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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河长制的水环境治理模式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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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保护水环境，改善水生态，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结合工作实际，

对于张家港市自 2017 年将全市的所有河湖纳入河长制工作系统管理以来河长制实施现状及成效进行梳理分析，

并结合国内比较成功的经验，对张家港市河长制水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工作重点进行了明确与细化，结果可为张

家港市境内河长制管理制度顺利实施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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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湖概况

张家港市境内水网纵横交织，共有大小河湖近 8000 条，

其中市级以上重要河湖 29 条，镇级河道 270 条，村组河道

7300 余条，有 15 条河道被列入省级骨干河道名录。内陆水

域面积 63.28 km2，长江水域 195.67 km2，水城面积占总面积

的 26%。列入省保护名录的湖泊 1 个、水域 1000 亩。近年

来，全市上下与时俱进大力弘扬张家港精神，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

态文明建设，特别是 2017 年全面深化河长制改革工作以来，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以河长制为重要抓手，掀起水环境治

理新高潮。大力开展生态河湖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清江”

行动，推动“一事一办”清单的任务落实等，省考断面水质

达到考核目标，达标率 100%，主要河流水质达到功能区要求，

苏州断面优化比例 82%，总体水质状况良好。

2    河长制实施现状及成效

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要求，张家

港市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印发《张家港市关于全面深化河长

制改革的工作方案》（张委办 [2017]28 号），将全市的所有

河湖纳入河长制工作中。河长制工作方案确立了河湖长制工

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明确了河湖长的设立

原则、主要任务和工作职责。全面建立各级组织体系，市、

镇两级分别设立总河长，全市设市、镇、村三级河长。市级

河长体系中，第一总河长由市委书记担任，市委副书记、市

长任总河长，市委和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副总河长。市级重

要河湖全部由市四套班子领导担任一级河长，区镇主要领导

担任辖区段相应河段的二级河长。2017 年 6 月 26 日，印发《关

于成立市全面深化河长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张委

办 [2017]32 号），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组长，市委副书记、

常务副市长和分管副市长担任副组长，河长制成员单位主要

领导担任组员，各区镇按市级模式均设立双总河长制度，成

立领导小组。

市级河长办设在水利局，河长办主任由水利局局长担任，

水利、农委、交通、城管、环保、住建等部门相关负贵人任

副主任。各区镇河长办主任均由区镇党政领导担任，每个区

镇河长办配备不少于 2 名专职工作人员。目前，全市河长办

工作人员总数 25 名，比 2017 年增加 6 名，市镇两级河长办

配置均满足上级要求。

2.1    水污染防治方面
张家港市始终坚持系统治理原则，针对河湖问题，瞄准关

键问题，重点关注水质提升，先后组织开展散乱污整治、清江

行动、水岸同治等专项行动，使工农业生产及生活污水得到有

效管控，河湖岸线侵占问题逐渐得到缓解，河湖面貌显著改善。

水利工程补短板，张家港水利管理部门对河道治理力度持续加

大，就塘桥镇 2016 年以来，三年投入 1.3 亿元，大力开展以农

村河道综合整治、拆坝建桥、圩区治理、黑臭水体治理、农村

水利工程长效化管理等为核心的农村水利建设工作，全面夯实

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基本解决消除

了多片防汛内涝风险。张家港市在 2017 年 ~2019 年，通过一支

河疏浚项目，城北横河里村及东墩头水体整治控源截污工程，

乐余镇镇区排水管网排查项目，长黄港、弯背塘、小城河、万

红港、纪澄河及谷渎港等沿河区域黑臭水体控源截污整治工程，

杨舍镇、全港镇、锦丰镇、塘桥镇河道综合整治工程等治理改

善了包括一支河、长黄港、弯背塘、小城河、万红港、纪澄河

及谷渎港、晨阳大润发河、三节桥港、星火 12 组 ~16 组河、久

生 7 组河、袁家河、常丰村 20 号河、长丰村康家埭后河等在内

的一批黑臭河道水体，培育打造了一些水美村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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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河长制数据信息化平台

