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长 职务
河长助

理
职务 联系电话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村(社区)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丽水 1.60 李建辉 书记

古劳 2.70 冯可源 书记

双桥 1.40 吕耀荣 书记

上升 2.50 李德章 书记

新星 0.60 吕炳洪 书记

黄宝坑 1.20 吴耀朋 书记、主任

杰洲 2.20 陆兆康 主任

坡山 3.60 易国富 主任

天乡村 4.30 谭文湛 书记

河山村 4.72 黎沃润 书记

三和村 1.65 何伟健 书记

横江村 1.96 伍国成 书记

石山村 2.04 区启初 书记

仁厚村 1.18 莫瑞勤 书记

周郡村 2.65 李荣满 书记

南村村 2.42 胡秋维 书记

塔岗村 3.52 胡锦元 书记

吕步村 2.61 刘仲清 书记

禾冈村 3.14 陈惠欢 书记

高村村 0.30 甘卓根 书记

唐溪村 0.28 黄均元 书记

康溪村 2.89 岑建恒 书记

霞村村 0.71 高国林 书记

富冈社区 2.68 区大坚 书记

卢边社区 4.85 卢柏安 书记

坦边社区 2.83 陈卓声 书记

芝山社区 2.02 陈子安 书记

塘边社区 0.16 朱健强 书记

豸冈社区 2.74 区英平 书记

篁边经联社 3.00 邓师群 书记

丽苑社区 1.43 唐艳玲 书记

群众社区 0.56 梁燕 书记

甘化社区 1.22 廖玉娇 书记

海傍社区 1.77 吴国兰 书记

沙津横村 4.30 陈永安 书记

清兰村 1.98 陈健荣 书记

四大村 0.56 陈志祥 书记

直冲村 0.64 郭卫强 书记

前进村 2.29 邓健愉 书记

金溪村 0.75 陈国成 书记

石鹤利村 1.00 梁德均 书记

中东村 1.99 梁永钊 书记

西江江南街道段（北街水道） 2.60 伍国胜 党工委书记 滘北联社 0.85 张晴坚 董事长

13809603789梁君明
市河长制

办公室主任

市级河长

1

蒋方君 党工委书记

西江白沙街道段（北街水道） 2.99 谢强伟 党工委书记

西江江海区段（包括
西海水道、北街水道

、石板沙水道）

14.17 彭章瑞
江门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

任，江海区委书记

西江外海街道段（包括西海水
道、北街水道、石板沙水道）

11.57

西江环市街道段（北街水道） 4.99 何坚毅 党工委书记

18.50 陈常岷

蓬江区委副书记、滨
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棠下镇委书记

西江荷塘镇段（包括西海水道
、海洲水道）

16.31 区林杰 镇委书记

市委书记

西江干流水道古劳镇段 8.80 谢文清

西江干流水道鹤山市
段

西江潮连街道段（包括西海水
道、北街水道）

20.20 雷梓超 党工委书记

西江（包括西江干流
水道、西海水道、北
街水道、海洲水道、
石板沙水道、磨刀门
水道、荷麻溪、劳劳
溪、虎跳门水道江门

界）

141 林应武
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

主任

江门市跨县河流河长名录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
度(km)

县级河长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镇委书记

西江干流水道沙坪街道段 7.00 刘德贤 党工委书记

西江蓬江区段（包括
西江干流水道、西海
水道、北街水道、海

洲水道）

42.27 温伟文
区委书记、市滨江
新区党工委书记

西江棠下镇段（包括西江干流
水道、西海水道）

15.80 伍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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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 职务
河长助

理
职务 联系电话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村(社区)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市级河长

江门市跨县河流河长名录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
度(km)

