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市主要河道河长名录

序
号

所属水
系

河道名称 流经区
长度
（km)

市级河长（职务） 市级河长助理（职务） 区级河长（职务） 区级河长助理{职务} 镇级河长（职务） 河长助理（职务） 河湖警长

1
西江流

域
西江干流

南海
顺德
高明
三水

69.1 郑  轲（市委书记）
张朝志（市委秘书长、办
公室主任）

闫昊波（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
刘智勇（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
杨永泰（高明区委书记）
胡学骏（三水区委书记） 

利学时（区府办主任）
叶新（区住建水利局局
长）                
何翔威（顺德区委区政
府办公室主任、区发展
改革局局长）         
朱伟伟（三水区委区府
办主任）

孙春刚（龙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柯宇威（杏坛镇党委书记）
龙仲英（均安镇党委书记）
麦兆雄（高明区委常委、荷城街道党工委书
记）
黄宝坚（西江新城党工委书记，西江新城管委
会主任）
李学坚（西南街道党工委书记）
何海虹（白坭镇党委书记） 
徐永强（九江镇党委书记）
关海权（西樵镇党委书记）

杜显桐（均安镇城建
和水利办公室办事
员）                
潘金亮（荷城街道党
工委办公室副主任）

林干（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局长） 

2
北江流

域
北江干流

禅城
南海
三水

70
郭文海（市委副书记
、代理市长）

张开机（市政府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

区柱明（禅城区委副书记、区长）
顾耀辉（南海区区长）
李军（三水区代区长）

徐湛坤（南海区生态环
境分局局长）         
陈国雄（三水区委区府
办副主任）

张应统（丹灶镇镇委书记）
林  健（狮山镇镇委书记）                  
徐  昕（大塘镇镇长）
杨  军（芦苞镇委书记）
刘勇海（乐平镇委副书记、镇长）
伍聪颖（西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
 

李剑雄（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              郭泽
文（南庄派出所副所长）

3
北江流

域
佛山水道

禅城
南海

33
郑海涛（市委常委、
副市长）

卢建华（市政府副秘书
长）

黄少文（禅城区委书记）
顾耀辉（南海区区长）

徐湛坤（南海区生态环
境分局局长）

孙近国（张槎街道党工委书记）
刘志诚（禅城区政协副主席、祖庙街道党工委
书记）
麦绍强（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
刘浩文（大沥镇党委书记）
林 健（狮山镇委书记）

彭建炎（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政治处主任）               
郑道之（张槎派出所副所长）  
宋嘉杰（高新派出所副所长）  
吴  燏（江湾派出所副所长）

4
北江流

域
南沙涌

南海
三水

23.2
李政华（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曾有岳（市委副秘书长）
黎  妍（南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
黄立宝（三水区副区长）

黎剑光（南海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           
莫嘉智（三水区委区府
办副主任）

陈俊勋（西樵镇副镇长）
陆文勇（丹灶镇镇委副书记、镇长）
赖伟超（西南街道党工委委员）

刘思朝（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

5
北江流

域
吉利涌

禅城
顺德

10
倪  谦（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管  雪（市委副秘书长）
张红兵（禅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
唐旭明（顺德区副区长）

胡永峰（顺德区委区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

李仕亨（南庄镇镇委书记）
冼英伟（乐从镇镇长）

陈志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
察组组长）                 
高红军（城南派出所副所长）

6
北江流

域
潭洲水道

禅城
南海
顺德

31.5
邓建伟（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刘祖辉（市委副秘书长）

王礼锋（禅城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
书记）
夏化冰（南海区副区长）
周  旭（顺德区委常委）

李举然（公安分局政工
室教导员）
胡永峰（顺德区委区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

李仕亨（南庄镇镇委书记）　　
孙近国（张槎街道党工委书记）
黄智斌（石湾镇街道党工委书记）　
刘伟民（狮山镇党委副书记） 
王崇曦（北滘镇镇长）
容佰辉（陈村镇镇长）
冼英伟（乐从镇镇长）

