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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政办字〔2021〕6 号

昌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昌乐县全域美丽幸福河湖创建

三年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区）人民政府（办事处、管委会、管理服务中心），

县政府各部门、单位：

《昌乐县全域美丽幸福河湖创建三年攻坚行动方案》已经县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昌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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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县全域美丽幸福河湖创建
三年攻坚行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河湖

长制工作的指示精神，创新提升河湖长制工作标准水平，围绕“防

洪保安全、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先进水文化”

总体目标，进一步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赶超发展，在全县开展

美丽幸福河湖创建三年攻坚行动，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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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积极践行“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聚焦管好“盆”

和护好“水”，坚持区域和流域结合、资源和政策整合，统筹推

进“安全、生态、文化、智慧、法治”五位一体河湖建设，高质

量、高标准推进美丽幸福河湖建设，全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助

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全面建成河湖安澜、生态健康、水清岸绿、

人文彰显、智慧管护的昌乐特色美丽幸福河湖。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安全为本。把提高水旱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和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突出抓好工程建设，加快补齐

防洪短板，完善防洪抗旱工程体系，提升防洪减灾综合能力，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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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安全底线。

（二）坚持生态优先。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加强河岸生态化

建设，构建河湖连通、枯丰相济的水网格局，实现河湖生态修复

与保护。

（三）坚持全域统筹。美丽幸福河湖建设应与乡村振兴、美

丽城镇和美丽乡村建设统筹谋划、协调推进，注重资源整合、政

策集成，统筹流域与区域，坚持整流域或以镇（街、区）为单位

整区域打造相结合。

（四）坚持地域特色。突出无人为破坏干扰的自然河道和天

然优势的水质环境，针对山丘区、平原区河湖水系以及城镇河段、

乡村河段等不同特点，地域文化与水文化相结合，从河湖自然特

性、文化特色、社会需求等方面建设有典型特色的美丽幸福河湖。

（五）坚持长效管护。强化美丽幸福河湖事后监管，按照全

域保洁的要求，探索建立灵活多样的管护形式。坚持社会参与、

多元共治，广泛发动群众，推动形成自我维护、群管群治的河湖

管理新格局，确保建得好、管得好。

三、工作内容

以“安全、生态、文化、智慧、法治”五位一体为核心，按

照“属地为主、部门指导、河长办统筹”的推进思路，各镇（街、

区）履行主体责任，具体负责美丽幸福河湖创建任务落实。县河

长办与县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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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中心、县司法局五部门牵头“五个河湖”建设业务指导。

县河长办负责组织协调、调度督导、检查考核。县河长办相关成

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保障全域美丽幸福河湖创建任务完成。

（一）建设安全河湖

1.强化水利工程建设。规划、新建县域内骨干河道治理、中

小河道治理、病险水闸除险加固、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防洪

减灾工程，规划实施河道清淤疏浚工程，提升河道防洪和排涝标

准，补齐工程短板，织密防御之网。

2.提升水旱灾害综合防治能力。严格落实水库“三个责任人”

责任，完善防汛应急、洪水调度等各项预案、方案，加强预警和

应急响应，提升雨情、水情和洪水监测预报水平，坚持科学调蓄

洪水，建立健全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全面提升水旱灾害综合防治

水平。

3.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综合运用实地核查、日常巡

查、第三方暗访、群众举报等手段，深入推进河湖清“四乱”常

态化、规范化，重点向中小河湖延伸，严格河湖空间管控，依法

打击非法占用水域滩地、固体废物倾倒填埋等涉河湖违法行为，

确保河湖“四乱”问题动态清零。落实河湖全域保洁，探索建立

农村河湖保洁新模式并纳入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管护长效机制。

（县水利局、县河长办牵头负责，县应急局配合落实，各镇

街区具体落实）

（二）建设生态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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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水污染防治。持续推进工业污染防治，提高工业企业