县级河长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36顷村 3.42 卢业群 书记

安生村 1.90 冯启兴 书记

百顷村 4.00 刘群胜 书记

大鳌村 2.54 庞豪奕 书记

大鳌尾村 7.52 梁丙添 书记

大八顷村 4.10 吴惠明 书记

东风村 2.70 黄长玲 书记

东升村 2.30 霍桥海 书记

东卫村 1.70 卢润森 书记

南沙村 0.78 黄润秋 书记

沙头村 1.00 陈北权 书记

深滘村 1.16 梁仕金 书记

拾围村 2.33 黄桂文 书记

新地村 0.98 黄金海 书记

新联村 3.53 吴社沛 书记

新一村 3.30 冯群光 书记

东成村 3.16 刘艳棠 书记

东向村 0.80 翁全胜 书记

黄布村 8.02 朱本常 书记

莲腰村 4.43 翁金海 书记

莲子塘村 6.06 肖伟超 书记

龙泉村 3.70 陈社权 书记

睦洲村 2.23 杨超明 书记

南安村 2.54 梁瑞文 书记

南镇村 4.35 郑炳南 书记

牛古田村 1.26 冯国盛 书记

石板沙村 12.38 梁剑光 书记

新沙村 1.86 梁基元 书记

八顷村 1.84 梁卫文 书记、主任

大环村 1.07 梁连顺 书记

独联村 1.00 林锡辉 书记、主任

梅阁村 11.67 蒋剑锋 主任

梅兴村 3.93 杜福添 主任

沙东村 0.23 胡超文 书记、主任

沙角村 0.83 曾艺强 主任

沙西村 0.85 廖耀威 书记、主任

上南村 7.25 郑水军 书记

黄沙村 1.97 谭礼文 书记

白石村 1.71 吴晃浓 书记

大田镇圩镇居
委会

0.75 孔坚心 书记

石山村 3.98 吴国赞 书记

华南村 2.26 方维军 书记

13702289881

13809603789梁君明
市河长制

办公室主任

区舵样
市河长制办
公室副主任

潭江恩平市段 89.30 谢超武 市委书记203 刘毅
市委副书记、

市长

西江（包括西江干流
水道、西海水道、北
街水道、海洲水道、
石板沙水道、磨刀门
水道、荷麻溪、劳劳
溪、虎跳门水道江门

界）

141 林应武
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

主任

2
潭江（锦江水库坝下

至崖门大桥）

1

潭江大田镇段 12.07 冯锡谋

黄润南 镇委书记

镇委书记

西江新会区段（包括

石板沙水道、磨刀门

水道、荷麻溪、劳劳

溪、虎跳门水道）

76.37 文彦 区委书记

西江大鳌镇段（包括石板沙水
道、磨刀门水道、荷麻溪）

40.85 叶长新 镇委书记

西江睦洲镇段（包括石板沙水
道、荷麻溪、劳劳溪）

32.48 梁海标 镇委书记

西江沙堆镇段（包括荷麻溪、
虎跳门水道）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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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 职务
河长助

理
职务 联系电话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村(社区)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市级河长

江门市跨县河流河长名录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
度(km)

