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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江西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聚涛、丁惠君、郭春晶、夏思远、黄瑚、张洁、方媛瑗、戴国飞、刘少波、

吴小毛、谢睿、温春云、胡芳、杨平、楼倩、王法磊、韩柳、张兰婷、代涛涛、刘小佳、邓香平、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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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河长制湖长制的术语和定义、基础工作、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工作任务、

宣传引导与公众参与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省内河长制湖长制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江西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2018年11月29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

议通过，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的通知（厅字〔2016〕42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厅字〔2017〕51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通知（发改投资〔2014〕

2674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河长制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指导意见><河长制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

建设技术指南>的通知（办建管〔2018〕10号）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修订）>的通知（赣办字

〔2017〕24号）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办字〔2018〕17号）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河长制工作省级表彰评选暂行办法的通知（赣府厅发〔2018〕

9号）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河长制湖长制省级会议制度等五项制度的通知（赣府厅发

〔2018〕25号） 

江西省河长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河长办公室成员名单><江西省河长办公室工作规则>的通知

（赣河办字〔2018〕58号） 

江西省水利厅 江西省档案局 江西省河长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河长制湖长制档案管理办法>的

通知（赣水办字〔2018〕82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河长制湖长制  river chief system and lake chief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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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河水域设立河长、湖泊水域设立湖长，由河长湖长对其责任水域的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

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等工作予以监督和协调，督促或者建议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履行法定职责，解

决突出问题的机制。 

3.2  

河长湖长  river chief and lake chief 

按流域或区域，由各级负责同志担任河长湖长，负责协调和督促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 

3.3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  office of river chief system and lake chief system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设立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主要负责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的组织协调、调度督

导、检查考核等具体工作。 

3.4  

水域  water area 

包括江河、湖泊、水库以及水渠、水塘等水体及岸线。 

3.5  

一河一档、一湖一档  One river, one file; One lake, one file 

建立河湖等水域自然属性和开发利用动态等基础信息档案。 

3.6  

一河一策、一湖一策  One river, one countermeasure; One lake, one countermeasure 

针对河湖等水域问题制定保护与管理方案。 

4 基础工作 

4.1 编制及修订工作方案 

4.1.1 省、设区的市、县（含非建制县级单位）、乡镇（含街办）均应编制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方案并

及时印发，如有重大变化应及时修订。 

4.1.2 工作方案应明确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的总体思路、实施范围、基本原则、主要目标、组织体

系、职责分工、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方面的内容。 

4.2 编制“一河一档、一湖一档” 

4.2.1 工作要求 

调查摸清河湖水域基本情况，实行“一河一档、一湖一档”。 

4.2.2 编制主体 

县级以上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组织编制“一河一档、一湖一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9%95%BF/13026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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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主要内容 

包括河湖水域自然属性以及相应水域河长湖长名录等基本档案信息；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岸

线开发利用、河道利用、涉水工程和设施等动态档案信息。 

4.2.4 信息来源与填报 

4.2.4.1  “一河一档、一湖一档”各类信息的收集、整理以现有成果为基础，信息来源包括规划与普

查、公报及统计数据、各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补充调查数据、相关系统接入数据、其他公开数据等，

有关数据应保持动态更新，宜每年度更新一次。 

4.2.4.2  “一河一档、一湖一档”信息内容按照国家和省级制定的工作规范要求建立。 

4.3 编制“一河一策、一湖一策” 

4.3.1 工作要求 

立足不同地区、不同河湖水域实际，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实行“一河一策、一湖一策”，

解决好河湖管理保护的突出问题。 

4.3.2 编制主体 

县级以上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负责组织编制“一河一策、一湖一策”方案，并按要求报本级人民

政府或其授权的部门审批。 

4.3.3 主要内容 

包括综合说明、现状分析与存在问题、管理保护目标、管理保护任务、管理保护举措、保障措施等。 

4.4 协调河湖保护管理规划 

遵循河湖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严格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河湖资源，统筹考虑地区水资源

条件、环境承载能力、防洪要求和生态安全，科学编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各领域、各部门、各行业专