2.2    水环境改善方面

（1）加快推进控源截污。紧盯三个“三年行动计划”，

倒排时序、责任到人，全力推进水环境整治项目落地见效。

突出入江支流水岸同治、重污染河道周边、建成集聚区、主

要摸排排口等重点，加快推进老旧小区、企业单位、沿街门

店等污水排放治理，缓解黑臭水体压力。

（2）突出黑臭河道整治。相关部门、村居根据水岸同治、

综合整治、长效管理的原则，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能快则

快推进黑臭河道整治，确保完成年度任务。

（3）抓好“两违”、“三乱”整治。根据三优三保及

规划建设等，迅速整治、加速推进、落实长效。在整治过程中，

利用“三治办”工作平台，探索“河长制 + 网格化”管理模式，

强化全过程、全链条、全方位监管，确保消除存量、杜绝增量，

巩固好整治成果，严防边整治边违建的现象发生。

2.3    “一河一策”编制情况

张家港市级河湖《一河一策》在 2017 年 6 月份正式启动

编制至 11 月底，市级 29 条重要河湖的“一河一策”行动计划

均全部编制完成，在省及苏州市级编制的基础上将长江、张

家港河等的“一河一策”进行了细化；并于 2017 年底编制完

成河长制“一事一办”工作清单，召开交办会，由市级第一

总河长统一交办“一事一办”治河任务，河长制改革正式进

入治河阶段。镇级河道“一河一策”、村级河道“一村一策”

全部完成编制，逐步开展部署工作，全市共编制镇级“一河

一策”270 本，村组河道“一村一策”173 本。在“一河一策”