梁恩球（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                   
刘思雄（澜石派出所副所长）

7
北江流

域
平洲水道

禅城
南海
顺德

17 许  国（副市长）
邓灿荣（市政府副秘书
长）

李溟（禅城区副区长） 
潘永桐（南海区委常委）
陈志雄（顺德区副区长、公安局局
长）

骆智勇（区委统战部副
部长、区民族宗教事务
局副局长）           
杜友华（顺德区委区政
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黄智斌（石湾镇街道党工委书记）　　　　　　　　　　
刘志诚（禅城区政协党组成员、祖庙街道党工
委书记）
陈木琼（桂城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
容佰辉（陈村镇镇长）

陈金治（市公安局督察支队支
队长）                     
刘思雄（澜石派出所副所长）

8
北江流

域
顺德水道

禅城
南海
顺德

50 陈小坚(副市长)
赖紫宁（市政府副秘书
长）

向百名（禅城区副区长、市公安局禅
城分局局长）                      
黎  妍（南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 
王  勇（顺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黎剑光（南海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         
何翔威（顺德区委区政
府办公室主任、区发展
改革局局长）

李仕亨（南庄镇镇委书记）
李少玲（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街道办事处
主任）
伍成亮（勒流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
王崇曦（北滘镇镇长）            
冼英伟（乐从镇镇长）
甘志宇（龙江镇党委书记）
张厚祥（九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杨  明（西樵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应统（丹灶镇镇委书记）

谭继业（顺德）      
（新增）

邓建勋（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
任）                       
高红军（城南派出所副所长）

9
北江流

域
陈村水道

南海
顺德

17 赵  海（副市长）
黄飞飞（市政府副秘书
长）

盘  石（南海区副区长）  
周  旭（顺德区委常委）

邹冠飞（佛山中德管委
会南海建设局部长）   
胡永峰（顺德区委区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

卢启良（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容佰辉（陈村镇镇长）
王崇曦（北滘镇镇长）

颜健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
队长）

10
北江流

域
芦苞涌

南海
三水

32 乔  羽（副市长）
吴文志（市政府副秘书
长）

黄颂华（南海区副区长）
李金旺（三水区委常委）

丘立翰（南海区住建水
利局副局长）
雷锦辉（三水区委宣传
部副主任）

汤荣宝（狮山镇党委副书记）   
黎锦标（芦苞镇镇长）
刘勇海（乐平镇委副书记、镇长）   

郭俊忠（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
队长）

11
北江流

域
西南涌

南海
三水

38 葛承书（副市长）
林小芳（市政府副秘书
长）

顾耀辉（南海区区长）
何小玲（三水区委常委、统战部长）

徐湛坤（南海生态环境
分局局长）
庾伟杰（三水区委区府
办副主任）

黄伟明（狮山镇镇长）
麦满良（里水镇镇长）
钟俊纪（西南街道党工委委员）
林均恒（云东海街道党工委书记） 
林建新（区委常委、乐平镇镇委书记） 

金忠（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
长）

12
西江流

域
高明河

南海
高明

82.4
冼富兰（南海区副区长）             
梁耀斌（高明区区长）

麦智波（区府办常委副
主任）
黄雄华（区社保局副局
长）

谢展明（西樵镇党委委员）                  
麦兆雄（高明区委常委、荷城街道党工委书
记）
谢庆山（杨和镇党委书记）
朱立坚（明城镇党委书记）
严杰丰（更合镇党委书记）

潘金亮（荷城街道党
工委办公室副主任）  

辛友南 （市公安局南海分局
党委副书记、政委）          
石耀昌（副区长、高明公安分
局局长）

13
北江流

域
佛山涌

禅城
南海

9
吴莉芬（禅城区副区长）
潘永桐（南海区委常委）  

梁伟鹏（南海生态环境
分局总工）

刘志诚（禅城区政协副主席、祖庙街道党工委
书记）
岑灼雄（桂城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雷（分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                       
辛友南 （市公安局南海分局
党委副书记、政委）          
熊  伟（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副
局长） 