项规划，逐步推进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建、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和林业等部门与

河湖环境相关的规划“多规合一”。 

4.5 制度及法规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组织制定、修改和完善河湖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 

4.6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4.6.1 各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建设河长制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 

4.6.2 总体建设框架可参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河长制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指导意见><河

长制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技术指南>的通知》（办建管〔2018〕10 号）的相关要求。 

4.6.3 河长制湖长制管理业务应用，应包含信息管理、信息服务、巡河督导、事件处理、抽查督导、

考核评估、展示发布和移动服务等主要业务，需要其他相关业务应用信息的，应通过业务协同实现信息

共享。 

4.7 文件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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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的收发文参照《江西省河长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河长办公室成员名

单><江西省河长办公室工作规则>的通知》（赣河办字〔2018〕58号）的相关要求执行，归档要求参照

《江西省水利厅 江西省档案局 江西省河长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河长制湖长制档案管理办法>的通

知》（赣水办字〔2018〕82号）执行，并按照国家保密工作规定，做好河长制湖长制文件的保密管理。 

4.8 事件处理 

4.8.1 一般事件 

4.8.1.1 一般事件指通过举报投诉、明察暗访发现或上级交办等，采取常规性工作措施进行处理的事

件。 

4.8.1.2 处理流程 

一般事件处理按属地原则进行处理并遵循以下流程： 

a) 属于下级河长湖长管理范围内的事项，应交下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承办； 

b) 属于本级河长湖长管理范围内的事项，应根据职责分工进行组织调查、处理； 

c) 涉及两个以上单位的事项，由首个接到上报事件的单位会同所涉及单位共同协商确定主办、协

办单位进行处理； 

d) 对于跨流域、跨地区事项，应及时报上一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进行协调处理。 

4.8.2 突发事件 

4.8.2.1 突发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

水环境污染或水生态破坏事件。 

4.8.2.2 处理流程 

突发事件处理遵循以下流程： 

a)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接到突发事件后，应立即通知相关责任单位，同时上报本级河长湖长； 

b) 相关责任单位应迅速组织调查核实，在职权范围内依法采取必要补救及应对措施； 

c) 本级河长湖长协调督促相关责任单位落实事件处理； 

d)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跟踪事件处理结果及河长制湖长制事件受理及处理台账表（见附录 A），

并将处理结果向相关部门反馈，如需向社会公开的依法按信息公开程序进行公开。 

5 组织体系 

5.1 组织架构 

5.1.1 全省境内河湖均实施河长制湖长制，建立流域统一管理与行政区域分级管理相结合的河长制湖

长制组织体系，构建河长湖长领衔、部门协同、流域上下游、水陆共同治理的河长制湖长制运行机制。 

5.1.2 按区域，省、市、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区域内设立总河（湖）长、副总河（湖）

长，由行政区域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分别担任本地区总河（湖）长、副总河（湖）长。 

5.1.3 按流域，设立河流河长、湖泊湖长。各河流所在设区的市、县（市、区）、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分级分段设立河长。各湖泊所在设区的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

分级分区设立湖长。 

5.1.4 跨行政区域的水域，由共同的上级负责同志担任河长或湖长。 

5.2 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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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设立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名称宜统一为“××市（××县）河长办公

室”，乡级及以下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立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或落实专门人员负责河长制湖长制工作。

县级以上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联系本级责任单位，包括组织、宣传、编办、教育、团委、发展改革、

科技、工信、公安、司法、财政、人社、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建、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商

务、文旅、卫健、审计、林业、市场监管、统计等部门。 

5.2.2 县级以上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设在水利部门，主任由同级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常务副主任由

同级政府副秘书长或政府办分管副主任、水利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副主任由同级有关责任部门分管同

志担任。 

5.2.3 各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专职副主任负责组织领导工作机构日常工作的开展。 

5.2.4 各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的能力建设 

5.2.4.1 各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应配备满足工作实际需要的工作人员。 

5.2.4.2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经费应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5.2.4.3 各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办公场所面积应满足工作需要，并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

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通知》（发改投资〔2014〕2674 号）要求，同时配备