废水处理水平，保证达标排放。推进污水处理厂出水提标工程，

提升污水处理厂非正常状态下应急处理能力，编制现场处置应急

预案，实现非正常状态下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程序，确保出水稳

定达到准Ⅳ类，打赢碧水保卫战。发展生态农业，减少化肥、农

药使用量，到 2023 年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

95％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4％以上。推广水肥一体

化技术，到 2023 年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增加 3 万亩。建设农业秸

秆处理体系，完善农村垃圾收运体系。加强对畜禽养殖排水管控，

严禁散户养殖废水直排外环境，取缔一切畜禽养殖非法排污口。

规范水产养殖模式，严控投饵性网箱养殖。加快推进城区雨污分

流，系统解决雨污管网混接、错接问题，减少雨污混流入河。

2.提升水生态质量。规划实施昌乐综合抗旱水源等抗旱水源

工程、荆山水库增容工程，依托我县“一主两辅，三线四库，双

水源运行”的供水规划模式，实施“一管线二调蓄”、城区环状

供水管网工程，加强水资源时空调配能力建设，时间上实现丰蓄

枯用，空间上实现丰枯互补。完善现代水网体系，提升水资源配

置能力，最大限度保障河湖生态流量。因地制宜开展河湖岸坡绿

化，营造护堤林、防浪林、护岸林和草皮护坡，提升河湖河岸带

植被覆盖率和水生植物种类，到 2023 年，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

以上的河道，宜绿化地绿化率达到 95％以上河段占 75％以上，促

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实现“水清岸绿、宜居宜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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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进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河湖、湿地等典型水生生

物栖息地和物种的全面保护，开展系统性保护和修复，构建流域

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采取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栖息地修复、

迁地保护、生态通道修复等措施，扩大河湖鱼类、鸟类等动物种

群，实现库河连通、水陆统筹、生态良好。

（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县河长办牵头负责，县农业农村

局、县畜牧业发展中心、县林业发展中心、县住建局、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县水利局配合落实，各镇街区具体落实）

（三）建设文化河湖

1.加大水文化景观基础设施建设。围绕河湖水系，以水域、

水利工程为依托，在人员密集区合理建设滨水慢行道、水文化公

园、健身设施、亲水平台、便桥、垂钓平台等亲水便民设施。因

地制宜建设美丽河湖展馆、水情教育基地和河湖长制主题公园，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推进水生态旅游项目建设。县文化和旅游局、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住建局、综合执法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单

位）要加强沟通协调，统筹谋划河道综合治理、乡村振兴和其他

相关项目，沿河湖打造水文化特色镇、民俗村和田园综合体，积

极创建美丽乡村示范村，打造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积极推进水利风景区和湿地建设，创建具有昌乐人文特色的国家

级、省级水利风景区和国家级、省级、市级湿地公园等。

3.深入挖掘传承弘扬水文化。挖掘沿河风情文化，鼓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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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担任“文化河长”，支持“文化河长”和河湖文化爱好者通

过多种形式大力弘扬河湖文化。深入挖掘与河湖相关的民间传说

和历史故事，编制出版河湖文化系列丛书，以词赋、散文、书画

等形式多维度展示昌乐河湖风貌，讲好河湖故事。组织举办“河

湖文化”征文、美丽幸福河湖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激发全体

市民的护河责任感，形成全民爱河、护河的良好氛围。

（县文化和旅游局、县河长办牵头负责，县委宣传部、县水

利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建局、县教育和体育局、县农

业农村局配合落实，各镇街区具体落实）

（四）建设智慧河湖

1.优化智慧河湖管理信息系统。在原智慧河湖管理平台基础

上，优化板块功能，使平台操作更简单、功能更完善、办事更高

效，实现流程化管事。完善河道、水库、水利工程、水功能区、

取排水口等基础信息数据库，让涉河数据一屏尽览，实现智能化

管河，加快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建设目标。

2.提升河湖智慧监管水平。建设“空天地”立体监管系统，

综合运用无人机巡查、摄像头捕捉等手段，形成“天上看、空中

探、地面查”的立体化河湖监管模式，对河湖水域岸线空间变化

进行实时监控，提升监管效能。

3.拓宽群众管河护河渠道。运用“互联网＋”拓宽公众参与

管河护河渠道，让手机成为河湖管理的移动摄像头，让群众成为

美丽幸福河湖创建的参与者和监督者，成为河湖“四乱”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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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人，提升发现和处置问题的效率。

