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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碧波粼粼、河岸绿植茵茵，精心打理的河道

是城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日前，“上海发布”第

二届“最美河道”“最佳河道整治成果”名单出炉，金

山多条河道榜上有名。这份硕果，来自全区人民的

共同努力。

2019年以来，金山区全面发力，全区河长制湖长

制考核以及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被评定为优秀，启

动了以战斗港水生态修复工程为引领的劣V类水体

治理攻坚战，圆满完成 729条劣V类水体整治任务，

向党和人民交出“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满意答卷。

河长当先 守护水清河畅

河道治理，一直牵动着金山河长们的心弦。

一河之长，责任重大。区领导胡卫国一直将河

道治理工作挂在心头，他在每季度巡河一次的任务

要求上，自我加压，每月总会抽空到河边走一圈，看

变化、找问题，开出治水“良方”。胡卫国要求，全区

各级河长要团结一心，切实履行好治水管水的职责，

共同守护好水清河畅。

河道不论长短，都是河长们守护的“宝贝疙

瘩”。位于吕巷镇太平村的屠家浜河道，500 多米

的河道两岸居住着 30 户居民，常年不良的生活习

惯，让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和沿河养殖的家禽粪污

直排入河道，造成河道淤泥发臭、发黑、杂草丛生。

身为太平村村书记的褚惠荣，同时也是一名村级河

长，更是将自己视为村域内所有河道的“村级总河

长”，带着全村干部迎难而上，主动向水务部门争取

河道整治项目，与河道两岸的居民积极沟通联系，

耐心地做好思想工作，迅速清退的鸡棚鸭棚，为后

续河道治理腾出了空间。如今的

屠家浜，河面清澈，河岸整洁，生

机勃勃，两岸的居民也自发加入

了爱护河道的队伍中，褚惠荣看

着河道和居民的变化，甜在心头。

随着河长治水的不断深入，金

山区创新制定每月 5日为“河长治

水行动日”、每月 15 日为“申报考

核行动日”、每月 25 日为“考核销

项行动日”，通过“三个行动日”

（1.0版本）构建河长治水全过程参

与体系，赋予了河长巡河治水更

多的职责、仪式感和使命感，去解

决河道治理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在河道边，总能看见一位位蓝

色的身影，他们用火钳捡拾起河岸

垃圾，他们拿起装有巡河APP的手

机拍下河道存在问题，他们到百姓

家里劝说畜禽规范化养殖……他

们的积极行动，他们的苦干实干，

他们的合力攻坚，全年 37000余次

的河道巡查，更好地助力完成全区

消除劣V类河道治理工作。

措施到位 筑起碧水屏障

“一河一策”铺基础，“五举治水”措施实。金山

区严格按照河道治理方案，综合运用“控源截污、沟

通水系、引清调水、生态修复、长效管理”等举措开展

治水，从水里到岸上，确保了河道水清、面洁、岸净。

战斗港——金山新城地区首条清澈见底的河

道，已成为附近上班族茶余饭后散步的新晋“网红”

打卡点。像战斗港这样清澈见底的河道在金山还不

是少数，祥鱼湖、杨泾浜、卫城 2组浜等河道，都是金

山区运用生态浮床、曝气增氧、人工湿地等生态修复

技术对河道开展生态治理的缩影，金山区河长办喻

思强告诉我们，未来在金山，像战斗港这样的“网红”

