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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内政〔2021〕26 号

晋江市内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内坑镇 2021 年河长制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各工作点，镇直有关单位、镇机关相关科室：

现将《内坑镇 2021 年河长制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按照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晋江市内坑镇人民政府

2021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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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坑镇 2021 年河长制工作方案

为全面推进河长制，切实做好我镇 2021 年河长制工作，按

照市级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在内坑镇全面推行河长制，构建二级四

层河长制组织体系和河长办，负责辖区内流域的管理和保护工

作。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

方针，以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

主要任务，通过全面推行河长制，使河内水质得到持续改善、沿

岸垃圾得到妥善处置、四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河道整治工程有

效推进，基本实现“河畅、水清、岸绿、安全、生态”的总体目

标。

二、重点任务

认真落实晋江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

切实做好流域河长定期会议制度、信息报送制度和工作督查制度

等相关工作，完善考核奖惩机制。2021 年，扎实推进九十九溪

流域、外曾溪流域和加塘溪流域等 5 个项目，制定任务清单（详

见附件 1）。结合市级下达我镇 2021 年河长制问题清单，进行

问题销号（详见附件 2）。

三、保障措施

（一）明确职责分工。制定 2021 年度河长制任务清单及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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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清单，明确目标任务、完成时限、牵头部门及配合部门，确保

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协调联动，提高流域综

合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强化资金保障。将河长制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建

立长效、稳定的河流保护经费投入机制，保障河长制各项工作顺

利开展。

（三）落实信息报送。建立工作进展情况台账，各部门于每

月 10 号前将计划进度及问题销号进展情况报送至河长办，河长

办将负责汇总上报河长及市河长办。

（四）加强氛围营造。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和有效的宣传形式，

对全面推进河长制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工作措施、进展情况

进行宣传和报道，广泛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使该项工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附件：1.内坑镇 2021 年河长制工作任务清单

2.内坑镇 2021 年河长制工作主要问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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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内坑镇 2021 年河长制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总投资

（万元）

年度投资
计划

（万元）
2021 年工作计划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一、九十九溪流域 1100 1100

1
内坑镇九十九溪农村

生活污水工程

建设砌坑二期、霞美二

期、柑市二期等 3个村生

活污水管道。

1100 1100

第一季度进行工程招投标；第二季度进场

施工；第三季度完成投资 500 万元；第四

季度完成投资 600 万元。

2021.12 规建办 各相关村

二、外曾溪流域 570 570

1
外曾溪内坑镇小型污

水处理站建设

建设 4 座小型污水处理

站。
570 570

内坑镇完成征地后，5 个月内完工处理

站建设。
2022.12 规建办

招投标中心

各相关村

二、加塘溪流域 25200 7190

1
晋江市内坑镇下黄溪
品牌工业城二期段河

道改道工程

下黄溪干流改道长度 916
米，支流改道长度 363

米。
1300 700

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施工护岸；第三季度
和第四季度完工。

2021.12 规建办 招投标中心

2
晋江市加塘溪截污管
道工程（黄塘村—东村

村）

埋设 DN500-1000 污水主
干管 5.27 公里。

2900 800

2021 年第一季度进行用地征迁；第二季
度完成投资 200 万元；第三季度完成投资
300 万元；第四季度完成投资 300 万。
2022 年第一季度完成投资 600 万元；第
二季度完成投资 800 万元；第三季度完成
投资 400 万元，第四季度完成投资 300

万元并完成施工。

2022.12 规建办
黎山工作点
莲山工作点

3
晋江市内坑镇下黄溪

污水管道工程
埋设 DN600 污水主干管

2.3 公里。
800 500

2021 年第一季度进场施工；第二季度完
成投资 200 万元；第三季度投资 200 万；

第四季度投资 100 万。
2022 年第一季度完成投资 100 万元；第
二季度完成投资 100 万元；第三季度完成

投资 100 万元并完成施工。

2022.12 规建办 下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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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内坑镇 2021 年河长制工作主要问题清单
序号 类别 问题 解决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1 基础工作
第三方巡查发现交办问题较多，部分河

长、河道专管员巡河履职不够到位。

强化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跟保洁单位或村委

会联系整改，加强 app 的使用，压实河长及河道

专管员的巡河责任。

常态化 河长办

2

河流水质

镇街交界断面加塘溪石井江桥点位水

质为劣 V 类，未达上级考核要求。2020

年 3 月份起水质指数同比上升，莲湖路

监测点位污染因子超标较为严重，要加

大整治力度。

加强周边工业、生活污染排放及入河污水管管控；

强化农业污染及畜禽养殖监管；加快污水管网建

设进度；强化周边村环境卫生管理。

2021.12 环保中队

河长办

农业服务中心

规建办

环卫办

行政执法中队

黎山工作点

莲山工作点

3
九十九溪双溪支流磁新桥监测点位水

质未改善，2020 年第 3季度同比水质

指数上升。

加强周边工业、生活污染排放及入河污水管管控；

强化农业污染及畜禽养殖监管；加快污水管网建

设进度；强化周边村环境卫生管理。

2021.12 环保中队

河长办

农业服务中心

规建办

环卫办

行政执法中队

葛洲工作点

4

水污染防治

2020 年度河长制工程项目（包括农村

生活污水工程、“断头管”项目）进度

滞后。

加快推进河长制工程项目进度，每月按时汇总上

报进展情况。
2021.12 河长办

规建办

招投标中心

5
2018年排查的入河排污口整治率较低，

仍有 3 个入河排污口未完成销号。

加快推进相关村污水纳管，加快污水断头管建设，

积极对接市生态环境局，及时上报问题整改情况，

进行问题销号。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研究制定解决

方案。

2021.12 环保中队

规建办

河长办

招投标中心

行政执法中队

财政所

各工作点

6 水环境整治
河道日常保洁有待加强，九十九溪双溪

水浮莲、河漂垃圾清理不到位。

压实河长制责任，做好河道日常监管和巡河工作，

加强水浮莲及河漂垃圾污染治理，发现苗头及时

清理。

2021.12 河长办

规建办

招投标中心

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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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坑镇党政办 2021 年 4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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