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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田间》周金平摄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
岭 见习记者 罗田怡）想举报，却
担心被打击报复。2017年3月
的一天，举报人王庄（化名）顾虑
重重地拨通了成都青白江区纪
委的举报电话。

“他在我们这里有权有势，
你们区纪委公正处理得了?”电
话那头，王庄表达怀疑后想挂掉
电话。青白江区纪委信访室康
红旭告诉对方，“你反映的人是
区管干部，请放心，区纪委一定
会秉公调查、核实处理……”

对方还不放心，问：“如果
我被打击报复了怎么办？”康
红旭向他介绍了举报保密制
度，并表示将为他提供双向承
诺书。承诺书给了这位举报人
安全感，他向纪委提供了他所
掌握的材料。

这只是青白江区纪委面对
举报人的一个小片断。现在，越
来越多的人敢于实名举报。

青白江区纪委信访室主任
杨电红介绍，实名举报率从2013
年的 27.45%上升到 2016 年的

51.2%，查实率和成案率也稳步
提高。如何做到实名举报率的
提高？康红旭说，主要通过全媒
体宣传、面对面沟通、双向承诺
三种方式做实实名信访工作。
青白江区纪委制定出台了《实名
信访举报件保密风险评估办
法》，针对每个实名举报件，量身
定制个性化应急预案，构筑起实
名举报安全防护体系。截至目
前，当地未发生一起失密泄密和
实名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情况。

几日前，成都市民罗田从清水河
大桥沿万寿南路步行，偶然发现两岸
平整的防洪堤上露着数个空洞，仔细
看是管道的出口。虽然没有污水排
出，管道口却正对着河水。

“不会是排污口吧？”罗田隐约有
点担心。看到在大桥附近的河长公示
牌上，公布了街道河长、社区河长和具
体管护人员手机号，以及武侯区河长
制办公室和武侯区目督办的座机电
话，罗田立马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污水绝不能排到河里！在哪
儿？我们马上找人去看。”街道河长沈
瑜接到电话后，即刻作出回应。“近段
时间河道上每天都有人在巡查，没有

发现排污的情况。但就算是疑似排
污，也会去核实。”

不到10分钟，河道的具体责任人
社区河长黄治俊主动拨通了罗田的电
话，表示其反映的疑似排污管道情况
属实，“排污管道从清水河公园修建时
就存在了，整治黑臭水体以来已经清
理了一些，但还有部分遗留。”

罗田为这样高效率的互动管理点
赞：“可以直接拨打街道河长、社区河
长的手机，一线直接解决问题。”武侯
区河长制办公室工作人员也透露，发
现河道问题，能直接解决的，就会由社
区和街道优先、及时解决，需要区级部
门协同开展的，便按方案来实施。

治水！成都10932名河长“上岗”
引入第三方机构考核 APP上传线索全民堵漏

双向承诺打消举报人顾虑
青白江纪委构筑实名举报安全防护体系

为了展现“绿色四川 美丽天
府”，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日前
启动“绿色四川”摄影大赛，邀请
大家分享得意之作。

67岁的摄影爱好者周金平
发来了这样一张参赛照片：在绿
油油的秧田中间，一位身穿红衣
蓝裤的大嫂爽朗地笑着，拿着手
机拍摄前面的景象。这张照片极
具感染力，欢乐的气息扑面而来。

7月17日下午，周金平向记
者讲述了拍摄这张照片的场
景。一个月前，他到都江堰市柳
街镇薅秧歌田间实景表演现场
采风，十几米开外，这位大嫂站
在秧田里，高兴地用手机拍照，

“她那种欢乐的气氛感染到我
啦，我真的是飞奔过去抓拍到的
这幅画面。”

周金平把这幅作品命名为
《快乐田间》。他解释说，照片展
现了农家大嫂笑容灿烂生活幸
福的模样，也同样展现出都江堰
的绿色发展之路。

周金平是都江堰市摄影家
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摄影这
个爱好已经跟随着他40多年时
间了。曾经，他走遍全国拍摄山
水风景，现在，却独爱拍摄身边
的风景。他说：“2008年之后，我
们都江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
变化，我最爱扛着相机，走在都

江堰的街上，去记录这些变化，
记录我身边的绿色之美。”

我们欢迎同周金平一样的
摄影爱好者来分享作品。作品
不一定专业，手机拍出来的照片
也并无不可，只要你认为精彩，
只要你认为能够展现四川的绿
色之美，都欢迎发来照片同我们
分享。我们将选择优秀作品刊
登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APP、华西都市报官方微博微信
等平台上，供大家品评。

