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32个“河长”电话只有 13个“河长”亲自接

今年 2月份袁按照省政府印发的叶海
南省城镇内河渊湖冤水污染治理三年行动方
案曳 有关要求袁 海口市全面启动城镇内河
渊湖冤的治理工作袁海口市列入海南省水污
染治理三年行动计划治理目标的美舍河尧
五源河尧海甸溪尧大同沟等 18个水体已全
部设立了野河长冶公示牌遥
连日来袁记者走访了在市区红城湖尧大

同沟尧东西湖等水体袁发现野河长制冶管理公
示牌设在河段明显位置袁 公示牌上标明了
河湖名称和面积尧河道起点和终点尧野河长冶
姓名尧联系单位尧联系人尧联系电话尧河长的

职责等信息遥而且河长的野官冶都不小袁不乏
兼职的各区区委常委尧区人大副主任尧副区
长尧副调研员等遥
记者了解到袁当前海口共有 32段河道

设置了 野河长冶袁 公示牌设置时间基本为
2015 年 12 月和 2016 年 5 月这两个时间
段袁落款均为各区人民政府遥 据梳理袁龙昆
沟尧大同沟尧龙珠沟等各个河道野河长冶不止
一位遥 海口的野河长冶约有 32位袁其中存在
一人身兼多河道野河长冶问题遥
记者连日来走访发现袁 海口目前只有

县渊区冤一级的野河长冶工作机制遥

问题：个别“河长”兼职管理多河道

野我打过耶河长爷电话袁但是对方说现在
已经换人了袁不担任耶河长爷了袁可是公示牌
上明明写着那位领导是耶河长爷遥 冶家住大
同沟旁的吉先生说袁建立野河长冶是件好事袁
从公示牌上野河长冶的职责来看袁还是可以
促进河湖水体环境改善的袁 只是要认认真
真履行职责才能实现野河长冶的价值遥
吉先生认为袁野河长冶 应该经常沿河道

走走袁看看是不是有市民又乱倒垃圾进河袁

是不是哪个流段又需要清理钥 只有每一段
水域都做好管理袁 才能实现整条河河清水
洁遥
记者采访中袁不少市民表示袁海口野河长

制冶规格再高袁河长的野官冶也不小袁但关键
还是强化督导考核落实遥 记者在采访的过
程中袁有不少市民表示野河长冶非常难找袁并
希望野河长冶能常沿河道走走袁切实关心河
道问题遥

市民：“河长”应该经常沿河道走走

6月 14日袁记者在联系野河长冶的过程
中袁 也随机拨打联系部门的电话袁 都能接
通袁工作人员也热情袁表示可以登记反映的
问题袁然后告知联系人遥
海甸岛五西路排洪沟尧东坡湖尧丘海湖

的联系部门都是人民街道办事处袁 接通电
话后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袁野河长冶都是区里
挂点联系人民街道办事处的领导袁 而具体

了解河道情况的是联系人袁并告知联系
人的手机号码遥

记者从多位联系人处了解到袁河
道治理的目标是 野2016年 9月消除
鸭尾溪黑臭袁2016年底建成区基本
消除黑臭水体袁2018年底全市 31个
水体消除劣 V类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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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过省长尧市长袁也听说过镇长尧村长袁那你听说过野河长冶吗钥 给每一条河道设置野河长冶后袁本意
是希望发现河段黑臭难忍情况袁直接打电话找野河长冶浴 可是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连日电话采访袁发现
海口河道 32个野河长冶电话袁其中 2个电话号码错误袁14个电话没人接袁3个电话有人接但不是野河
长冶袁只有 13个电话是野河长冶亲自接的遥 同时袁记者发现有些野河长冶已经更换袁但公示牌未及时更新袁
更有甚者袁不少野河长冶不太了解河道治理情况袁建议记者去咨询水务局遥

据了解袁海口发布了 32个野河长制冶公
示牌信息遥 6月 14日上午袁记者逐一拨打
32位野河长冶电话遥 野你打错了吧袁这里不是
什么 耶河长爷 电话袁 也不是政府办公室电
话遥冶6月 14日上午 8时 50分袁记者拨通琼
山区道客沟龙昆南路至红城湖河道的 野河
长制冶公示牌上面的野河长冶电话袁得到了以
上的回答遥对方告诉记者袁他是经营小卖部
的个体户遥 记者随即拨通联系部门府城街
道办事处的电话袁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野河
长冶是谁袁关于水环境治理问题可以向水务

局了解遥
上午 10时 25分袁记者拨通美

舍河渊A段冤沙坡水库至丁村桥的
野河长冶 电话袁 对方告诉记者袁
野河长冶为美兰区副区长袁此电
话为区委办公室电话袁找副区
长的话要拨打政府办公室电
话遥 另外袁有 14部电话无人
接听袁其中有 2部电话嘀一声
后袁显示通话 2秒后便自动挂
断遥

而河口溪尧秀英沟尧龙昆沟 3个野河长冶
电话接通后袁均表示并不是野河长冶遥位于河
口溪高登东街至滨江路的野河长冶为琼山区
副区长袁记者拨通电话后袁对方告诉记者袁
该副区长已经调往其他岗位袁 关于河口溪