县级河长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东门社区 2.16 黄景文 书记

新塘社区 1.75 伍均晃 书记

西门社区 2.44 郑洪明 书记

河南社区 0.84 李炳培 书记

小岛社区 3.50 钟健盼 书记

凤山社区 1.10 吴国坚 书记

飞鹅塘社区 3.03 任金叠 书记

沙联村 6.70 吴添强 书记

西安村 3.00 吴才明 书记

平富岗村 5.14 梁坚强 书记

茶坑村 3.00 梁均扬 书记

新楼村 2.63 李木喜 书记

塘劳村 3.00 吴润康 书记

中南村 1.80 黄雅超 书记

东成镇圩镇居
委会

1.50 梁柏荣 书记

下绵湖村 1.90 胡明创 书记

石路村 3.73 梁顶逵 书记

四联村 1.63 梁松景 书记

鹿颈村 2.10 陈景儒 书记

横槎村 1.00 张伙仔 书记

塘洲村 4.28 余福根 书记

进职村 3.69 李聘宁 书记

龙塘村 4.30 梁荣光 书记

塘龙村 2.80 唐瑞文 书记

根竹头村 1.48 陈成志 书记

三联村 1.61 梁玩能 书记

歇马村 2.35 梁锦浓 书记

圩镇居委会 0.88 何国运 书记

堡城村 2.34 吴志坚 书记

潢步头村 4.28 陈永祥 书记

平安村 0.70 吴锦存 书记

黎塘村 4.52 张伟成 书记

清湖村 2.13 郑福堂 书记

西园村 1.43 吴让仔 书记

新君村 2.87 郑元益 书记

太平村 0.36 岑丁权 书记

塘库村 2.26 郑超扬 书记

江洲圩居委会 1.30 岑少健 书记

君堂圩居委会 1.50 郑寿彬 书记

潭江沙湖镇段 3.60 侯光裔 镇委书记 南塘村 3.60 莫荣欢 书记

13702289881区舵样
市河长制办
公室副主任

潭江恩平市段 89.30 谢超武 市委书记2
潭江（锦江水库坝下

至崖门大桥）
203 刘毅

市委副书记、
市长

镇委书记

潭江君堂镇段 17.46 赖坚锋 镇委书记

潭江圣堂镇段 14.11 何伟劲

潭江东成镇段 15.62 郑伟潮 镇委副书记、镇长

潭江恩城街道段 23.76 岑儒确 党工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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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 职务
河长助

理
职务 联系电话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村(社区)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市级河长

江门市跨县河流河长名录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
度(km)

县级河长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横石村 3.70 黄池兴 书记

蚬北村 1.90 黄广业 书记

东和村 2.56 周升韶 书记

春一村 1.68 黄宇丰 书记

上洞村 3.50 周自强 书记

中洞村 1.10 方振溢 书记

茅冈村 5.30 周润表 书记

松蓢村 0.80 关宁赐 主任

齐塘村 4.50 黄石华 书记

北降村 4.10 卢伟强 书记

百合居委会 1.20 关炳琪 书记

厚山村 1.30 关喜辉 书记

儒东村 2.30 胡桂影 书记

马降龙村 5.30 黄伟良 书记

石溪村 0.35 关宗敏 书记

渔业居委会 1.95 徐荣发 书记

永坚村 0.30 胡素娟 书记

树溪村 2.43 司徒光牛 书记

中股村 0.91 司徒远林 书记

灵源村 0.83 关力宇 书记

芦阳村 1.38 关灿杰 书记

塘联村 2.74 司徒维养 书记

南楼村 5.84 司徒锡启 书记

沙溪村 2.63 梁焕新 书记

新建村 2.10 胡占文 书记

新联村 1.95 谭秋象 书记

五堡村 0.93 陈宏源 书记

塘美村 1.42 谭洪洪 书记

三联村 1.32 张惠周 书记

八一村 1.60 陈现龙 书记

三江居委会 2.70 胡振珊 书记

三围村 1.20 余养趸 书记、主任

荻海居委会 0.87 白惠芬 书记、主任

东河居委会 0.65 黄清媚 书记、主任

新安居委会 0.58 林雪云 书记、主任

新兴居委会 0.74 李素琴 书记、主任

中山居委会 0.97 甄炳奎 书记、主任

簕冲村 0.70 甄强幄 书记、主任

石海村 1.70 甄宏顺 书记、主任

祥龙居委会 3.00 谭惠球 书记、主任

长沙西居委会 1.10 谭春英 书记、主任

长沙东居委会 1.10 梁少玲 书记、主任

港口居委会 2.10 徐丽媛 书记、主任

13702289881区舵样
市河长制办
公室副主任

潭江开平市段 56.00 庞正华 市委书记、市长2
潭江（锦江水库坝下

至崖门大桥）
203 刘毅

市委副书记、
市长

潭江三埠街道段 13.70 冯健楚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三埠街道党工委书

记

潭江赤坎镇段 12.05 陈杰文
副市长、赤坎镇镇委
书记、赤坎古镇管委

会主任

潭江长沙街道段 5.62 张伟业 党工委书记

潭江百合镇段 21.92 熊日升 镇委书记

潭江蚬冈镇段 9.78 劳明海 镇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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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 职务
河长助

理
职务 联系电话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村(社区)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市级河长

江门市跨县河流河长名录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
度(km)

