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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河湖卫士 擦亮水韵底色
全省河湖“两违三乱”专项整治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水，是江苏的一

张亮丽名片。如何打

造老百姓满意的幸福

河湖，让“水韵江

苏”魅力更足？

近年来，我省确

立“河通水畅、江淮

安澜，水清岸绿、生

物多样，人水和谐、

景美文昌”的美好愿

景，强力推进河湖治

理，精准实施专项整

治，河湖水系的新老

水问题稳步得到解

决。如今，无论是长

江干流、大运河沿

线，还是太湖、洪泽

湖、骆马湖⋯⋯目之

所及，山明水秀，沙

鸥逐浪，人水和谐，

锦绣水乡的大美画卷

徐徐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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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南京段十里造船带整治后

洪泽湖整治后

我省河湖众多，经济发达，
河湖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大，加之
部分违法违规问题成因复杂，清
理整治面临重重阻力，这是基层
河湖长和水行政执法人员的普遍
感受。

河湖水环境治理没有退路，
再硬的骨头也要啃下来。全省
省、市、县、乡、村5.7万名河长
湖长各司其职，形成“省级河长
抓推进、市县河长抓治理、镇村
河长抓管护”的体系，河湖“两
违三乱”专项整治得以强势推
进，纵深发展。

长 江 干 流 岸 线 资 源 分 外 宝
贵，沿江各地把“两违三乱”专
项整治与长江岸线清理整治紧密
结合起来，强化使命担当，加大
工作力度，在全面完成国家长江
办向江苏省下达的拆除取缔、整
改规范两类整治任务的同时，结
合自身实际，清理整顿非法侵占
岸线，腾退整合生产岸线，为沿
江高质量发展留足发展空间。

南京市是万里长江进入江苏
的“第一站”，为守住长江门户，
保一江清水向东流，市委、市政
府将长江大保护融入城市发展战
略，把保护修复长江生态作为压
倒性任务，完成 226 个长江岸线
利用项目整治，清退岸线 40 多公

里，生产岸线占比降为 16.8%。
镇江市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曾经被非法侵占 7000 多亩江滩湿
地，违规建设大江风云影视实景
园，并违规开垦农业种植和渔业
养殖，经过全面清理、生态自然
修复等措施，如今水生植物繁
茂，不时有鸟儿掠过水面，完全
找不到丝毫人工建筑的痕迹。江
阴市调整港口功能，将省政府批复
的 23.4 公里港口岸线主动压缩到
17.48公里，仅占长江江阴段35公
里黄金岸线的50%。生产岸线变为
生活岸线，公园绿地替代码头船
厂，物流基地变身生态绿岛，沿江
群众收获满满“幸福感”。

洪泽湖、骆马湖是我省苏北
地区的主要调蓄湖泊，也是南水
北调东线的重点调节湖泊，承担
着防洪、供水、航运、渔业、生
态、旅游等多种功能。近年来，
洪泽湖、骆马湖非法采砂一度蔓
延泛滥，对生态安全等造成严重
威胁。沿湖徐州、淮安、宿迁三
市把“两湖”禁采与“两违三
乱”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强制拆
除“两湖”水域滞留采砂船只
1486 条，提前半年实现非法采砂
行为零发生、非法采砂船只零滞
留目标。

“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

地区的共同责任”，我省沿京杭大
运河各地坚决向私建码头、私设
砂站、私搭房棚、私圈养殖等突
出问题亮剑，清除码头、煤场、
房屋等“两违三乱”问题共 1319
处。拆违完成后，各地对京杭大
运河两岸进行绿化、美化，着力
打造“生态+旅游+文化”景观
带，彰显了京杭大运河的生态之
美、人文之美。

河 湖 水 环 境 治 理 涉 及 上 下
游、左右岸，催生形式多样的联
合执法、跨区域执法。苏州、无
锡、南通、泰州“两岸四地”共
同搭建联动执法巡查平台，合力
打击长江河道交界水域非法采
砂，并加大对水域岸线占用、偷
排偷盗现象的联合执法力度，放
大治理合力。昆山市与上海市青
浦区基层水利站所联合巡河执
法，对河道岸坡存在的垦种及违
章建设，探索走出一条跨界执法
的新路。

专项整治期间，全省累计拆
除违法建筑面积约 1037 万平方
米，清理非法占用河湖岸线超
2000 公里，拆除非法码头 800 多
个，复绿面积约 640 万平方米，
河湖行蓄洪能力得到提高，重点
河湖水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得
以修复。

攻坚克难 精准发力

河湖治理保护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既要解决水安全的老
问题，又要统筹治理水污染、水
环境、水生态等新问题。其中，
水环境方面的历史欠账较多，老
百姓感受最深刻，推动水环境根
本好转的要求最迫切。

