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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5日是金山区“河长治水行动日”。这天，金山基层河长们

齐上阵，带领护水志愿服务队深入河道一线把脉问诊，守护“一河清

水”。

朱泾镇
在“河长治水行动日”来临之际，1 月 4 日下午，朱泾镇镇长、总

河长夏红梅，带领辖内镇、村级河长和护水志愿者们对全镇区域开

展了一次巡河治水大行动。

活动开始前，夏红梅指出，此次巡河治水大行动是为打好朱泾

镇 2019 年治水护水行动开局之战，同时也希望同志们进一步深化

治水攻坚、完善长效管护，坚定不移打赢金山碧水保卫战，力促全镇

水环境质量持续有效改善，切实增强全镇人民群众的治水获得感。

尽管天寒地冻，空中还下着蒙蒙细雨，但是无法阻挡全镇各级河长

和护水志愿者们巡河治水的步伐。

镇一级河长吴浩带领镇、村二级河长们来到了管辖内的老斜塘

港和菱塘港，沿着河道仔细察看周边环境，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现

场商议和推进工作，同时把存在的问题做好记录，带回去和相关部

门及时进行沟通，加快推进河道整治的进度。

在朱泾镇蔡家楼河，护水志愿者们身穿玫红色马甲，穿梭在沿

河两岸的绿化带中，一边清理着河岸上的垃圾，一边向沿河居住的

村民们宣传护水治水。远远望去，犹如一朵朵在美丽河岸边盛开的

玫红色茶花，为此次治水行动留下了一幅动人的画卷。

亭林镇
1 月 4 日的亭西鹅头泾，静静地躺在雨中，享受着新年的新气

息。但是亭林镇亭西村的河长们和护水志愿服务队员们并没有

歇着，他们冒着雨在鹅头泾拾去两岸的垃圾，捞走河中的杂物，

这是他们与鹅头泾每月 5 日的护水约定，也是亭西村开展的“河

长治水行动日”活动。

只见亭西村的河长和志愿者们身穿红马甲，手持火钳、锄头、捞

网等工具，对河岸、河面上的生活垃圾和杂草，进行清理、搬运，并向

过往群众分发宣传资料，积极引导村民群众主动参与到巡河护水活

动中来，及时发现并制止向河道倾倒垃圾、排污及违法侵占水域等

行为……

通过每月“三个治水专题行动日”的开展，各级河长带头，带领

护水志愿服务队清理河道、保护水环境，迅速在全镇范围内营造起

全民治水护水的良好氛围。

枫泾镇
1 月 5 日，枫泾镇枫阳居委针对辖区河道清水泾组织河长及护

水志愿服务队开展了一次巡河治水活动。

活动中，河长及护水志愿者们冒雨沿着河道仔细巡查，发现河

道内存在零星垃圾、漂浮物等问题，当即联系相关人员对河道垃圾

进行打捞处理；对于河道两岸的垃圾，一并进行了清理，这些志愿者

们充分发挥了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同时还积极向沿河群众宣传

治水护水知识，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群众加入到全民治水行列中。

通过本次全区“河长治水行动日”专题活动的开展，全区基层河长

们带领护水志愿服务队一起深入河道一线清垃圾、清河面，带动并提升

了全民治水护水意识，为全面消除劣Ⅴ类水体，打赢碧水保卫战奠定了

基石。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等新一轮信

息技术迅速发展和深入运用，智慧水务是水务行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区水务局着眼于信息采集和传输