满足工作需要的办公设备。 

5.2.4.4 办公场所应悬挂本行政区域水系图、本级河湖对应河长湖长名单以及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的相

关规章制度。 

6 制度体系 

6.1 会议制度 

6.1.1 总河（湖）长会议：由总河（湖）长或副总河（湖）长主持召开，会议按程序由河长制湖长制

工作机构拟定并报请总河（湖）长或副总河（湖）长确定，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经总河（湖）长或副总

河（湖）长审定后印发。 

6.1.2 河长湖长会议：由河长湖长主持召开，会议按程序由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拟定并报请河长湖

长确定，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经河长湖长审定后印发。 

6.1.3 责任单位联席会议：由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或责任单位提出，按程序报请河长制湖长制工作

机构主任确定，由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主任或其委托的常务副主任定期或不定期主持召开，会议形成

的会议纪要经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主任审定后印发。 

6.1.4 责任单位联络人会议：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根据需要召开责任单位联络人会议，会议由河长

制湖长制工作机构专职副主任主持召开。 

6.2 信息工作制度 

6.2.1 信息公开制度 

6.2.1.1 公开要求为县级以上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负责定期向社会公开河长制湖长制相关信息。 

6.2.1.2 公开内容包括河长湖长名单、河长湖长职责、河湖保护管理情况等。 

6.2.1.3 公开方式包括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公示牌等便于公众

知晓的方式。 

6.2.1.4 公开频次为河长湖长名单宜每年公开一次，其他信息按要求及时更新。 

6.2.1.5 公示牌宣传牌 

设立和制作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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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示牌和宣传牌以行政村为单位，设置于人流量较大、进出通道等醒目位置。省级公示牌主要

设置在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等五河干流、鄱阳湖（含清丰山溪）、长江江西段及五

河支流跨设区的市河段。市、县级公示牌应设置在市、县级河长湖长管辖河段、湖泊范围内。

公示牌和宣传牌应双面利用，正面为公示牌，背面为宣传牌； 

b) 公示牌应标明责任河段、湖泊范围以及河长湖长姓名职务、河长湖长职责、保护治理目标、监

督举报电话等主要内容，河长湖长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及时予以更新；宣传牌内容从河长

制宣传标语库中选取； 

c) 省、市级河长制公示牌根据流域分级统一标题名称分别为“江西省河长制公示牌”和“××市河长

制公示牌”，县、乡、村级河长制公示牌统一标题名称为“××县（××乡、××村）河长制公示牌”，

公示牌规格建议见表 1，样式见附录 B，实际尺寸根据各地情况进行调整； 

d) 湖长制公示牌样式参考河长制公示牌，将河流名称、河流起点、河流终点、河流长度信息更换

为湖泊（水库）名称、湖泊（水库）面积，各级河长更换为各级湖长，河长职责更换为湖长职

责，样式见附录 C。 

表1 公示牌规格建议 

规格 
流经县级以上城区河流 流经乡镇、村河流 

距地面高度/m 

长/m 宽/m 长/m 宽/m 

省级公示牌 3.00±0.05 2.00±0.05 1.80±0.05 1.20±0.05 0.80±0.05 

市、县级公示牌 1.80±0.05 1.20±0.05 1.20±0.05 0.80±0.05 0.80±0.05 

乡、村级公示牌 / / 长：宽=3：2 1.00±0.05 

注：本标准仅建议乡村级公示牌的长宽比例，公示牌尺寸由各地自主确定。 

 

6.2.2 信息通报制度 

6.2.2.1 各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根据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情况，主要针对下级河长湖长履职不到位、

工作进度严重滞后、河湖保护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等实行通报。 

6.2.2.2 通报范围为河长制湖长制责任单位，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 

6.2.2.3 通报形式采用公文通报、《河长制湖长制工作通报》等。 

6.2.2.4 被通报的单位应在 10个工作日内整改到位并提交整改报告，确有困难的需书面说明情况。 

6.2.3 信息共享制度 

6.2.3.1 通过实行基础数据、涉河工程、水域岸线管理、水资源监测、水环境质量监测等信息共享制

度，为各级河长湖长和相关单位全面掌握信息、科学有效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6.2.3.2 实现途径为县级以上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应建立河长制湖长制管理信息平台，实行河湖管