（县河长办、县大数据中心牵头负责，县水利局配合落实，

各镇街区具体落实）

（五）建设法治河湖

1.完善制度体系。做好“一河（湖）一策”编修工作，制定

问题清单、任务清单，问题清单要符合河湖实际和阶段目标要求，

任务清单要区分长、中、短期落实目标，并明确建设美丽幸福河

湖目标。做好农村河湖划界矢量数据校核工作，明晰农村河湖管

理范围。落实岸线利用规划确定的岸线保护区、保留区、控制利

用区和开发利用区分区管理要求，严格水域岸线用途管制。

2.健全监管体系。坚持行业监管与社会监督并重，加大河湖

管护和监管力度，落实执法监管人员、设备和经费，积极组织开

展执法巡查，拓宽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做到有报必查、查实即处。

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机制，落实“河长湖长＋检察

长”协作配合工作机制，密切全县检察机关与河湖长制工作机构

的协作配合，构建司法屏障，依法打击破坏河湖生态环境行为。

3.突出重点整治。健全县水利局、公安局、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交通局等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始终保持对非法采砂的高压打

击态势，对“蚂蚁搬家式”盗采、零星偷采等保持零容忍、重遏

制，坚决防止非法采砂反弹回潮。

（县河长办、县司法局牵头负责，县水利局、县公安局、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交通局配合落实，各镇街区具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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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建计划

按照“一年示范引领、两年多区突破、三年全面提升”攻坚

思路，到 2023 年底，全县 10 个镇街区全部整建制创建为全域美

丽幸福河湖示范镇，40 条河流、122 个水库创建为美丽幸福河湖，

全面建成河湖安澜、生态健康、水清岸绿、人文彰显和智慧管护

的昌乐特色美丽幸福河湖。

（一）2021 年创建计划

完成 23 条河流、74 座水库的美丽幸福河湖创建。

1.宝城街道、宝都街道、红河镇、高崖水库库区整建制创建

为全域美丽幸福河湖示范镇。其中，宝城街道（2 条河段）、宝

都街道（2 条河段、1 座水库）、红河镇（8 条河段、18 座水库）、

高崖水库库区（4 条河段、7 座水库）。

2.朱刘街道（1 条河段）、五图街道（2 条河段、7 座水库）、

乔官镇（5 条河段、15 座水库）、营丘镇（5 条河段、13 座水库）、

鄌郚镇（4 条河段、13 座水库）。

（二）2022 年创建计划

完成 7 条河流、38 座水库的美丽幸福河湖创建。

1.朱刘街道、首阳山旅游度假区、五图街道、营丘镇整建制

创建为全域美丽幸福河湖示范镇。其中，朱刘街道（1 条河段、2

座水库）、首阳山旅游度假区（1 条河段、6 座水库）、五图街道

（4 条河段、13 座水库）、营丘镇（3 条河段、12 座水库）。

2.乔官镇（2 条河段、4 座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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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3 年创建计划

完成 4 条河流、10 座水库的美丽幸福河湖创建。

乔官镇、鄌郚镇整建制创建为全域美丽幸福河湖示范镇。其

中，乔官镇（2 条河段、5 座水库）、鄌郚镇（2 条河段、5 座水

库）。

五、验收办法

（一）验收标准。省级美丽幸福河湖验收按照省级美丽幸福

示范河湖有关评价办法和标准执行。市级参照省级评价办法和标

准，制定执行市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验收标准。县级依据市级标

准制定执行相应评价标准。

（二）验收组织。市级负责组织县级（含县级）以上河湖验

收，由市河长办组织评审组对申报河湖（河段）建设情况进行评

定。评审组通过现场查看、听取被评定河湖（河段）县市区（市

属开发区）自验情况汇报、查阅资料及质询等方式进行赋分。县

级负责组织镇级河湖验收，验收组织参照市级执行，市级按比例

对镇级河湖验收情况进行抽查。

（三）验收时间。各镇街区根据工作实际，逐级、错峰提出

验收申请，原则上 11 月底前完成验收工作。

六、推进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河湖长是美丽幸福河湖创建的第

一责任人。各镇级总河长要发挥好统筹抓总作用，各县级河湖长

要保证每月调度一次相应河湖的创建情况，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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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难点问题，全力抓好美丽幸福河湖创建。牵头部门要各司