县级河长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新美村 0.95 张卓进 主任

金山村 2.31 张悦富 主任

桥溪村 3.53 余细牛 主任

联竹村 1.10 冯策扬 主任

开锋村 1.35 何富强 主任

龙东村 1.43 何荣顺 主任

新市居委会 1.28 周锦荣 主任

泮南村 2.47 邝柏浓 主任

永安村 1.82 邝厚创 主任

泮村村 1.15 邝健峰 主任

潭江白沙镇段 3.50 黄品亮 镇委书记 五围村 3.50 余肖华 主任

荔枝塘村 1.90 李协生 主任

冈宁村 0.80 叶寿年 主任

联兴村 0.80 李聪祥 主任

麦巷村 1.40 梁永祥 主任

五星村 2.00 伍尧岳 主任

大巷村 0.50 伍健民 主任

一居委村 李超林 主任

二居委村 刘达华 主任

张良边村 2.00 雷求恩 主任

铁滘村 1.00 李惠明 主任

沙冲村 0.70 伍礼贤 主任

山前村 0.40 伍卓荣 主任

昆仑村 0.64 李炳常 书记

三益村 1.70 何举论 书记

田边村 1.55 张英培 书记

小坪村 1.65 李华辉 书记

雅山村 3.64 关启全 书记

陈冲村 4.84 陈沃文 书记、主任

桂林村 1.47 黄华根 书记、主任

六联村 0.32 陈景荣 书记、主任

芦冲村 0.86 林鹤鸣 书记、主任

罗坑社区 0.64 阮泽明 书记、主任

牛湾社区 0.66 黄恩桃 书记、主任

升平村 2.48 许贤思 书记

石咀村 5.50 林纪棠 书记、主任

下沙村 2.36 林焕洋 书记、主任

北洋村 2.22 林泉光 书记、主任

李苑村 0.04 陈植豪 主任

莲塘村 1.25 柯宏钊 书记、主任

牛勒村 1.15 林社念 书记、主任

文龙村 2.02 钟发康 书记、主任

五和村 1.64 梁健华 书记、主任

小泽村 1.58 梁均鸿 书记、主任

13702289881区舵样
市河长制办
公室副主任

潭江新会段（包括潭

江干流及陈冲水道、

横海支流）

82.82 梁明建 区委副书记、区长

潭江开平市段 56.00 庞正华 市委书记、市长

潭江台山市段

2
潭江（锦江水库坝下

至崖门大桥）
203 刘毅

市委副书记、
市长

镇委书记

潭江罗坑镇段（含陈冲水道） 17.49 肖思强 镇委书记

潭江大泽镇段 9.90 吴运胜 镇委书记

潭江司前镇段 9.18 梁捷元

市委常委、镇委书记

潭江大江镇段 12.00 伍影娜 镇长
4.00

19.00 李惠文 市委书记

潭江水步镇段 3.50 罗海华

潭江水口镇段 17.39 谢常荣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水口镇镇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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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 职务
河长助

理
职务 联系电话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村(社区)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市级河长

江门市跨县河流河长名录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
度(km)