打卡点将会越来越多。

二段支河、九龙小区潘家

浜、许家港、秦望河支河等许许

多多的劣V类河道通过违法建

筑拆除、畜禽规范化养殖、农村

生活污水纳管处理、河道底泥

疏浚、沟通水系以及新建生态

护岸等措施进行了综合治理，

沿河居民记忆中鱼翔浅底、绿

意盎然的生态河道又渐渐回到

了家门口。

2019 年，金山区完成 23.2
公里河道水利工程整治，完成断

头河整治 75 条，新建污水管网

1.1公里，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

造32个，市政、企事业单位和沿

街商铺、其他雨污混接改造 83
个，拆除违法建筑60平方千米，

推广有机肥 9.5 万吨，配方肥

25.8 万亩次，缓释肥 1.95 万亩

次，各项整治任务进度指标名列

全市郊区的前列。

全民参与 共建水美家园

比河长人数更多、力量更大的是居民群众，他

们离河道距离更近，他们的满意是检验治水成效的

标准。全区上下同心、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充分发

挥居民群众的治水作用，引导群众争做治水践行

者，着力营造出全民治水、全民发动、全民监督的浓

厚氛围。

去年以来，金山区从市民群众中挑选 130 多名

热情关心水环境的人士，担任“民间河长”，他们既

是河道的巡查员、宣传员，也是河长的参谋，他们定

期开展河道巡查，及时掌握河道现状和群众对于河

道治理的意见和建议并实时反馈，他们为守护身边

的每一条河道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漕泾镇水库村的周国贤，家就在风景美如画的景

观河道旁。河道水质好了，河道内设置的渔网和网簖

也多了起来，他在今年河道“捕鱼清网”行动期间，为

了得到村民的支持和配合，他白天上班，傍晚就去村

民家做思想工作，常常是进门的时候天还亮着，出门

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在他的努力下，用了短短一个月，

就完成了全村 50多处河道拦网和网簖的拆除工作，

水环境面貌得到了有效改善。

在金山工业区，立新村第五党建服务点正在发

生着变化，一群青年在墙上绘制了立新村的水系，河

道水质检测流程图，设置了展示架、照片墙、和检测

工具栏，原来是金山工业区的团员志愿者们在这里

设置了一河“河小青”水质监测小屋，金山工业区河

长办副主任沈祎告诉我们，小屋由“河小青”志愿者

负责运行和维护，指导村民使用PH试纸和溶氧仪快

速分析水质，旨在鼓励村民发现河水异样，及时采集

水样送到小屋作初步检测，随时了解家门口河道水

质情况，更好地方便村民监督河道治理。

正如一名市民留言所说：“我的家乡并不是什么

有名的旅游胜地，也没有美丽的青山、壮观的瀑布，

但，那儿有一条小河。我深爱我的家乡，更爱那条小

河。”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人人都参与到水环

境治理工作中来，让治水延伸到每一个角落，必定会

实现“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环境目标。

中运河是一条东西方向的区管河

道，全长 18.803 公里，河道面宽 25 至 52
米,西起惠高泾，东至龙泉港，流经三个镇

区，水域面积 65 万平方米，护岸设施:浆
砌块石护岸、钢筋砼护岸两种共计 24 公

里，是一条集防洪除涝、水资源调度以及

生态景观为一体的区管河道。

中运河碧波荡漾，两岸植被葱翠，不

时有路人驻足欣赏。全长约 18.803公里

的它一直是金山区景观河的“代言人”，

从水生态、水环境、水景观入手，种植景

观绿化，华丽变身为星级河道。360°无
死角对河道、河面、河岸进行巡查，养护

人员每天对河道沿线水域、陆域等方面

进行养护，管护人员通过电脑、手机随时

掌握河道情况，更加直观、及时掌握河流

动态。

经过不懈努力，一条河水清澈、河岸

整洁、风景如画的景观河呈现在人们眼

前。在视频监控基础上进行巡查，将这

一做法推广到全区河道管护中，通过以

点带面、全面推开，确保河长制工作更科

学、更有序、更有效。

到如今，居民养成了生活垃圾不随意

丢入河道内的习惯。夏天沿着河边的小

道漫步，再炙热的阳光也会被这河风和树

荫温柔地化解，迎着晚霞呼吸着河边的新

鲜空气，心顿时就静了下来，水面清澈平

静，河岸两边绿树和楼房的倒影与碧波相

映衬，环境真是越变越好了，晚霞归暮处

寄情于中运河，相信她们的欢声笑语必将

和清澈的河水一样，持续下去……

坚持节水减排 建设幸福河湖
2020年3月22日是第二十八届

“世界水日”，3月22日—28日是第三十三届“中国

水周”，联合国确定2020年“世界水日”的宣传主题