其职，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二）加大资金投入。县级财政和各镇街区要加大投入，同

时采取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拓宽投入渠道，保障攻坚任务实施。

要把河道综合治理和美丽幸福河湖创建有效结合、同步实施，对

河道综合治理及清淤等产生的砂资源，优先用于美丽幸福河湖建设。

（三）注重规划计划。科学编制“一河（湖）一策”，在“一

河（湖）一策”工作目标中明确创建美丽幸福河湖，制定问题清

单、任务清单，作为工作督导的重要依据。各镇（街、区）要按

年度科学制定攻坚计划，2021 年度任务要细化到季度。

（四）严格督导考核。制定美丽幸福河湖创建日常考核办法，

工作推进情况实行月调度、季通报，对推进缓慢、工作滞后的，

开展定向督办，对工作严重滞后的，及时启动约谈程序。美丽幸

福河湖创建三年攻坚行动纳入全县重点工作积分制和河湖长制年

度考核重要内容。

（五）加大宣传力度。加大美丽幸福河湖创建的宣传力度，

对创建为美丽幸福河湖的示范镇（街、区）予以授牌。开展多种

形式的宣传活动，提高群众的参与性、知晓率和满意度，形成全

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

附件：2021—2023 年全域美丽幸福河湖攻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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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2023 年全域美丽幸福河湖攻坚计划

2021 年度美丽幸福河湖创建计划

序号 镇（街、区） 镇域内河湖
责任河

（湖）长
河（湖）长职务

1
宝城街道

（2021年度美丽幸
福河湖示范镇）

大丹河 赵素霞 昌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邢家河 陈家勇 任疃社区社区主任

2
宝都街道

（2021年度美丽幸
福河湖示范镇）

大丹河 刘 卓 宝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小丹河 刘 宁 恒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西河水库 刘 宁 恒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3
红河镇

（2021年度美丽幸
福河湖示范镇）

汶河 刘 磊 人大主席

庄皋河 孙国强 副镇长

元吉河 赵延亮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副科级）

龙女河 宋俭军
昌乐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

安办）局长（主任）

肖家河 鞠克宝 副镇长

螳螂河 刘名中 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孝妇河 牛光亮 副镇长

彭家沟河 吴党宗 人大副主席

平原水库 吴党宗 人大副主席

上皂户水库 宋俭军
昌乐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

安办）局长（主任）

埠南头水库 鞠克宝 副镇长

尚家庄水库 刘 磊 人大主席

东韩河水库 牛光亮 副镇长

双泉西水库 孙国强 副镇长

吕家河水库 刘明中 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下皂户水库 赵延亮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副科级）

韩家集子水库 梁其坤 镇长

邢家官庄水库 陶明博 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

大湖田水库 王仁卓 党委委员、副镇长

小阿陀水库 王仁卓 党委委员、副镇长

江家庄子水库 李鹏程 党委委员（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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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泉水库 孙国强 副镇长

钓鱼台水库 滕金鑫 党政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屯里水库 陶明博 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

彭家沟水库 刘 凯 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胡泉水库 吕东方
县滨海工业园管理办公室主任，红河

镇党委副书记（挂职）

4
高崖水库库区

（2021年度美丽幸
福河湖示范镇）

汶河 郭海滨
寿阳山生态林场管委会规划建设科科
长，高崖水库库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

任（挂职）

洋河 刘伟民
红河镇文化体育广播服务中心主任

（副科级），高崖水库库区管理服务
中心副主任（挂职）

双山河 王 栋
宝城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副
科级），高崖水库库区管理服务中心

副主任（挂职）

魏家沟河 王 栋
宝城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副
科级），高崖水库库区管理服务中心

副主任（挂职）

大沟水库 刘伟民
红河镇文化体育广播服务中心主任

（副科级），高崖水库库区管理服务
中心副主任（挂职）

史家沟南水库 王 栋
宝城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副
科级），高崖水库库区管理服务中心

