
土、 交通运输等部门分别组织编
制。 在今年 4 月底之前，省、市、县
三级采砂规划必须编制完成。

建立健全考核指标体系
按照省政府河道采砂专项整

治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尽快建立
健全考核指标体系，将落实“政府
主导、水利主管、部门配合”管理模
式、规范河道采砂作业秩序、采砂
尾堆清障等内容纳入考核指标，为
专项整治行动考核和验收提供依
据， 要把考核指标体系纳入市、县
政府绩效考核内容 。 整治行动以
后，这套指标体系也是今后实施严
格河道管理的重要考核手段，确保

整治成果。 省水利建设指挥部、省
水利厅已经明确，凡是河道采砂专
项整治行动没有完成任务的市县，
在全省“芙蓉杯”水利建设竞赛中
一票否决。

进一步加强督查督办
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办公室

和省水利厅将进一步加大督查督
办力度，严格查处各地河道采砂整
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督查中发
现的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并要求
限期报送整改情况，与省政府督查
室和相关部门联合进行跟踪督办。
“三禁一清行动月”期间，继续组织
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行动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深入市州进行督导，实
地检查专项整治行动效果，对督查
发现的问题督促限期整改到位。 各
市州也要参照省里的方式，组织有
关部门深入所辖县（市、区）督导。

积极推进河道采砂规范
化管理

按照“像管理城市街道一样管
理河道，像管理基本农田一样管理
水域，像管理车辆一样管理采砂船
只”的工作目标，积极开展河道采
砂规范化管理工作，对采砂船实行
建档管理、执证上岗，安装实时监
控设备， 规范有序管理河道采砂，
努力打造“安全河流、健康河流、清
洁河流、生态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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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县多个部门联合执法拆除非法砂石码头设备。 通讯员 摄

铲除“毒瘤” 安澜

———贯彻落实 2011 年中央 1 号文件在湖南

芷江推行“岸上分筛、综合运用；市场运作、
良性循环”的办法，破解河道采砂清障难题。图为
“岸上分筛”现场。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