老百姓的呼声就是工作的方
向。“水环境的积弊不是一朝一
夕形成的，既有法治意识缺失的
因素，也有长期行为惯性的影
响，必须猛药去疴，精细化管
理、零容忍执法。”在 2017 年 8
月召开的江苏省生态河湖行动计
划专家咨询会上，来自政府部
门、科研院所的院士、专家和技
术人员纷纷呼吁。

2017 年，省政府印发 《江苏
省 生 态 河 湖 行 动 计 划 （2017—
2020 年）》，对全面清理乱占乱
建、打击乱垦乱种、严惩乱倒乱
排作出安排，分解落实相关任务。

为认真贯彻省政府生态河湖行动计
划，经过密集调研和充分论证，
我省印发省河湖“三乱”专项整治
行动方案，对列入省政府批准的

《江苏省骨干河道名录》 和 《江苏
省湖泊保护名录》 中的河道、湖
泊以及注册登记的水库，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
准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和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及其他
有关特殊需整治的水域，针对违
法占用河湖管理范围行为、违法
建设涉水建筑物行为、违法向河
湖排放废污水和倾倒废弃物行
为，开展为期3年专项整治行动。

河湖治理保护涉及多个政府
部门，法律法规赋予这些部门不
同的职责，必须以河湖长制为统
领，才能攥指成拳。省委主要领
导、省总河长在全省河湖长制工
作暨“两违”专项整治推进会议
上发布 2019 年第 1 号省总河长

令，在全省组织开展碧水保卫
战、河湖保护战，全面遏制违法
侵害河湖行为，逐步修复河湖生
态，保护河湖综合功能。

全省各地闻令而动，把“两
违三乱”整治作为全面落实生态
河湖行动计划、推动河湖长制从

“有名”到“有实”的第一抓手，
建立党委政府牵头抓总、河长办
组织推动、水利部门具体实施、
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的良性运行机
制。省级依托执法巡查系统及河
湖卫星遥感资料，分批下达重点
河湖“三乱”问题 1250 个。市县
利用无人机、视频监控等信息化
手段，结合人工实地调查，对全
省 727 条骨干河道、137 个湖泊、
49 座大中型水库实施全方位排查
摸底，分类建档发现的问题，形
成区域河湖“两违三乱”问题清
单，一场河湖水环境问题的歼灭
战，迅速在全省打响。

把脉问诊 精准施策

河湖“两违三乱”专项整治，
关键在有力削减存量、有效遏制
增量。整治过程中，全面落实问
题清单、整改清单和责任清单“三
单”制，实行挂图作战，省级全程
指导督查，针对一些难点案件、重
点项目、倾向性问题，及时协调指
导相关地方办理、解决。

严 把 整 治 质 量 关 ，省 出 台
《关于河湖“三乱”整治违法行为
整改验收和销号办法》，实行先
技术验收再行政验收“双把关”
程序，对确认销号的清单项目，

“一项一档”。
建 立 考 核 机 制 ，将“ 两 违 三

乱”专项整治纳入高质量发展综
合考核，对未完成年度个性化指
标任务的地方，扣除省高质量发
展综合考核相应分值，不断增强

地方内生动力。
强化水行政执法能力建设，

出台《江苏省水行政执法专业资
产配置标准》，加快水行政执法基
地建设，建设移动执法巡查系统，
研发“河湖管理执法系统”，完善
水事违法信息数据库，加强重点
河湖、水域卫星遥感、无人机巡
查、视频监控，进一步提高河湖管
理与整治成效。

坚持将河湖面貌改善、人民
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实效的唯
一标准，发动新闻媒体、社会公众
等参与“两违三乱”专项整治行
动，营造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
湖、保护河湖的浓厚氛围，一批

“民间河长”“企业河长”“巾帼河
长”“邮递员河长”纷纷参与护河
治河。来自法国的何诺，是法资

企业迪亚姆展示设备（昆山）有限
公司运营经理，他一有空闲就登
上保洁船，帮助打捞漂浮物，一次
巡河在河坡发现被倾倒的铝粉，
他及时上报，避免了工业固废对
水体的污染。

推动河湖面貌根本好转，离
不开大密度、高强度集中式的专
项整治，也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
功。在“两违三乱”专项整治问题
清单验收销号后，不定期组织“回
头看”，坚决防止违法违规问题反
弹回潮。在消除违法违规行为存
量的同时，深入推进专项整治常
态化、规范化，将整治范围由大江
大河大湖向中小河流、农村河湖
延伸，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增
量，河湖长效管护的目标正逐步
成为现实。

闭环管理 精准问效

长江南京段十里造船带整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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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湖整治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