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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治 高新良

岁末年初，长沙县成功挺进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前五强的欣喜时刻，长沙县河长制、
湖长制工作也好消息不断。

《举报河湖污染，有奖！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等中央媒体点赞长沙县引
导群众参与河湖长制工作；

不久前，全国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工作交流培训会召开，长沙
县的经验发言成为美谈；

干净、整洁、生态的河湖成为“美丽星沙”的新名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长沙县连日来再度
引发主流媒体的关注。

民生立县背景下的
河湖长制实践之道

保护江河湖泊，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关高质
量发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作
出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的重大战略部署。

为落实中央和省市战略决策、部署，推动河湖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在绿色发展中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丰富和发展“民生立县”内涵，长
沙县高位推进、多措并举，构建河长制湖长制“三个
三”全链条落地机制，通过水陆共治、综合整治、系
统治理，河湖管护局面发生可喜变化，水污染防治
成效显著，水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水生态修复
效益持久，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权责清晰，精准聚焦，着眼长远的宏观布局与
立足当下的精雕细刻并举，长沙县探索出一条独具
特色的河湖长制基层实践与创新之道。

河湖长制实施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水质是否得
到改善。 长沙县以保护好各类水体不被污染为第一
职责，坚持把浏阳河、捞刀河流域综合整治和主要排
口截污提质、小微水体治理作为长沙县河湖长制工
作的重点来抓，积极开展水生态治理和修复，以水生
态环境的不断优化促进县域生态涵养能力的持续提
升。

聚焦河湖管护，在治理措施上下功夫。 坚持从
水面管，从源头上杜绝垃圾入河，实行水域保洁网格
化管理，扩大日常管理保护范围，落实河湖管护“最
后一米”。 建立“举报有奖”监督机制，引导广大群众
从旁观者转变为环境污染治理的参与者和监督者，
让群众成为水污染治理的生力军。 注重从岸上防，
把河湖长制落地实施与堤防提质达标建设、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相结合，完善防洪闭合圈工程、水系
连通工程，补齐补强防洪排涝薄弱环节，打好农村饮
水安全攻坚战，切实抓好饮用水源保护工作。 强化
从源头治，把河湖长制与河道综合整治、城乡污水治
理相结合，明确水污染防治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
图，推进大明湖生态湿地、白马桥湿地、麻林河河滩
型湿地建设项目。 开展三叉河、乔里河、胭脂港等河
道治理，推进黄花、朗木梨工业园等雨污分流，以水质
监测结果为导向，重点实施土桥撇洪渠、梨江港、金

井后街等黑臭水体整治。
聚焦重点突破，在精准

治污上下功夫。 进一步完善
工业园区污水收集配套管
网，排查整治雨污管道漏接、
混接现象，园区内工业废水均
经预处理达标排入污水处理
厂。 进一步提升城市污水处理能
力和尾水排放标准，完善排水管网建
设，减轻初期雨水面源污染，扩大服务范
围，加强排水泵站的日常管理、维护，大幅提升原有
3 个城区及 18 个乡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新
建成 6 座污水处理厂并陆续投入使用，全县污水处
理厂达 27 家，覆盖所有城区和乡镇，截至目前，污
水日处理能力由原来 42.63 万吨提升至 76.53 万
吨。全面推动农业污染防治，科学调整养殖业布局规
划，适时调整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范围，
加强畜禽养殖退出力度，巩固捞刀河、浏阳河干流沿
岸 1000 米范围内畜禽养殖全退出成果， 确保不反
弹。 开展河湖垃圾整治，按照“控源头、清河道、重监
管”的要求，全面清除河流湖泊内堆积的废弃物，落
实河湖清障、绿化和保洁等日常管护工作。

聚焦“两河七口”，在截污提质上下功夫。长沙县

加强了对流经辖区的浏阳河、 捞刀河两河流域及
主要排口的截污治污和综合治理工作， 在截污项目
申报和工程进度上快速推进， 完成了双桥港、 花园
港、土桥撇洪渠、万家丽北路市政排口等多个排口的
截污工作。完善管网设施建设，分期分批实施雨污分
流管网改造及市政管网改扩建， 完成了部分破损排
污管道修复、堵点疏通和片区管网碰通联网，启动乡
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建、新增污水提升泵站建设。减
少农业面源污染，恢复水体自净功能，通过各级河湖
长的密集调度和跟踪督办， 实施畜禽养殖污染禁退
养、推广农村改水改厕、沼气池、四池净化项目，开展
灌溉沟渠清理、纳污坑塘整治、黑臭水体整治，农业
面源污染初步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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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聚焦”推动河湖生态环境根本好转B

浏阳河长沙
县江背段：这里传
唱着一首“一渡二
河三上岸 四洲五
里六筒车”的民谣。

捞刀河长沙县星沙段，清风拂过，泛起微波。

C “三个并举”构建治水管水护水长效机制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长沙县水务局提供)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是一项长期任务， 长沙县在推
动落实河湖长制落地中，注重常态长效。

坚持基础建设与水生态保护并举。 坚持把保护生
态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建设，扎实推进敢胜垸、水塘垸等
重点堤垸堤防达标建设， 实施排涝设施修复及改扩建
工程，推进水库水闸除险加固，筑牢防洪工程基础。 加
快推进白石洞水库、星沙二水厂等水源工程建设,加强
水源地保护,切实保障供水安全。 进一步加强城乡水环
境综合整治,加大镇街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提标扩容力
度，统筹推进集镇改造、社区提质与地下雨污分流改造
管网建设，全面构建水生态安全。 2017年以来，全县共
启动水生态保护基础建设项目 200 多个， 总投资达
18.3亿元。 同时，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守水
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资源限制纳污三
条红线，切实加强水资源保护。