理、保护和治理信息共享，为河长湖长实时提供信息服务。 

6.2.3.3 共享范围为各级河长湖长，河长制湖长制责任单位，各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 

6.2.3.4 共享内容 

主要包括河湖水域岸线、水资源、水环境质量、水生态等方面的信息，按部门职责划分，主要共享

信息有： 

a) 工信部门共享本行政区域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管网）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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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生态环境部门共享本行政区域断面水质数据，饮用水水源保护情况，市、县备用水源建设情况，

工业企业污染控制情况，入河湖排污口现状，农村污染现状及整治情况； 

c) 住建部门共享本行政区域城镇生活污水治理情况，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情况，黑臭水体基本情况

及治理情况； 

d) 交通运输部门共享本行政区域船舶港口基本情况及污染防治情况； 

e) 水利部门共享本行政区域河湖基本情况，河湖水资源数据，河湖水域岸线数据及专项整治情况，

节水情况，采砂规划及非法采砂专项整治情况，水库山塘情况及水库水环境专项整治情况，水

土流失现状及治理情况； 

f) 农业农村部门共享本行政区域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情况及治理情况，畜禽养殖现状及污染控制情

况，化肥、农药使用及减量化治理情况，渔业资源现状及保护、整治情况，水域水产养殖和滩

涂养殖情况； 

g) 林业部门共享本行政区域林地、湿地、野生动植物基本情况及非法侵占林地、破坏湿地和野生

动植物资源等违法犯罪的整治情况； 

h) 其他需要共享的信息。 

6.2.3.5 按照职责分工，河长制湖长制责任单位定时更新上报涉及河湖管理保护的相关信息，由本级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审核发布后实行共享。河长制湖长制责任单位已建成的相关监测端口应接入河长

制湖长制管理信息平台。 

6.2.3.6 共享的信息可不向社会公开，确需公开的应报经相关河长制湖长制责任单位审批同意。 

6.2.4 信息报送制度 

各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和河长制湖长制责任单位应将河长制湖长制日常相关信息以及年度工

作总结报至上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本行政区域的年度工作总结由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汇总后，

按信息报送程序逐级上报。 

6.3 巡查制度 

6.3.1 巡查频次 

县级以上河长湖长应定期组织开展巡河巡湖工作。省级河长湖长每年带队巡河巡湖不少于一次，市

级河长湖长每半年带队巡河巡湖不少于一次，县级河长湖长每季度带队巡河巡湖不少于一次，乡级河长

湖长每月巡河巡湖不少于一次，村级河长湖长每周巡河巡湖不少于一次。 

6.3.2 巡查方式 

采用实地察看、全线督查、随机询问周边群众、书面问卷调查、查阅佐证资料等方式，可配合卫星

遥感、无人机、视频监控等现代化技术手段，提高巡查效率和质量。 

6.3.3 巡查内容 

6.3.3.1 县级以上河长湖长应组织巡查，具体巡查内容按照《江西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2018

年 11月 29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的要求执行。 

6.3.3.2 乡、村级河长湖长巡查内容根据工作实际参照执行。 

6.3.4 巡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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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河长湖长要严格按规定频次和规定要求开展巡查工作，并做好巡查记录，做到巡查的轨迹、内

容电子化，有文字、图片或视频，台账清晰可查。已建立河长制湖长制信息管理系统的，应使用信息平

台开展巡查工作，巡查记录样表见附录D。 

6.4 督察制度 

6.4.1 督察组织 

6.4.1.1 根据河长湖长指示要求，由相关部门、单位牵头开展以流域为单元的督察。 

6.4.1.2 联合督察为由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负责牵头、相关责任单位配合对本行政区域的河长制湖