县级河长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城西社区 0.54 关国雄 书记、主任

冲那村 4.83 林华端 书记

河北村 0.99 刘锡伦 书记、主任

九龙村 1.80 谭永伟 书记

南庚村 1.66 黎健康 书记

七堡村 5.23 李北台 书记

七堡工贸城 0.58 李耀辉 书记、主任

群胜村 4.50 钟转贤 书记

仁义村 0.20 钟鸣亮 书记

三联村 0.43 刘健培 书记

潭冲村 11.22 李福厚 书记

天禄村 5.53 张社运 书记、主任

永安村 1.00 冯立峰 书记

潭江新会经济开发区段 10.13 陆锦健 区委常委、党委书记 / / / /

东北村 0.08 黎荣照 书记、主任

洞阁村 1.33 李雁明 书记、主任

基背村 2.28 余女匀 书记、主任

嘉寮村 1.41 冯惠冰 书记、主任

岭头村 1.30 曾永康 书记、主任

六里村 1.08 马柏灵 书记、主任

楼墩村 0.32 林启安 书记、主任

梅冈村 3.34 苏庭础 书记

沙路村 3.45 梁钦盈 书记、主任

五堡村 4.81 陈英莲 书记、主任

衙前村 3.80 余锦河 书记、主任

联合村 1.45 梁友根 主任

联和村 0.29 赵兆安 主任

沙仔场 5.00 李友合 书记

新江村 1.54 赵权威 主任

渔业场 0.95 梁金保 书记

慈溪村 3.93 赵耀中 主任

官冲村 4.75 林小龙 主任

管咀村 2.09 林富景 主任

奇乐村 2.58 黄细牛 主任

三崖村 4.81 邹长能 主任

玉洲村 1.21 吴国群 主任

洲朗村 1.17 林耀良 主任

洞北村 0.67 杨华钦 主任

洞南村 2.54 杨锦培 书记、主任

黄冲村 1.06 黄社遇 书记、主任

京背村 0.73 黄社喜 主任

龙旺村 2.24 黄华舜 书记、主任

水背村 0.51 黄钦池 书记、主任

田南村 0.93 陆秋朗 书记、主任

甜水村 4.79 李德恩 书记、主任

崖南社区 0.49 陈立新 书记、主任

13702289881区舵样
市河长制办
公室副主任

潭江新会段（包括潭

江干流及陈冲水道、

横海支流）

82.82 梁明建 区委副书记、区长2
潭江（锦江水库坝下

至崖门大桥）
203 刘毅

市委副书记、
市长

20.54 李永忠 镇委书记

潭江崖门镇段 17.33 谭圣钳 镇委书记

区委常委、街道党工
委书记

潭江双水镇段（含陈冲水道、
横海支流）

21.95 刘国培 镇委书记

潭江三江镇段 5.00 谭健明 镇委副书记、镇长

潭江会城街道段（含陈冲水道
、横海支流）

34.62 黄伟民

潭江古井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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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 职务
河长助

理
职务 联系电话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村(社区)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市级河长

江门市跨县河流河长名录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
度(km)