同时，活动将评选出一、二、
三等奖，并颁发奖状和奖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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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科学
开发河长APP
市民随手拍参与监督

推行河长制，成都又有怎样的
亮点？在之前做客《成都面对面·政
风行风热线》时，成都市水务局副巡
视员欧芝江就透露，成都市除了对
河道工作进行“一二三四”统筹规划
外，也将出台量化管理河长工作的
手册，并开发APP让公众参与管理。

“‘一’就是一张河长名单，目前
成都市已经有10932人成为河长。”
欧芝江介绍，“二”则指两类河长设
置，即区域河长加流域河长。区域
河长就是管好该区域内河流的总河
长，而流域河长就指的是某一条河
流的流域河长，“比如我们成都市金
马河、沱江、锦江三大流域就由市
委、市政府相关领导来担任市级河
长，各区（市）县委书记和区（市）县
长除担任区域河长外，还要担任某
一条河流的流域河长。”至于“三”，
欧芝江表示，就是市、县、乡三级党
镇领导的首长责任链，“四”是市县
乡村四级河长管理的体制。

“河长还要开展巡河。”欧芝江
告知，以后会有河长工作手册，对河
长的工作进行量化管理，“比如可能
会规定市级领导一月一巡，区市县
的河长半月一巡，乡镇级领导则落
实到每周。”

群众的满意度也将纳入河长工
作考核。“不仅有上级河长对下级河
长工作进行考核，还有群众满意度测
评，甚至会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考
核。”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也从
成都市水务局了解到，目前成都市正
在开发河长制APP软件，以后成都市
民下载安装后便可参与河长工作管
理，“市民发现问题河道，通过随手拍
及时反映问题监督工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晨张想玲

推广河长制后，从境内的主要河
流到支流灌渠，均划分到人头，有专门
领导负责，甚至连乡村的毛渠都能找
到责任人。

郫都区红光镇长生村的红星四斗
渠边，长生村村支部书记魏小彬正带
着一帮村民清理沟渠里的异物。主要
是矿泉水瓶、酒瓶以及生活垃圾。“我
就是这条毛渠的责任人，有了责任不
敢轻慢啊。”魏小彬说，红光镇河长公
示牌已经在各个村子张贴出来。公示
牌上，河道名称、河长姓名、电话、河道
长度、起点终点、河长职责等等信息一
目了然。

“这样的公示牌，是我们制定的
‘河长’的责任牌，在郫都区基本上每
条河流旁边都立了这样的牌子。红光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郫都区河长
责任制度安排，红光镇全镇31条河
道、支渠、沟渠等都有了责任人，每条
大小河道都设立“河长”公示牌，同时，
每条河道都有了自己“健康档案”和

“保健医生”。红星四斗渠的河长，责
任人就是魏小彬。“感觉责任更加明确
了，把我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公布出来，
可以方便群众监督和联系，也是提高
河道管理质量的好办法。”魏小彬告诉
记者，以前对于村里的河道及沟渠管
理，责任比较模糊，群众发现了问题也
不知道该找谁来处理，河长制施行后，
责任明确到人。

郫都区有关负责人表示，郫都区境
内的成都市自来水六厂、七厂承担着成
都市中心城区80%以上的供水任务，当
地划出一、二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共68
平方公里。区内柏条河、徐堰河等八河
并流，作为承担着为成都中心城区供
水任务的地区，郫都区高度重视河长
制建设，为辖区内所有河道、沟渠都建
立了“健康档案”，同时，对各条河道还
建立了巡查机制和巡查台账，实行动
态管理，确保所有河道达到无杂物漂
浮、无违章设置、无护岸坍塌、无污水
直排、无污泥淤积的“五无”目标。

市民致电疑似排污河长快速反馈高效

管理“无微不至”村渠都有责任人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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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朱大顺：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成都市锦江区何家冲排
洪渠起于银杏大道，于三圣街
道办事处万福村汇入陡沟河，
全长3000米，主要用于区间排
洪。其中，流经红砂社区的上
游区域，长约800米，这也是河
长朱大顺的管辖范围。

“何家冲排洪渠流向陡沟
河，最终汇入府河，如果何家
冲排洪渠的水质出现问题，最
终也会影响到府河。”为此，朱
大 顺 觉 得 肩 上 的 担 子 更 重
了。事实上，朱大顺只是这场

“治水战役”中的一分子。今
年成都全面推广河长制，并且
出台“治水十条”，显示了重拳
治水的决心。7 月 17 日，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
到，目前成都市已经有 10932
名河长，将通过8640个河长公
示牌和门户网站向社会公众
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