坚持源头整治与转型升级并举。 严格源头治理，进
一步加强对滥用农药化肥、畜禽养殖、农家乐污染等农
业污染源的整治力度，深化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先后
关闭 60 多家规模小、技术低、效益差、污染重的企业，
支持引导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改进生产工艺，调
整产业结构，增强发展后劲。 严控源头污染，进一步加

强城乡雨污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逐步解决城乡污水
收集不齐全、雨污合流、雨季溢流严重等问题。 严把项
目生态环保准入“门槛”，坚决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项
目拒之门外。 2017年以来，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因环保
原因否决项目 20 多个，涉及总投资 100 多亿元，其中
一个拟投资 50 亿元、 占地 600 余亩的汽车产业园项
目， 预计建成后年税收可达 10 亿元， 解决就业岗位
5000多个，也因环保原因被否决。

坚持党政同责与全民共治并举。 坚持“开门治水”，
引导和鼓励社会公众参与河湖治理，“党政同责、 县区
一体、部门联动、全民共治”的治水格局基本形成。 发动
志愿者开展河湖清洁行动，因地制宜设立“党员河长”
“企业河长”“乡贤河长”等类型多样的“民间河长”，参
与河道巡查、垃圾清理、校园宣讲等工作。 用好“村村
响”，采用知识竞赛、干部入户宣传等形式，将河湖长制
带到村、社区的每个角落，群众对治水管水护水意识不
断增强。 充分运用好“互联网 +”，推动巡河 APP 上线
运行，创建长沙县河长制微信公众号，开通有奖投诉举
报通道，让每个人都可以化身“河长”，形成无处不在的

监督网。 目前，公众号推送信息超 600 条，关注人数超
20000人， 总阅读量超 1000000人次,�受理投诉举报
90余起，群众参与意识大大增强。

同时，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引入第三方评估监督河
湖管护效果，有效推动了河湖长制在长沙县落地生根、
取得实效。

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水生态环境实现根本好转，长
沙县的河长制湖长制实践为“中西部第一县”在新时期
的发展作出了有益探索， 为全县生态环境建设奠定了
坚实基础！

推动河湖长制落到实处，长沙县坚持以上
率下层层压实责任， 努力做到了守河有责、护
河担责、治河尽责，形成了河湖治理齐抓共管、
合力推动、高效运转的工作格局。

在责任体系上，构建“多层次”格局。 坚持
县区一体，建立三级河长组织体系，对长沙县、
长沙经开区 51 条流域面积 10� 平方公里以上
的河流、145 座上型水库湖泊和所有沟渠塘坝
等小微水体分管理层级落实具体责任人，明确
县级河湖长 17 人、镇级河长 124 人、村级河长
197 人、村级片区河长 1704 人，设巡查员 197
人、片区保洁管理员 1619 人，实现了全县河湖
长制全覆盖。 明确牵头部门责任体系，16 个牵
头部门组织各镇街、责任部门协助各县级河湖
长做好河湖管理和保护工作，积极参与落实各
级河湖长安排的工作任务。 实行分级负责管理
体系，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明确规
定各级河湖长对责任河湖管理和保护负主体
责任，并自上而下一级一级做好各责任范围内
跨单位（部门）的协调、监督、检查、考核等工
作。

在责任落实上，实行“一盘棋”推进。 突出
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切实把河湖长
制责任扛在肩上、落到实处。 县级河湖长做到
既“挂帅”又“出征”，密集调度，严格督促镇、村
两级工作落实到位。 健全三级联动河湖长制体
系，注重部门协作齐抓共管，各司其职。 县河长
办挂牌办公，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 利用长沙
县综合行政执法优势，开展污染源排查及专项
整治，加大河湖管理保护监管力度，今年以来
共立案查处各类涉河涉水案件 173 起，移送公
安案件 8起，罚没款 595.49万元。同时，还建立
了县级河长会议、信息、督办巡查、考核评价、
责任追究等制度，鼓励和引导社会共同参与凝
聚合力，全方位推进河湖长制工作。

在责任追究上，坚持“零容忍”问责。 落实
“一河一考核”机制，长沙县将目标任务细化到
阶段，量化到单位，落实到人员。 强化督查考
核，结合中央环保督查整改，进一步加强对两
河流域综合治理及主要排口截污提质工作的
督查，对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和失职、渎职等
行为导致河流湖库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坚决
做到“零容忍”，严格责任追究。 切实加大对督
查结果的运用力度，把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县对
部门、镇街的绩效考核内容和党政主要领导离
任审计的重要内容，努力形成齐心协力推动河
湖长制落地见效的良好工作局面。

———长沙县构建“三个三”全链条落地机制，
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到“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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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河湖管护，在治理措施上下功夫
*聚焦重点突破，在精准治污上下功夫
*聚焦“两河七口”，在截污提质上下功夫

*坚持基础建设与水生态保护并举
*坚持源头整治与转型升级并举
*坚持党政同责与全民共治并举

房前屋后的污泥塘如今变成了风景如
画、蛙声一片的休憩空间。图为长沙县开慧镇
一处治理后的小微水体。 章帝 摄

� 长沙县松雅湖，依托湖光山色打造生态宜居家园。 卢七星 摄

长沙县样板河段———
金井河路口镇花桥段。

▲

▲ 从“污泥浊水”到“地
表水准Ⅳ类”， 今年 7 月
江背工业园污水处理厂
已建成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