设施建设、业务应用系统开发，逐步建立立体智慧水务

数据中心，致力于推动传统水务向现代水务、数字水

务、立体智慧水务的一系列转变。

2019 年 1 月 11 日下午，区水利管理所召开金山区

2019 年河道养护、考核、巡查工作布置会暨金山区河

道综合管理平台培训会，全面部署河道 2019 年养护、

考核工作。会议明确，从 2019 年 1 月份起，金山区河

道综合管理平台正式投入使用，全区 2189 条河道开启

“互联网+”河道巡查、养护、考核全覆盖工作。

据悉，金山区河道综合管理平台共分为河道巡查、

代办任务、基础信息、考核统计、通知公告五大板块，通

过轨迹、照片、航拍等方式实现了河道巡查全覆盖；通

过河道报平安、河道养护、河道整改闭合等手段实现河

道维养全覆盖；通过涉河项目审批、涉河事件执法、考

核结论通报等方法实现河道监管全覆盖。

金山区水务局、各镇水务站作为河道管理责任主

体单位，通过金山区河道综合管理平台，全过程监督河

道巡查、养护、维修等工作，对涉及涉河违法行为做到

及时发现、及时处置或移交，整个环节有立案有闭环，

实现了河道巡查实时定位，河道问题随时上报，河道立

案及时处置。

金山区河道综合管理平台的应用，进一步促进河道

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为今后立体智慧水务数据

中心的集成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撑，金山区水务局将通

过分期分批的模式，逐步建立多个子平台，最终打造一

个多元化的集成式系统，为水务海洋工作的科学决策提

供依据，全面提升金山区水务海洋现代化管理水平。

朱泾镇范围内共有河道 188 条段、约 198 公里，其中镇级

河道 23 条段、约 77 公里；村级河道 165 条段、约 120 公里。自

全镇“河长制”工作开展以来，严格落实市、区关于“河长制”工

作的部署和要求，扎实履行“河长制”工作职责，紧紧围绕“全

面消除黑臭和劣Ⅴ类水体”的工作目标，积极推进镇域内河道

的水环境整治以及水质提升各项工作。

压实责任,以“河长制”促进“河长治”
为督促镇、村级河长切实贯彻落实河长制工作，履职尽责

守好治水“责任田”。镇河长办编制印发了《关于落实河长巡

河记录统计归档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镇各级河长开展镇村级

河道的巡河和考核工作。同时针对河长日常巡河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和其他电话举报、信访投诉、工单移送等，以督查报告

形式下发至所属村，并要求限期整改落实。2018 年，全镇 91
名镇、村级河长共巡河3344次，全年下发督办单21件，并全部

整改完毕。

多措并举，推进消黑消劣获实效
因河施策抓推进。完成了金山区消除劣Ⅴ类水体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责任书的签订，并完成了第一批

“25”河道，“一河一策”的“一镇一本”编制工作，同时按照已制

定的“一镇一本”方案初步开展消除劣Ⅴ类水体河道整治工

作。

摸清底数明思路。为尽快掌握全镇所有河道水质情况，

尽早确定镇内所有“劣Ⅴ类”整治河道清单，完成了全镇 125
条河道水质监测工作。

以《致河长一封信》促履职。进一步深化“致河长一封

信”工作方式，每月定期向劣Ⅴ类河道河长通报其所负责劣

Ⅴ类河道整治推进情况，督促河长履职尽责，充分发挥河长

协调、指导、监督等作用，全面推动消除劣Ⅴ类河道整治工

作。2018 年，已向劣Ⅴ类河道河长发送“致河长一封信”5 批

次共计 500 余封。

全力以赴，做好督查迎检工作
在上海市河长制办公室第三督察组开展的 2018 年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督查中，朱泾镇涉及 3 条黑臭整治河道。接到

通知后，镇河长办第一时间召开了迎检工作部署会，传达上级

会议精神，明确任务要求，细化职责分工，形成了各司其职、协

调配合、分级处置、强化监督的迎检工作机制。

在督查中，镇河长办积极作为，一是精心准备各项佐证材

料并按照时间节点做好报送工作；二是与督查组各工作小组主

动对接，及时向镇内各部门单位通报督查信息；三是做好自查

整改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巩固河道整治成效；四是全力配

合各督查组现场督查工作，对于现场督查组提出的问题，主动

靠前，及时做好释疑解答工作；五是及时处置督查期间督查组

审核认定的举报信息工单，其中涉及朱泾镇共5件，对于每一件

工单，镇河长办均认真对待，做到件件有回复，件件均满意。在

镇河长办以及各部门单位通力协作下，目前，第一轮督查工作

已顺利完成，根据督查信息反馈，朱泾镇总体情况良好，顺利通

过了2018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督查工作。

齐头并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配合做好智慧水
务工作。按照《金山区

智慧水务平台建设方

案》要求，相关工作已

陆续推进，河长APP软

件已经开发研究好，目

前，已经在设置河长办用户账户和密码。同时为了配合智慧

水务工作的开展，镇河长办正在统计和设置全镇 186 条河道

和97个水闸的监控点位选址。

积极推进小微水体工作。镇河长办已经将小微水体分解

到各村，在 1月初开展全镇小微水体的梳理排摸工作，对全镇

704条小微水体进行核对实际情况，5月份对全镇小微水体进

行了“一河一策”初步编制工作。

百花齐放，整治、宣传齐发力
充分利用报纸、网络、电视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落实河