长制工作开展专项明查暗访。省级宜每年不少于两次，市、县两级根据实际需要确定频次。 

6.4.1.3 专项督察为相关责任单位按照“清河行动”等相关专项整治行动分配的工作任务和职责分

工，负责牵头开展督察。省级宜每年不少于一次，市、县两级根据实际需要确定频次。 

6.4.2 督察对象 

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各级河长制湖长制责任单位。 

6.4.3 督察内容 

主要包括河长制湖长制基础工作情况、上级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各级河（湖）长履职情况、工作任

务实施情况和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等。 

6.4.4 结果运用 

6.4.4.1 纳入各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年度考核。 

6.4.4.2 督察过程中发现的新经验、好做法，应以适当形式予以肯定，总结推广经验，表扬相关单位

和个人。 

6.4.4.3 督察过程中发现的工作落实不到位、进度严重滞后等问题，由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下发督

办函，并抄报本级河长湖长，必要时予以通报。 

6.4.4.4 督察结束 10个工作日内，牵头单位应向本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提交督察报告。河长制湖

长制工作机构将督察发现的问题及相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相关部门，具体督察流程见图 1。 

督察 确定督察内容 制定督察方案 联系被督察单位

会议督查、现场督察
暗访督察

汇总督察情况并上报
相关领导

分类归档

反馈至相关部门

 

图1 督察流程图 

6.5 督办制度 

6.5.1 督办总程序 

按照“收集-归类-分办-督办-调度-跟踪-核实-销号”的程序，运用“督办函”“河长令”“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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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等形式进行督办，实行“闭环销号”，督办单样表见附录 E。 

6.5.2 督办类型 

6.5.2.1 责任单位督办 

责任单位对职责范围内需要督办的事项进行督办，督办对象为对口下级责任单位。 

6.5.2.2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督办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对河长湖长批办事项、涉及责任单位和下级政府需要督办的事项，或责任单

位不能有效督办的事项进行督办。督办对象为本级责任单位、下级河长湖长、下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

构。 

6.5.2.3 河长湖长督办 

河长湖长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不能有效督办的重大事项进行督办，督办对象为责任单位主要负

责人和责任人，下级总河（湖）长、副总河（湖）长。 

6.5.3 督办流程 

6.5.3.1 督办任务交办 

主要采用“督办函”“河长令”“湖长令”等书面形式交办任务。“督办函”由督办单位的主要负

责同志签发，“河长令”“湖长令”按程序由总河（湖）长或相应的河长湖长签发。督办文件明确督办

任务、承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办理期限。 

6.5.3.2 督办任务承办 

承办单位接到交办任务后，应按要求按时保质完成。督办事项涉及多个责任单位的由牵头责任单位

负责组织协调，在办理过程中若出现意见分歧较大难以协调的，应报请本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协调。 

6.5.3.3 督办反馈 

督办任务完成后，承办单位应及时向本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书面反馈；在规定时间内未办理完

毕的，应及时将工作进展、存在问题、下步安排等情况反馈至本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 

6.5.3.4 立卷归档 

督办单位应对督办事项登记造册，统一编号。督办任务完成后，及时将督办事项原件、领导批示、

处理意见、督办情况报告等资料立卷归入相应河（湖）的档案。 

6.5.3.5 督办处里 

对督办事项落实不力且造成不良影响的，应按程序提请相关河长湖长或总河（湖）长、副总河（湖）

长对其进行约谈。 

6.6 考核制度 

6.6.1 组织领导 

由省河长办公室组织相关责任单位，对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考核。 

6.6.2 考核周期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实行年度考核制。 

6.6.3 考核程序 

6.6.3.1 制定方案 

根据河长制湖长制年度工作要点，省河长办公室负责制定年度考核方案报省级总河（湖）长会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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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确定。 

6.6.3.2 开展考核 

根据考核方案，省河长办公室、省级责任单位根据分工开展考核。 

6.6.3.3 公布结果 

根据各设区的市、县（市、区）单个指标的分值及综合得分，对各设区的市、县（市、区）考核进

行排名，及时公布考核结果。 

6.6.4 结果运用 

6.6.4.1 考核结果纳入市、县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由省政府发布并抄

告省级责任单位及组织、人事、综治办等有关部门。 

6.6.4.2 各级河长湖长履职情况应作为干部年度考核述职的重要内容。 

6.6.4.3 各设区的市、县（市、区）可根据本级相关规定开展考核工作。 

6.7 表彰奖励制度 

6.7.1 江西省河长制工作先进集体、优秀河长评选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河长制

