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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赵雪峰 高蓓蓓 ）

广州市海珠区是一个

四面环水的岛区，被珠江前后航道所环

绕，区内分布着大大小小 74 条河涌，河

网密布，2018 年以来， 海珠区积极探索

建立覆盖全区的河道警长制度，充分发

挥公安职能优势，有力打击水污染违法

犯罪行为，配合开展水域周边区域综合

治理，为全力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保

驾护航。

目前全区共设立了 19 名“河湖警

长”，其中包括 1 名“区级河湖总警长”

和 18 名“镇街级区域河湖警长”，实现

河道警长制全区覆盖。 2018 年以来，海

珠区公安分局共破涉河涌案件 6 宗，抓

获并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10 人， 打掉

污染河涌团伙 3 个。

18名派出所所长担任河湖警长

“河道警长既是党委政府与‘河长’

决策的参谋员，也是排查掌握涉水违法

犯罪线索的信息员、协助调处矛盾纠纷

的调解员、依法打击查处涉水违法犯罪

的战斗员、 开展河道治安巡查的巡逻

员、普及法规政策和发动群众参与共治

的宣传员。 ”海珠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建立河道警长制，能充分发挥

公安职能优势，广泛调动基层派出所资

源， 常态化开展涉水警务执法工作，实

现“河湖长+河湖警长” 机制的无缝对

接。

海珠区“区级河湖总警长” 由副区

长、区公安分局局长谭伟文担任，是全

区全面推行河湖警长制工作第一责任

人，对打击全区河湖污染违法犯罪工作

负总责， 统筹调动全区各警种资源，协

助配合各职能部门、 各街道联动联勤、

齐抓共治。18 名“镇街级区域河湖警长”

分别由全区 18 个街道属地公安派出所

所长担任， 这 18 名派出所所长是本街

道辖内河湖治理第一治安责任人，主要

牵头组织辖内警力资源维护区街行政

部门执法秩序，依法打击阻碍行政部门

执法等违法犯罪行为，配合区公安分局

食药环侦大队打击涉水环境污染犯罪

行为，开展源头管理和综合执法，及时

发现、制止违规排放倾倒污染物、破坏

水设施等行为，预防和处置应急突发事

件。 通过建立体系完善、职责清晰、覆盖

全面的“河道警长制”，实现“河道警长”