的编制过程中，各级河长对编制的进度、内容及时进行了解，

并提出相关建议与要求，通过召开会议、意见征求等形式定

稿并由责任河长进行签发。

3    基于河长制的水环境治理模式创新应用

3.1    在全区镇范围内构建河长制信息化平台

河长制管理模式必须紧密结合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构建

河湖管护信息化平台，落实河湖管护过程中所对应的权责划

分，加强协调沟通效率，切实贯彻落实相关政策制度，通过构

建一套系统而完整的河湖科学监督、高效管理的综合信息平

台，为河湖管理效率的提升提供信息化支撑。河长制数据信息

化平台系统包括基础信息平台、数据监测平台、河湖管护平台、

指挥辅助平台、民众互动平台以及 APP 部分，见图 1。

为更好地掌握各级河长巡河、护河、治河情况，区镇率

先在乡镇中开发河长助手“河长巡河通”手机 APP 软件，该

软件为集河长巡河、巡河轨迹、问题上传、问题交办、资料

查询、工作管理、数据统计等日常功能于一体的专用软件。

河长巡河通 APP 的开发与应用，为河长巡河，护河、治河提

供现代化手段，各级河长巡河主动性增强，河道问题解决的

时效性显著提升。

3.2    不断建立健全区镇河长制工作制度

为健全完善河长制深化改革工作机制，推动河长履职

尽贵，建立包括应急联动、动态管理和常态跟踪在内的区

镇河长制工作制度体系（图 2），该制度体系应与河长制

数据信息化平台有效对接，资源共享。经开区（杨合镇）

编制完成了《河长巡河工作办法》及《河长制工作会议制

度》《河长制工作督查制度》《经开区河长制工作考核办法》

等 9 项河长制相关工作制度。这些制度明确了区镇各级河

长的工作职责及考核办法，压实了各级河长及相关职能部

门的责任，为今后河长制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制度

保障。《区镇河长巡河日志》手册的印发为区镇各级河长

和民间河长巡河带来便利，巡河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能够及

时记录定期反馈，真正做到“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

3.3    强化考核督察

河长办牵头制定河长制考核办法，建立由总河长牵头、

河长办具体组织、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第三方监测评估的绩

效考核体系，根据不同河湖存在的问题实行河湖差异化绩效

评价考核。考核结果报送市委、市政府，通报市纪检监察和

组织部门，并向社会公布，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

责任审计和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对重视不够、措施不

力进展缓慢及河湖环境恶化、生态环境破坏、河湖空间岸线

侵占严重的要严肃问责。

3.4    加快区镇河道连片整治

在全力推动企业生活污水接管及内部雨污分流工程的同

时，为有效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区镇应结合水美村庄建设，

在辖区范围内以疏浚、连通、清洁、控排为重点，对各类阻

水障碍物、断头河、明暗坝埂、大中型河沟进行轮流疏浚，

对于淤积深度达 0.5 m 及以上的生产沟按底宽 2 m~4 m、底

高程 -0.5 m~-1.0 m 的标准分两年进行集中连片疏浚；对小

图 2   区镇河长制工作制度体系

• 水系、河流、河道直观展现
• 应急物资、预案、应急队伍联动指挥
• 事件上报、受理、反馈闭环

• 数据与数据关联、数据与业务关联，
形成数据关系网
• 河湖水环境质量、排污管控等量化管理

• 污染源、水质等数据采集，在线监测
• 水系、河流、河道实时视频监控
• 日常巡查、联席会议、考核监督

资源管理，应急联动

大数据量化管理

自动 + 人工

应急
联动

动态管理

常态跟踪



•   195  •

No.4
April，2020

陕西水利
Shaanxi Water Resources

第 4 期
2020 年 4 期

根据主客观的权重，采用式（6）计算指标权重，其中

α 取为 0.5，最后计算“生产安置情况”、“生活安置情况”、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情况”、“移民社会融合情况”这四

个指标的权重分别为 0.293、0.177、0.276、0.254。

3.2    安置效果评价

TOPSIS 法根据评价对象与理想最优与最差方案的贴近度

来评价方案的优劣，即被评价方案与理想最优方案越近，而

与理想最差方案越远时，则方案越优；反之则越差。

根据式（7）对基础数据进行归一化，并选中正理想

解与负理想解，以式（10）~ 式（11）计算最优距离与最

劣距离，根据式（12）计算相对接近度，具体计算结果见

表 3。

表 3   评价结果表

指标
归一化值 理想解 综合值

大分散小集中 城镇化 长期补偿 正理想解 负理想解 大分散小集中 城镇化 长期补偿

生产安置情况 0.503 0.649 0.570 0.649 0.503 0.390 0.893 0.700 

生活安置情况 0.570 0.603 0.559 0.603 0.559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情况 0.521 0.649 0.554 0.649 0.521 

移民社会融合情况 0.599 0.511 0.617 0.617 0.511 

根据表 3，并结合“    越大，方案越优”的原则，评出

的三种移民方案从优到劣的排序为：城镇化、长期补偿、大

分散小集中。这个评价结果与参考文献 [12] 中的排序结果一致，

这也说明本文“主客观加权的 TOPSIS 法”具有一定科学性，

对贵州省的移民安置综合效果评价具有一定适用性。

4    结论

本文以专家打分法计算主观权重，以变异系数法计算客

观权重，并通过决策者的主观偏好系数结合两者的权重，求

主客观结合的综合权重，以该权重结合 TOPSIS 法，提出加

权 TOPSIS 法对贵州省三种常见的移民安置方式（城镇化、

长期补偿、大分散小集中）的移民安置综合效果进行评价。

最后三种移民方案从优到劣的排序为：城镇化、长期补偿、

大分散小集中，与相关文献的评价结果完全一致，说明本文

提出的评价方法具有一定实用性，可以为我国移民安置综合

效果评价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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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𝑖   * 

型生产沟渠进行集中连片改造，建立道路、河道、垃圾、生

态“四位一体”的统一管理模式，加快推行农村河道连片综

合整治工程实施。

4    结论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时代发展赋予水环境治理模式转变的

必然产物，是依法治国、推行河长制的有力举措。为不断探

索和完善河长制治理模式发展的有效途径，必须基于法律法

规、制度机制、信息技术等多个角度，构建责任明晰、监管

严格、保障有力的水环境治理新模式，为河湖功能恢复及水

环境良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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