工作省级表彰评选暂行办法的通知》（赣府厅发〔2018〕9号）要求进行表彰评选。 

6.7.2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成绩显著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

彰奖励。 

7 责任体系 

7.1 河长湖长、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职责 

各级河长湖长、各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职责按照《江西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2018年11

月29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 

7.2 责任单位 

7.2.1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将组织、宣传、编办、教育、团委、发展改革、科技、工信、公安、司法、

财政、人社、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建、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商务、文旅、卫健、审计、林

业、市场监管、统计等涉及河长制湖长制具体落实和河湖管理保护的相关部门列为河长制湖长制责任单

位，并明确责任单位工作分工。各河长制湖长制责任单位应按照分工，依法履行河湖管理、保护、治理

的相关职责。 

7.2.2 责任单位应重视发现问题和注重督察督办，对职责范围内需要督办的事项，特别是专项行动中

发现的问题加大督办力度，跟踪落实直至问题得以解决。 

7.2.3 责任单位应加强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相关责任单位应认真落实《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江西省河长制湖长制省级会议制度等五项制度的通知》（赣府厅发〔2018〕25 号）中明确的信息

共享要求，其他部门应主动对接，为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提供信息资源保障。 

7.3 责任追究 

各级河长湖长、县级以上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和河长制湖长制责任单位未按规定履行职责的按照

《江西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2018年11月29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

议通过，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进行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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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作任务 

8.1 主要任务 

包括水资源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域岸线管理保护、行政监督执法等方

面，具体内容参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的通知》（厅字

〔2016〕42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厅字〔2017〕51号）、《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修

订）>的通知》（赣办字〔2017〕24号）、《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

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办字〔2018〕17号）。 

8.2 专项工作任务 

8.2.1  “清河行动” 

主要包括以下专项内容： 

a) 城乡生活污水专项整治行动； 

b) 城乡生活垃圾专项整治行动； 

c) 工业污染集中整治行动； 

d) 重点企业排污监管专项整治行动； 

e) 化工企业污染专项整治行动； 

f) 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行动； 

g) 农药化肥零增长专项整治行动； 

h) 船舶港口污染专项整治行动； 

i) 非法码头专项整治行动； 

j) 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 

k) 侵占河湖水域及岸线专项整治行动； 

l) 劣Ⅴ类水和Ⅴ类水专项整治行动； 

m) 入河湖排污口专项整治行动； 

n) 渔业资源保护专项整治行动； 

o)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专项整治行动； 

p) 城市黑臭水体专项整治行动； 

q) 破坏湿地和危害野生动物资源专项整治行动； 

r) 河湖水域治安专项整治行动。 

8.2.2 流域生态综合治理 

8.2.2.1 项目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 

a) 将流域内涉及工信、生态环境、住建、水利、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的项目，整合到流域生态

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具体项目包括河湖修复及治理、水系连通、水库水环境整治、河湖岸线绿

色廊道建设、水土保持、城乡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治理、黑臭水体整治、工业污染治理、造林

与湿地保护、农村生活污水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畜禽养殖整治、农药化肥减量化）等； 

b) 由各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各部门和

各领域的工作任务、时间节点、项目总投资及项目分年度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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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项目名称统一为“××干流××县段流域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属于五河一江一湖区域的县（市），