与“河长”配套协同，进一步保障河道生

态环境安全。

公安局破获多起河涌污染案

海珠区充分发挥区公安分局食药

环侦大队作为全区水环境污染犯罪活

动专业侦查打击部门的作用，近年来以

“飓风”专项打击行动为抓手，深入排查

水环境污染犯罪线索，对水污染违法犯

罪行为重拳出击。 2018 年以来，海珠区

公安分局共破涉河涌案件 6 宗，抓获并

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10 人， 打掉污染

河涌团伙 3 个，有力震慑了违法犯罪分

子。

2019 年 7 月，位于南箕涌边的广州

奥某味精食品有限公司将未经处理的

废水直接排放至河涌，广州市生态环境

局海珠区分局将此案移送海珠区公安

分局。 办案民警调查发现，该厂在涌边

的围墙边设有一个地下污水收集池，池

边设置 3 台抽水泵，抽水管均连接污水

收集池。 其中 1 台抽水泵的排水管穿出

墙体直接伸向河涌。 经过水样抽测，该

污水收集池中 COD 浓度达到 1550

mg/L，远超国家标准。 7 月 30 日，海珠

区公安分局通过调查取证，依法分别对

3 名企业分管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实施

行政拘留。

河湖警长发威 破多起河涌污染案

海珠区河道警长制显成效，目前已设立19名河湖警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

员 成广聚 ）

8 月 12 日， 市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联合越秀、 天河、 白云、

黄埔、 增城区城管部门开展广深高速

沿线违法户外广告和违法建设第一次

集中拆除行动， 拆除宗数 60 宗， 拆除

面积近 35000 平方米。

第一批集中拆除 60 宗违建和

户外广告

据了解， 此次广深高速公路沿线

整治工作从 7 月中旬正式开始， 目标

是对广深高速公路两侧边线向外各 100

米范围以及 100 米范围外严重影响景

观风貌的各类建

（构 ）

筑物和户外广

告设施进行整治。

市城管部门全面摸查广深高速公

路两侧边线向外各 100 米范围内， 以

及 100 米范围外严重影响景观风貌的

各类建

（构 ）

筑物和户外广告设施数

量、 面积、 产权情况， 依法依规逐一

核查核实， 查漏补缺， 并详细记录相

关信息， 确保违法建筑物数量、 面积、

现状情况清楚， 并分类建立台账， 实

行挂图作战， 按图销号。 目前已基本

完成沿线户外广告和违法建设的摸查

工作， 市城管部门按照边摸查边整治

的工作思路， 第一批集中拆除 60 宗、

近 35000 平方米严重影响观瞻的户外

广告和违法建设。

9月 30日前完成整治工作

据介绍， 此次广深高速公路沿线

集中整治行动将在 9 月 30 日前完成，

高标准、 严要求开展广深高速公路沿

线整治工作， 并将与国土规划、 市政

园林等部门美化提升沿线建

（构 ）

筑

物外立面， 推动沿线景观风貌得到有

效改善， 使广深高速公路成为广深科

技新走廊上的靓丽风景线。 同时， 市

委、 市政府部署， 参照广深高速公路

沿线整治标准和要求， 还将于今年年

底开展对广州区域内其他高、 快速路

沿线建

（构 ）

筑物和户外广告设施进

行整治美化， 推动沿线景观风貌得到

有效改善， 助推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和

综合性门户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

今年以来， 城管部门组织开展了

白云山“还绿于民” 专项拆违行动、

铁路沿线彩钢瓦房和违法建筑隐患整

治等， 其中白云山“还绿于民” 专项

拆违行动、 铁路沿线彩钢瓦房和违法

建筑隐患整治已进入查漏补缺阶段。

据市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高快

速路沿线整治行动， 只是市城管部门

今年以来组织的专项整治行动中的一

项， 上述几项专项整治以外， 还将会

开展消防通道上违法建设联合整治行

动， 目的就是以多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倒逼全市违法建设治理， 将全市

违法建设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确

保年底完成年度治理任务， 并未明

年违法建设治理工作奠定良好的基

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

员 成广聚 罗燕婷 ）

8 月 12 日， 记

者从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获

悉， 增城区石滩镇塘头村占用基本农

田 21 栋违法建筑及 10 处地基被依法

拆除， 拆除违建面积 6308.045 平方

米。 据悉， 该 21 栋违法建筑及 10 处

地基均为本村村民在无任何报建手续

情况下占用基本农田所建， 严重违反

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本次拆违行动是对增城区石滩镇

塘头村和西社 2015 至 2016 年间抢建

的 21 栋违法建筑物及 10 处占用基本

农田地基进行依法拆除。 石滩镇城管

中队与国土所曾多次发出责令整改法

律文书， 并对该区域违建行为进行制

止， 但违建当事人经多次劝告， 仍不

进行整改且继续抢建。

经石滩镇党委政府研究， 决定对

上述 21 宗违法建设立案查处， 并实

施统一依法除拆。 此次拆违行动共持

续 2 个小时， 成功拆除了 21 栋违法

建筑物及 10 处占用基本农田地基，

拆除建筑面积达 6308.045 平方米 。

此次拆违行动实行“零容忍” “无补

偿”， 在社会上形成了强烈震慑和警

示作用， 营造了持续高压严打的态

势。

在拆违行动之前， 石滩镇专门成

立了 23 个专案小组到当事人家中，

申明利害， 安抚情绪， 寻求配合， 以

期胜利完成即将打响的拆违战役。

在多部门的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

下， 整个拆违过程井然有序。

增城2小时拆除21栋违建

广州打响广深高速公路两侧拆违战

9 月 30日前完成拆除违法户外广告和违法建设整治工作，年内推广到其他高、快速路

相关报道

基层河湖警长到一线巡河。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