副主任（挂职）

史家沟西水库 王 栋
宝城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副
科级），高崖水库库区管理服务中心

副主任（挂职）

刘家沟水库 王 栋
宝城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副
科级），高崖水库库区管理服务中心

副主任（挂职）

西沟水库 王 栋
宝城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副
科级），高崖水库库区管理服务中心

副主任（挂职）

董家沟水库 郭海滨
寿阳山生态林场管委会规划建设科科
长，高崖水库库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

任（挂职）

卧牛石水库 郭海滨
寿阳山生态林场管委会规划建设科科
长，高崖水库库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

任（挂职）

5 乔官镇

大丹河 潘世臣 副镇长

小丹河 宋源清 党委委员、副镇长

杨家河 岳同龙 人大副主席

大猪河 田 敏 党委委员（组织）

小猪河 刘文利 副镇长

荆山水库 张 鹏 镇长

北岩北水库 庞新涛 党委委员（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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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沟涧水库 庞新涛 党委委员（政法）

周王水库 庞新涛 党委委员（政法）

韩家庄水库 高伟仁 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大葛水库 高伟仁 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唐后水库 岳同龙 人大副主席

任家河水库 岳同龙 人大副主席

唐家店子水库 宋源清 党委委员、副镇长

丁家淳于水库 梁延安 淳于社区社区主任

秦杨水库 梁延安 淳于社区社区主任

赵家淳于水库 梁延安 淳于社区社区主任

常家庄水库 潘世臣 副镇长

西李家河水库 刘文利 副镇长

驻程水库 张元星
民生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副科级）、

下坡社区主任

6 五图街道

大丹河 郭英男 党工委委员（宣传统战）

小丹河 刘 文
县九龙湖旅游度假区管理服务中心党

组成员、副主任

南寨水库 柴伟平 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黄埠水库 王志鹏 人大工作室主任

崔家庄水库 王 辉 民生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副科级）

小埠前水库 刘 文
县九龙湖旅游度假区管理服务中心党

组成员、副主任

韩信水库 张明春 办事处副主任

高村水库 刁海涛 办事处副主任

水长流水库 张明春 办事处副主任

7 营丘镇

崖头河 金红艳 党委委员、副镇长

金钗河 王益增 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小汶河 张云鹏 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副科级）

大猪河 刘 强 人大主席

孝妇河 丁 琳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副科级）

马宋水库 石文韬 镇长

辛宅子水库 丁 琳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副科级）

董孟水库 丁 琳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副科级）

孟家栏水库 刘 艳 文化体育广播服务中心主任（副科级）

崖头二号水库 金红艳 党委委员、副镇长

崖头水库 金红艳 党委委员、副镇长



- 15 -

大梁水库 郭若磐
寿阳山生态林场党组成员、管委会副
主任，营丘镇党委副书记（挂职）

河头水库 任相岗 民生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副科级）

汶河水库 任相岗 民生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副科级）

前河一号水库 冯大勇 副镇长

前河二号水库 冯大勇 副镇长

茁山子水库 冯大勇 副镇长

庞家河沟水库 于健健 党建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8 鄌郚镇

汶河 刘文涛
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副

科级）

九曲河 吕海伟 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

孟津河 于 学 副镇长

小猪河 王新杰 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北冯水库 高 清
乡村规划建设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副科级）

董家水库 刘文涛
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办公室副主任

（副科级）

北鄌郚水库 谭宝民 镇长

北鄌郚西水库 吕海伟 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

杨庄北水库 秦文博 党委委员、副镇长

荒沟水库 徐希然 人大副主席

苇沟水库 李砚强 党委委员（政法）

苇沟西水库 闫 卿 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西官庄水库 于 学 副镇长

西山旺水库 杨晓丽 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副镇长

寨里水库 周伯鹏 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打鼓山水库 王新杰 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师家沟水库 祝兆文 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副科级）

9 朱刘街道 白杨河 刘 军 县朱刘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八级职员

备注：责任河湖长如有变动，则为调整发文公布后的河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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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美丽幸福河湖创建计划