长制和水环境治理工作，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关心、参与治水，

努力营造全民治水的浓厚氛围。年内镇河长办结合消灭劣Ⅴ

类水体，开展了朱泾镇“河长”巡河大行动，加强了社会宣传和

民众参与性。同时，利用各类信息媒体渠道，发布河道整治信

息，编发外宣文章39篇。

深入推进水环境治理工作，事关朱泾长远发展和百姓切身

利益，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下一步，朱泾镇将紧盯目标、坚持

标准、主动作为，以健全完善制度为保障，细化年度消劣目标任

务，以推进河道“三清”专项行动为抓手，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形

成即“一枝独秀”重点、亮点工作突出

（“劣Ⅴ类”整治推进顺利）又“百花齐

放”（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的工作新常

态，全力推进，坚决打赢金山碧

水保卫战，有力提升镇域水环

境质量，努力构建和谐宜居、人

水相亲的生态水环境。

随着全区消黑消劣工作的不断深入推

进，截至目前，漕泾镇 26条劣V类水体目标

任 务 ，已 全 部 整 治 达 标 ，完 成 率 达 到

100%。这些沉甸甸的数据背后，是全镇各

级河长和治水工作者的辛勤和汗水，下面

就随小编一起走进基层河长——张军的艰

辛治水路.……

“河长巡河”，治水一线的“螺丝钉”
张军是漕泾镇党委副书记，同时也是

漕泾镇蒋庄村石灰港、北横塘、上横泾等

33 条河道的“一河之长”。作为一级河长，

他始终走在治水第一线，以河道主人翁的

角色牵挂着河道的治理与水质改善情况，

他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到基层与沿岸村民

沟通了解河道治理情况，并引导村民积极

配合村委会，共同为推进辖内消黑消劣工

作而努力。在河道整治过程中，张军

经常深入一线实地查看河道整治现

场，了解当前河道治理进度及推进中

遇到的难点问题，并和相关部门共同

商讨解决方案和下一步工作举措，及

时查找整治难点，面对今年消黑消劣

中遇到的难题，以钉钉子精神，破解难题，

积极协调各方力量，综合施策，抓督查，抓

推进，合力推进河道整治进程。

“河长治河”，铁杵磨针见成效
有次，张军在巡河途中发现河道存有

疑似排污口的现象，他当即召集镇环保

办、水务站、外经公司等单位领导到现场

巡查，寻找污染源，要求当场提出解决方

案并及时落实整改；平时巡河中发现河面

有漂浮垃圾及河岸两侧有乱堆垃圾现象，

他也会及时与河道养护公司沟通，要求养

护公司制定长效管理措施，保洁养护工作

要延伸到主干河道边上的村河、宅沟，确

保不留养护死角。作为基层河长，他坚持

每周至少一次到河道整治现场进行巡河

活动，检查督促整治工程项目进度，以铁

杵磨成针的韧劲，对整治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协调和解决，保证河道整治工程按计划

顺利推进。

“河长护河”，“水清岸绿”润民心

张军作为乡镇领导，平时工作多且事

务杂，但他仍从百忙中挤出一定时间巡

河，结合平时下村调研，特别是到联系村

沙积村，总要看看经过的河道，看看河水

清不清、河岸洁不洁、河里有没有小鱼，问

问村干部河道整治进展如何，日常管护措

施落实怎样。不断提高自己“河长”意识，

养成巡河习惯，增强主动爱河护河行动，

为美丽漕泾、清澈河水多一点关心，多一

份呵护。

编者按：
治理一条河，增色一座城 。河流是城市的血脉，一滴水折射出金山的

发展质量，一条河流淌着转型升级、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活力后劲。水环

境治理，人人有责，爱水护水，你我同行！治水管海创先锋 改革开放再出发
每月5日，我们与治水护水相约

——金山区开展“河长治水行动日”活动纪实
互联网+河道，
金山区河道综合管理平台正式投入使用

街镇河长制巡礼：
朱泾镇这样抓实“河长制”工作

治水路上的“螺丝钉”
——记金山区漕泾镇一级河长张军

朱泾镇总河长夏红梅率队开展全镇区域巡河治水大行动

志愿者们沿蔡家楼河两岸开展护水行动志愿者们沿蔡家楼河两岸开展护水行动

亭林镇亭西村开展“河长治水行动日”活动

亭西村河长及志愿者们对鹅头泾开展治水护水行动亭西村河长及志愿者们对鹅头泾开展治水护水行动

枫泾镇枫阳居委会组织河长及护水志愿服务队开展巡河治水活动枫泾镇枫阳居委会组织河长及护水志愿服务队开展巡河治水活动

金山区河道综合管理平台正式投入使用金山区河道综合管理平台正式投入使用

金山区河道综合管理平台培训会现场金山区河道综合管理平台培训会现场

朱泾镇召开河长制工作推进会议朱泾镇召开河长制工作推进会议

朱泾镇第一总河长李士权率队开展大巡河行动朱泾镇第一总河长李士权率队开展大巡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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