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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政〔2021〕14 号

石狮市宝盖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盖镇全面

推行河湖警长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盖派出所、各村（居）、镇直有关单位：

现将《宝盖镇全面推行河湖警长制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石狮市宝盖镇人民政府

2021 年 3 月 1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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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盖镇全面推行河湖警长制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河湖长制工作的决策部署、《石狮

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狮委办〔2017〕42 号）、《石狮市

全面推行湖长制实施方案（试行）》（狮委办〔2018〕78 号）和

《全市公安机关全面推行河湖警长制工作实施方案》（狮河长办

综〔2021〕3 号）要求，统筹公安执法与河长办职能作用，维护

宝盖镇河湖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治安稳定，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以保护水资源、保障水安全，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

生态为主要任务，在宝盖派出所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

有力、保护有效的河湖警长制，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

功能永续利用、打造平安水域提供制度保障。

二、实施范围

在宝盖镇范围内江河、湖泊、水库等各类水域实施河湖警长

制管理全覆盖。

三、工作目标

河湖警长在对应河湖长的统一领导下，研究解决河湖保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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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存在的治安问题，依法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有效

遏制涉河湖违法犯罪的发生，切实维护河湖流域的治安秩序，确

保全市河湖保护总体目标的实现。

四、组织体系

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原则，落实属地管理、分级分

段负责，全面建立镇（街道）、村（社区）二级河道警长体系体

系。

镇级河湖警长由副所长张常亮担任。

宝盖派出所设立河湖警长制工作领导小组，由副所长张常亮

担任组长，派出所有关单位及各网格民警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

领导小组在第一警务队设办公室，由第一警务队王传栋副队长任

办公室主任，负责组织协调、推进督办、监督指导等具体工作，

并在镇河长办设置河湖警长工作联络室，对接开展联合执法等工

作事宜。

五、职责任务

（一）打击涉河湖违法犯罪行为。统筹组织各警种部门力量，

依法打击破坏河湖环境、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的违

法犯罪行为，特别是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河湖突出问题，重点打

击污染环境、暴力抗法以及涉河湖黑恶等违法犯罪，依法处理涉

河湖行政执法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

（二）构建水域治安防控网络。与河长办共同推进“智慧河

长”建设，运用“雪亮工程”、河长制管理平台等信息系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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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信息共享。完善水域视频监控建设，将重要饮用水源保护区、

重点河段的视频监控接入“智慧河长”平台，做好涉河湖基础信

息研判。

（三）协助对应河长履行职责。协助对应河湖长开展工作；

定期向同级河湖长和上级河湖警长报告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报告

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六、工作措施

（一）建立联合打击机制。强化跨区域串并案侦查，依托跨

地区警务协作机制，整合警力资源和侦查手段，多侦上案、联合

作战。对正在查办的违法情形严重、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涉河湖

犯罪案件，以及上级领导交办、督办的重大案件等，会同河长办

协调检察院提前介入，必要时进行挂牌督办和联合督办。

（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涉河湖信息数据资源共建共

享，协调“城市安全信息系统”和“智慧河长，的对接工作；密

切部门间协作配合，畅通双向交流，推动建立查阅、调取河长办

成员单位视频、文书等资料“直通渠道"机制，健全完善涉河湖

信息的及时流转、定期通报等制度。

（三）建立督导奖惩机制。将实施河湖警长制、打击涉河湖

违法犯罪等工作纳入绩效考评，按照分级管理、级负责的原则，

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各级河湖警长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对河湖

警长制开展情况的检查督导。充分运用考核问责与激励机制，对

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对失职失责的严肃追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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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确保河湖警长制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推行河湖警长制是公安机关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深入推进水环境治理、维护

生态安全的重要保证。各级公安机关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

实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注重统筹协调，全

力推动河湖警长制在公安机关建立落实。

（二）落实工作责任。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压实责任、

抓好落实。各级河湖警长要亲自部署、亲自把关、亲自协调、亲

自督查。各级河湖警长办要认真履行好职责，发挥好统筹协调作

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

（三）加强宣传引导。要积极做好河湖警长制宣传教育和舆

论引导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平台，大力宣传公安机关打击

涉河湖犯罪活动的工作成效，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号召广大群众举报涉河湖违法犯罪线索，营造全社会关注河湖、

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

（四）强化信息报送。要建立健全河湖警长联络员和信息报

送制度，及时上报工作进展情况和经验做法，重要信息随时报送。

附件：石狮市河道警长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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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石狮市河湖警长目录

序号 河流 流经市
流经镇

（街道）

流经村

（社区）
负责河段名称 起点 终点

长度

（公里）
河道警长 联系方式

1
西排水沟

（塘园溪）
石狮市 宝盖镇 玉浦村 玉浦村段 海宁桥 北环路 3#桥 1.2 林承批 13805988908

2

东排水沟

（包括东沟

和龟湖溪）

石狮市 宝盖镇

前坑村 前坑村段 塔山水库 濠江路 1#桥 2.2 吴小波 15959888595

塘边村 塘边村段 濠江路 1#桥 香江路 3#桥 1 王传栋 13960388365

铺锦村 铺锦村段 香江路 3#桥
龟湖桥（农商银

行湖光支行）
2 周衍宗 15880811999

后宅村 后宅村段
龟湖桥（农商银行

湖光支行）

三中桥（石狮市

第三中学）
0.5 林剑艺 18959881117

郑厝村 郑厝村段
三中桥（石狮市第

三中学）
北环路 4#桥 0.3 林剑艺 18959881117

3

梧垵溪（包

括雪上沟、

上浦排洪

道）

石狮市
宝盖镇

玉浦村 梧垵溪 七星鞋业公司旁 玉浦 3#桥 1.5 林承批 13805988908

雪上村 梧垵溪 玉浦 3#桥 雪上水闸 1.3 林承批 13805988908

上浦村 上浦排洪沟 龟坝水闸
石狮大道（冠豪

公司后面）
1 林承批 13805988908

雪上村 雪上沟
石狮大道（冠豪公

司后面）
雪上水闸 1 林承批 13805988908

4 西岑溪 石狮市 宝盖镇 坑东村 坑东村段 龙穴水库 三安电子公司 0.8 施清岛 13599289193

5 东茂沟 石狮市 宝盖镇
塘后村 塘后村段 东溪 濠江路 2#桥 1.5 蔡海良 13805989267

塘边村 塘边村段 濠江路 2#桥 福辉路 2#桥 1.1 王传栋 13960388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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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山雅沟 石狮市 宝盖镇

山雅村 山雅村段 吴清火厝前
福辉路山雅红

绿灯
0.12 蔡海良 13805989267

铺锦村 铺锦村段
香江路农商银行

龟湖分理处旁

后宅一片区 92

号门前
1.5 周衍宗 15880811999

后宅村 后宅村段
后宅一片区 92 号

门前

西圳桥（后宅村

委会右侧）
0.25 林剑艺 18959881117

苏厝村 苏厝村段
西圳桥（后宅村委

会右侧）

苏厝三区 27号

旁（三中附小）
0.3 林剑艺 18959881117

郑厝村 郑厝村段
苏厝三区 27 号旁

（三中附小）
北环路 5#桥 1.2 林剑艺 189598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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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盖镇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3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