是“水与气候变化”。我国纪念2020年“世界水日”和

“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为“坚持节水优先，建设

幸福河湖”。今年上海纪念活动的宣传主题为“坚持

节水减排，建设幸福河湖”。为更好地促进全区人民爱

水、护水、节水、亲水，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金山，结

合我区水环境治理实际，金山区水务局特刊登此专版，

以倡导市民群众充分认识保护水资源、维护水环境的重

要性，增强全社会共同爱水、节水、护水、惜水的责任意

识。

白牛河

揭秘最美河道（第一期）：中运河

追寻梦里水乡 共护水美金山
——金山区2019年水环境治理工作回眸

疫情防控不放松 水日宣传掀热潮
——金山区“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丰富多彩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到来。阳春三月，疫情“阴霾”正逐渐散

去，我们也迎来了 2020年“世界水日”。为

全面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最大限度

减少大型现场活动和人员流动聚集，今年金

山区主要通过形式多样的线上宣传活动，以

特殊的形式纪念“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掀

起了一场节水惜水、爱河护河的热潮。

云赏“水美金山”
共建幸福河湖

在“中国水周”期间，金山区水务局联

合区融媒体中心，围绕“坚持节水减排、建

设幸福河湖”主题，通过 i金山上线“追寻梦

里水乡、共护水美金山”有奖问答和“云赏

河”等系列线上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普及水资源保护知识，提高全社会关心

水、爱护水、珍惜水的意识。据不完全统

计，线上活动参与人数达近两万人次，收到

群众反馈治水宝贵意见数十条。

疫情换“役”阀
确保供水安全

为进一步保障疫情期间和夏季高峰安

全供水工作，3 月 20 日，金山海川一期出

水泵房的主干管阀门顺利完成更换。新服

役的 5套阀门将秉承供水初心，勇担使命，

全力保障全区的供水安全。18日至 20日，

在施工期间，区供水部门根据历史供水数

据及作业当天的供水情况，按照前期计划

方案，确保作业期间足压、足量、优质供水，

努力将对市民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齐抓共进
节水宣传进“疫”线

3 月 20 日上午，水务志愿者像往常一

样早早来到山阳镇金天地花园、蓝色收获、

万皓等驻点社区报到。在当好小区“守门

员”的同时，他们担起水务科普“宣传员”之

责，以分组形式在驻点小区门口进行宣传，

向过往居民普及水资源保护知识，传播爱

水护水节水理念，引导居民关注水务微信

公众号，倡导大家以实际行动建设水资源

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据统计，本

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和宣传品共 400余

份。

“法”在金山
话供排水安全

3月25日上午，区水务稽查支队与区给

水所共同作客金山广播105.1“法在金山”栏

目，为市民讲解关于《供排水安全，人人有

责》的相关内容。通过讲述供排水方面的典

型违法案例，强化对涉水违法案件“零容忍”

的宣传，普及老百姓要注意和遵循的法律知

识，号召市民广泛参与全民护水，加强舆论

监督机制，倒逼水环境持续向好。

消除雨污混接
推动“全生命周期”治水

海汇街处于万达商圈，沿街商铺众多、

业态复杂。经过前期排查，区排水部门发现

存在私自将污水接入雨水管道的情况，从而

影响周边河道水质。3月23日下午，区排水

部门会同执法部门对海汇街开展消除沿街

商铺雨污混接宣教和现场整改治理。现场

人员逐一开井讲解具体雨污混接点的位置

和形成原因，并指导相关物业负责人如何进

行整改，限期物业一周内完成整改。

3

月25

日
，
区
水
务
局
组
织
市
民
参
观
新
江
水
质
净
化

厂
（
二
车
间
）
，实
地
观
摩
污
水
处
理
过
程
，认
识
排
水
知
识
，

提
倡
节
约
用
水
、保
护
水
资
源

水务志愿者在驻点小区进行疫情防控及水日宣传 参加金山广播105.1“法在金山”节目

中运河中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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