序号 镇（街、区） 镇域内河湖
责任河

（湖）长
河（湖）长职务

1
首阳山旅游度假区
（2022 年度美丽幸
福河湖示范镇）

桂河 王连奎 管理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

孤山水库 王连奎 管理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

刘双泉水库 王连奎 管理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

老庄水库 王连奎 管理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

山秦水库 王连奎 管理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

姜家坊子水库 王连奎 管理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

郭齐水库 王连奎 管理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

2
朱刘街道

（2022 年度美丽幸
福河湖示范镇）

桂河 李洪龙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副科级）

钱家庄水库 李洪龙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副科级）

朱刘西水库 刘启胜 朱刘店社区社区书记

3

五图街道

（2022 年度美丽幸

福河湖示范镇）

桂河 张军刚 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圩河 付永田 党工委委员（组织）

小圩河 李江燕 党工委委员（政法）

店子河 张华书 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五图水库 张军刚 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大解召水库 黄 斌 九龙湖社区社区主任

西上疃水库 李江燕 党工委委员（政法）

曹家庙水库 周凤昌 曹家庙社区社区主任

宇家水库 张桂芹 五图社区社区主任

官地水库 孙 涌
县九龙湖旅游度假区管理服务中心党

组副书记、主任

营子水库 于海国 财政经管服务中心主任（副科级）

后坡水库 张华书 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东西耿水库 付永田 党工委委员（组织）

冯家庄水库 刘 文
县九龙湖旅游度假区管理服务中心党

组成员、副主任

高家庄水库 周凤昌 曹家庙社区社区主任

逯家庄水库 徐洪军 庵上湖社区社区主任

泉二头水库 郭英男 党工委委员（宣传统战）

4

营丘镇

（2022 年度美丽幸

福河湖示范镇）

王俊河 刘 艳 文化体育广播服务中心主任（副科级）

龙丹河 赵玉生
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办公室副主任

（副科级）

张朱河 冯大勇 副镇长

刘家营水库 冯大勇 副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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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赵水库 丁 琳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副科级）

麻家河水库 姚克庆 党委委员（政法）

王俊水库 袁洪波 人大副主席

亓家店子水库 张云鹏 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副科级）

潘老一号水库 张云鹏 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副科级）

沙沟水库 王益增 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潘老二号水库 刘 强 人大主席

明河水库 刘 强 人大主席

前张二号水库 赵玉生
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办公室副主任

（副科级）

前张水库 赵玉生
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办公室副主任

（副科级）

河洼水库 赵玉生
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办公室副主任

（副科级）

5 乔官镇

龙丹河 马金涛 人大主席

圩河 李 镇 副镇长

韩家阳阜水库 李 镇 副镇长

高家阳阜水库 李 镇 副镇长

梁家庄水库 滕延清
乡村规划建设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副科级）

东菜园水库 李 镇 副镇长

备注：责任河湖长如有变动，则为调整发文公布后的河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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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美丽幸福河湖创建计划

序号 镇（街、区） 镇域内河湖
责任河

（湖）长
河（湖）长职务

1

乔官镇

（2023 年度美丽幸

福河湖示范镇）

大葛河 高伟仁 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南岩河 庞新涛 党委委员（政法）

倪家河水库 刘文利 副镇长

刘府水库 庞新涛 党委委员（政法）

北岩南水库 庞新涛 党委委员（政法）

小南岩水库 庞新涛 党委委员（政法）

豹山水库 岳同龙 人大副主席

2

鄌郚镇

（2023 年度美丽幸

福河湖示范镇）

龙旺河 徐希然 人大副主席

金山河 孙国庆
营丘镇党委委员（宣传统战），鄌郚

镇党委副书记（挂职）

五一水库 孙国庆
营丘镇党委委员（宣传统战），鄌郚

镇党委副书记（挂职）

金山水库 王 峰 镇人大主席

龙旺河水库 魏东波 党委委员（组织）

时马水库 于 学 副镇长

牙庄水库 韩国文 副镇长

备注：责任河湖长如有变动，则为调整发文公布后的河湖长。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昌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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