按河湖名称命名。 

8.2.2.2 工作要求 

主要包括： 

a) 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由同级发展改革部门批复； 

b) 各分项工程或项目按照有关前期工作要求进行立项； 

c) 编制实施方案时，应将有关部门在该县境内已批准实施的项目，纳入流域生态综合治理项目范

围； 

d) 对于新增项目，继续纳入流域生态综合治理范围，项目按流域生态综合治理一期、二期进行区

分。 

8.3 河湖保洁 

8.3.1 保洁人员配置 

8.3.1.1 结合实际需要，可按河道长度每 1km～2km或水域面积每 1km
2
配置 1名保洁员。人烟稀少地

区，在满足保洁要求的情况下，可放宽至每 3km～5km 设置 1名保洁员。 

8.3.1.2 河湖日常保洁可采取市场委托方式，鼓励实施水陆一体化保洁。已建立河湖保洁第三方治理

机制的，由保洁公司在满足日常保洁需要的情况下按规定配置保洁人员。 

8.3.1.3 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8.3.2 保障措施 

8.3.2.1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统筹安排资金，用于河湖保洁工作。 

8.3.2.2 以乡镇为单位为河湖保洁员配备必需的保洁用具。 

8.3.3 保洁内容 

保洁人员日常保洁每天开展一次，包括打捞清理各类漂浮物以及岸内垃圾、杂物、废弃物等。洪水

退水后，保洁人员应在3日内及时清理，恢复河湖及岸边干净整洁。 

8.3.4 事件报告 

保洁人员在保洁过程中发现水污染事件等，应按程序履行报告职责。 

8.3.5 责任落实 

保洁人员对保洁工作负责，并填写河湖保洁记录表（样表见附录F），由河湖所在村级巡查员或专

管员对保洁内容进行巡查。 

9 宣传引导与公众参与 

9.1 宣传引导 

9.1.1 县级以上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应积极开展河长制湖长制相关宣传培训，加强与宣传部门的沟

通联系，做好河长制湖长制舆论引导工作。 

9.1.2 每年 3月 22日～28日为河湖保护活动周。各级人民政府应组织开展河湖保护主题宣传活动，

发动全社会参与河湖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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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宣传方式主要包括向社会公众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活动进校园、进社区、进单位、进党校等；

通过广播、电视、多媒体等播放宣传片；河长湖长宣讲河长制湖长制等。 

9.2 公众参与 

9.2.1 鼓励开展河湖保护志愿服务，鼓励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对水域管理保护作出约定。 

9.2.2 鼓励举报水域违法行为。 

9.2.3 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提倡公众通过相关的 APP、公众号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9.3 投诉举报 

9.3.1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应设立相应的公众投诉举报渠道。接到投诉举报，应完整填写河长制湖

长制事件受理及处理台账表（样表见附录 A），并按规定处理。 

9.3.2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应在 10个工作日内，将投诉举报问题的处理情况反馈给投诉举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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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河长制湖长制事件受理及处理台账表（样表） 

编号：××××年-××号 

问题名称  

问题来源  

问题地理位置  

受理时间  受理人  

投诉举报人  联系电话  

住址  邮箱  

反映问题 

主要内容 
 

拟办意见 

 

 

 

年   月   日      

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领导批示 

 

 

年   月   日      

问题处理 

及结果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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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河长制公示牌参考样式 

 

图B.1 省级河长制公示牌样式 

 

图B.2 市级河长制公示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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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 县、乡、村级河长制公示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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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湖长制公示牌参考样式 

 

图C.1 省级湖长制公示牌样式 

 

图C.2 市级湖长制公示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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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3 县、乡、村级湖长制公示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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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河长制湖长制巡查记录表（样表） 

年    月    日    时至    时                                      天气： 

巡查人员 

 

巡查河流、湖泊名称 

 

巡查路线（起终点） 

 

发现主要问题 

（包括问题现状、责任主

体、地点、照片等） 

 

处理情况 

（包括当场制止措施、制止

效果，提交有关职能部门或

向上级河长湖长、河长制湖

长制工作机构反映问题的

解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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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河长制湖长制督办单（样表） 

编号：××××年-××号 

督办事项  

问题来源  

受理时间  受理人  

反映问题 

主要内容 

 

 

 

交办任务 （“督办函”、“河（湖）长令”） 

承办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

构协调意见 

 

 

年   月   日    

问题处理 

及结果 

 

年   月   日    

地方销号 
 

年   月   日    

立卷归档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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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河长制湖长制河湖保洁记录表（样表） 

 

河湖水

系名称 
（河/湖） 位置 （乡/镇/街道村） 

日期 保洁人员签名 巡查员/专管员签名 备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