水环境治理问题袁建议去咨询水
务局或者街道办事处遥 秀英沟
野河长冶电话接通后袁对方告诉记
者他不是本人袁水环境治理可以咨
询水务局遥

记者来到鸭尾溪进行走访袁 发现当前
鸭尾溪正在进行清淤工作遥 野海口耶河长爷的
电话已经公示在河道旁的管理牌上袁 但是
我打电话过去几次没有人接听遥 冶家住海口
市鸭尾溪附近的朱先生说袁 因看到鸭尾溪
开始围挡袁便拨打鸭尾溪野河长制冶管理告
示牌上的野河长冶电话了解情况袁但拨打了
几次都没有人接袁 后来是拨打了美兰区水
务局电话才了解到相关信息遥
朱先生认为袁野河长制冶 管理公示牌上

的信息虽然很清楚明白袁 但拨打公示牌上
的野河长冶电话袁根本没有人接听袁有些形同
虚设袁因此不知道野河长冶在河湖治污当中
发挥了什么作用袁扮演什么角色遥
随后袁 记者拨通鸭尾溪的联系部门海

甸街道办事处电话得知袁 白沙河的原 野河
长冶为时任美兰区政法委书记冯琳袁鸭尾溪
的原野河长冶为美兰区检察院院长郭慧丽袁
现在全部已经更换由区副区长杨柳芳兼
任袁也告知了美兰区水务局袁只是公示牌还
没有更换遥

龙华区区委常委尧 纪委书记蒋海涛是
大同沟和西崩潭的野河长冶遥 野我现在已经不
担任耶河长爷了袁这两个河道的耶河长爷已经
换人袁 我也通知龙华区水务局进行公示牌
更换了遥 冶蒋海涛说遥

另外袁 记者登录海口市各区人民政府
网站袁发现秀英沟尧海关沟尧仙月仙河等 6
野河长冶已经调任或者升任新岗位遥

居住在龙珠沟附近的孙女士告诉记
者袁看到河道垃圾多袁还不断散发恶臭袁她
的第一反应不是打电话给野河长冶袁因为野河
长冶不是区人大副主任就是副区长袁野官冶职
太大了袁不敢打电话袁而且野官冶职大袁事情
也多袁所以基本是拨打 12345热线反映遥

14日上午袁记者拨通了龙珠沟野河长冶尧
龙华区人大副主任刘芳芳的电话袁野我现在
已经不在政府部门工作了袁 关于龙珠沟的
水体治理袁我了解后袁再告诉你遥 冶之后刘芳
芳来电告知记者区水务局有关负责人联系

方式遥 记者从龙华区水务局了解到袁龙珠沟
即将开始治理工作袁野河长冶 也不一定事事
都知道袁 直接向水务局了解水体治理情况
会更好遥

海甸溪的野河长冶尧美兰区委常委尧政府
副区长陈新表示刚刚担任野河长冶袁不太了
解该河段的治理计划袁 将请水务局负责人
联系解答遥 随后袁记者接到了美兰区水务局
负责人的电话袁 向记者介绍海甸溪相关情
况遥

海口市民遇到河段黑臭难忍要反映情况 好多电话是嘟嘟嘟噎噎

“河长”大人，上了“牌”就要接电话哦
32个野河长冶14个电话打不通 还有 2个号码是错的 幸好有 13个野河长冶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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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公示牌上“河长”电话号码并非“河长”电话

河口溪秀英沟龙昆沟 3个“河长”电话均非本人接

鸭尾溪“河长”已经更换，但公示牌未及时更新

龙珠沟海甸溪“河长”不了解河道治理情况

电话号码错误 道客沟尧美舍河渊A段冤渊2个冤

电话没人接
红城湖尧美舍河渊B段冤尧五源河尧沙坡水库尧东崩潭尧电力沟尧海关沟尧白沙河尧鸭尾
溪尧五西路排洪沟尧美舍河渊C段冤尧板桥溪尧外沙河尧仙月仙河渊14个冤

河口溪尧秀英沟尧龙昆沟渊3个冤电话有人接但不是野河长冶

电话是野河长冶接
响水河尧工业水库尧西崩潭尧龙珠沟尧大同沟尧东西湖尧滨濂村排洪沟尧万绿园排洪
沟尧金牛湖尧海甸溪尧东坡湖尧丘海湖尧横沟河渊13个冤 银大同沟的河长公示牌

各水体的野河长冶由河湖所在
行政区域的区政府领导担任遥 野河
长冶的职责院牵头开展所负责内河
渊湖冤的水污染治理工作袁包括了解
掌握内河渊湖冤水环境基本情况袁形
成野一河一档冶曰研究制定内河渊湖冤
水污染治理措施袁形成野一河一策冶曰
监督指导相关责任主体和有关部门
履行职责袁 通过截污纳管尧 河道整
治尧 生态修复等措施开展水污染治

理工作曰协调处理内河渊湖冤水污染
治理过程的重大问题遥
区级相关部门为野河长冶联系部

门遥联系部门的职责院协助野河长冶履
行指导尧协调和监督职能袁包括负责
野一河一档冶 的工作调查袁野一河一
策冶的方案制定曰开展日常巡查袁发
现问题及时报告野河长冶遥
联系人的职责院收集信息尧报送

有关资料尧及时反映群众意见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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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部门电话均能接通联系人了解水域环境整治工作

龙昆沟

道客沟

红城湖

美舍河

沙坡水库

东西湖

美舍河

小
贴
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