14
北江流

域
漫水河 三水 32.6 何小玲（三水区委常委、统战部长）

叶新（区住建水利局局
长）
庾伟杰（三水区委区府
办副主任）

胡忠录（大塘镇副镇长）
邓志东（南山镇委书记） 

何欢喜（市公安局三水分局政
工室主任）

15
北江流

域
青岐涌 三水 22 韩  勇（西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黎浩光（市公安局三水分局副
局长、西南派出所所长）

16
北江流

域
甘竹溪 顺德 15 蔡  伟（顺德区副区长）

钟德慰（顺德区委区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  

廖应财（勒流街道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
甘志宇（龙江镇党委书记）
谭灿荣（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邓启南（勒流街道城
建和水利办公室城建
水利助理）（新增）

何欣全（顺德区公安局副局
长）

17
北江流

域
顺德支流 顺德 21

谢顺辉（顺德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
部长）

潘民权（顺德区委区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

大良街道镇级河长因职务调整待定
欧胜军（容桂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主任）
陈汝强（勒流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谭灿荣（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周国峰             
（新增）

何欣全（顺德区公安局副局
长）

18
北江流

域
东海水道 顺德 20 梁伟沛（顺德区委常委）

潘民权（顺德区委区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

谭灿荣（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曾帆（均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陈泽翔（均安镇城建
和水利办公室办事
员）

何欣全（顺德区公安局副局
长）

19
北江流

域
桂洲水道 顺德 12.5

刘国兴（顺德区副区长） 赵永强（顺德区委区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

欧胜军（容桂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主任）

何欣全（顺德区公安局副局
长）

20
北江流

域
容桂水道 顺德 20

练凌东（顺德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
部长）

刘莉（顺德区委区政府
办公室副主任） 

大良街道镇级河长因职务调整待定            
欧胜军（容桂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主任）                                    
谭灿荣（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何欣全（顺德区公安局副局
长）

21
北江流

域
李家沙水

道
顺德 11 刘怡（顺德区委副书记）

胡永峰（顺德区委区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

李少玲（大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街道办事处
主任）  
梁嘉斌（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街道办事处
主任）

何欣全（顺德区公安局副局
长）

22
北江流

域
水口水道 南海 13

闫昊波（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 叶新（区住建水利局局
长）

刘浩文（大沥镇党委书记）
谭艳玲（里水镇镇委书记）

辛友南 （市公安局南海分局
党委副书记、政委）

23
北江流

域
珠江西航

道
南海 26 陈绍文（南海区副区长）

梁伟鹏（南海生态环境
分局总工）

游剑锋（大沥镇委副书记、镇长）
梁文成（里水镇镇委委员）

辛友南 （市公安局南海分局
党委副书记、政委）

24
北江流

域
鸡鸦水道 顺德 33 刘国兴（顺德区副区长）

赵永强（顺德区委区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

欧胜军（容桂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主任） 

何欣全（顺德区公安局副局
长）

25
北江流

域
海洲水道 顺德 16 徐公桥（顺德区委常委）

杜友华（顺德区委区政
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曾帆（均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陈泽翔（均安镇城建
和水利办公室办事
员）

何欣全（顺德区公安局副局
长）

26
北江流

域
洪奇沥水

道
顺德 35 刘怡（顺德区委副书记）

胡永峰（顺德区委区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

李少玲（大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街道办事处
主任）
欧胜军（容桂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主任）

何欣全（顺德区公安局副局
长）

27
北江流

域

白坭河
（九曲
河）

三水 8.1
孔耀明（三水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

罗仲元（三水区委政法
委办公主任）

梁庆文（芦苞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叶信标（大塘镇党委书记）

辛友南 （市公安局南海分局
党委副书记、政委）

28
北江流

域
陈村涌 顺德 7.32

唐磊晶（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

何海洋（顺德区委政策
研究室主任）

容佰辉（陈村镇镇长）
王崇曦（北滘镇镇长）

何欣全（顺德区公安局副局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