县级河长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南坑村 3.80 梁尧清 书记

圣园村 1.40 顾辛有 书记

合成 7.28 麦土生 书记

先庆 9.13 叶伟强 书记

泗合 5.92 麦朝驱 书记

双桥都 8.15 李卫华 书记

泗云 10.44 梁国强 书记、主任

漱云 2.27 黄永安 书记、主任

双龙 10.26 张泮乐 书记、主任

靖村 3.79 余国强 书记、主任

堂马 4.39 梁练稳 书记、主任

曲水大沙镇段 7.85 温伟荣 镇委副书记、镇长 大塘村 7.85 陈志荣 书记

陂头咀村 2.27 吴艳进 书记、主任

丽溪村 4.58 梁和兴 书记、主任

大厂村 0.89 周仕浩 书记、主任

黄屋村 2.54 谭振威 书记、主任

龙冈村 0.84 梁正子 书记、主任

联冈村 1.4 梁启均 书记、主任

长间村 2.10 梁文皆 书记、主任

虎山村 2.35 梁光明 书记、主任

横安村 1.51 李能活 书记、主任

联兴村 4.00 杨卓钦 书记

苍城居委会 1.20 许宜旺 书记

大罗村 5.21 林金友 书记

联和村 8.97 何惠邦 书记

新村村 1.14 李南星 书记

城东村 3.19 许润益 书记

旺岗村 2.55 许健安 书记

附城村 1.59 许文超 书记

下湾村 1.19 谢伟欢 主任

双桥水苍城镇段 4.00 余卓慧 镇委副书记、镇长 联兴村 4.00 杨卓钦 书记

曲水苍城镇段 0.83 余卓慧 镇委副书记、镇长 潭碧村 0.83 陈灼念 书记

侨乡水龙胜镇段 17.10 梁健忠 镇委书记 白村村 4.50 梁二荣 书记

侨乡水镇海林场段 12.20 梁称利 场长 镇海林场 12.20 梁称利 场长

联光村 3.46 劳有均 书记

沙塘居委会 0.76 黄遇新 书记

东方村 0.41 劳才盛 书记

红岭村 1.83 劳树棋 书记

蓢畔村 1.67 劳华相 书记

台洞村 4.01 黄灼焕 书记

芙冈村 2.11 劳仕枢 书记

锦星村 3.35 甄惠超 书记

龙和村 1.47 陈国良 书记

水边村 3.57 谭卓权 书记

13827029633陈学敏
市委政法委
常务副书记

镇海水开平市段（包
括镇海水干流、双桥
水、桥乡水、曲水开

平市段）

91.70 庞正华 市委书记、市长

3

镇海水（包括镇海水
干流及双桥水、侨乡

水、曲水）

157 胡钛
市委副书记、
市委政法委

书记

镇海水干流沙塘镇段 11.00 许永锋 镇委书记

镇海水干流塘口镇段 5.00 余洛荣 镇委书记

15.27 梁雁仙 镇委书记

镇海水干流苍城镇段 23.53 梁小耐 镇委书记

朱贵明 镇委书记

曲水马冈镇段

人大主席

镇海水鹤山市段（包
括双桥水、侨乡水）

62.54

叶永雄
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

  镇海水双合镇段（包括双桥

水、侨乡水）
31.62 钟锦文 镇委书记

冯细就

5.33 郑成博 市委常委、副市长 曲水沙湖镇段 5.33 郑坚伟曲水恩平市段

市人大主任 镇海水宅梧镇段 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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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 职务
河长助

理
职务 联系电话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村(社区)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市级河长

江门市跨县河流河长名录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
度(km)

县级河长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平冈村 2.83 吴文学 书记

西溪村 2.49 吴钜恒 书记

平原村 4.47 吴振述 书记

三联村 3.50 张惠周 书记

八一村 1.18 陈现龙 书记

杜溪村 2.02 谭明福 书记

楼冈居委会 0.60 吴伟权 书记

东兴居委会 0.89 周小雪 书记

侨园居委会 0.75 吴兆富 书记

东乐村 0.95 周汉钦 书记

三江居委会 2.01 胡振珊 书记

冲澄居委会 2.09 周洁兰 书记

幕村村 1.53 伍文竞 书记

红进村 1.53 张匡泽 主任

振华居委会 0.70 关雪英 主任

渔业居委会 0.11 温树英 主任

新美村 1.47 张卓进 主任

镇海水干流赤坎镇段 1.70 温家林 镇委副书记、镇长 芦阳村 1.70 关振球 副书记

长沙西居委会 0.67  谭春英 书记、主任

长沙东居委会 1.00  梁少玲 书记、主任

新港居委会 2.00  谭锦茵 书记、主任

港口居委会 1.00  徐丽媛 书记、主任

雅瑶 7.25 冯国坚 书记

昆东 4.50 宋国良 书记

南靖 7.65 李建生 书记

五洞村 3.31 冯凯辉 书记

北达村 1.96 吴健新 书记

河山村 4.19 谭子伟 副书记

三和村 3.49 简炳聪 副书记

三堡村 2.02 梁永业 书记

良溪村 8.01 罗志光 书记

虎岭村 9.55 伍世平 书记

横江村 3.04 黄伟祥 副书记

弓田村 4.56 陈沃乾 书记

沙富村 4.94 周国健 书记

大林村 1.84 甘永峰 书记

石头村 9.41 陈伟君 书记

新昌社区 3.89 邓启恒 书记

中心村 1.88 廖向荣 书记

桐井村 4.00 梁国盛 书记

罗江村 1.25 李焕强 书记

13827066166

13827029633

张学东
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

陈学敏
市委政法委
常务副书记

天沙河蓬江区段（包
括天沙河干流及天乡
水、沙海水、泥海水
、桐井水、丹灶水）

71.83 李欣立

区委副书记、区
长，市滨江新区开
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主任、党工委副书

记

镇海水开平市段（包
括镇海水干流、双桥
水、桥乡水、曲水开

平市段）

91.70 庞正华 市委书记、市长

19.40 林贤进 市委副书记、市长

市委常委、市
委组织部部长

市委副书记、
市委政法委

书记

4

天沙河（包括天沙河
干流及天乡水、沙海
水、泥海水、桐井水
、丹灶水和杜阮河）

101.83 张元醒

3

镇海水（包括镇海水
干流及双桥水、侨乡

水、曲水）

157

镇委书记

天沙河棠下镇段（包括天沙河
干流及天乡水、桐井水、沙海

水、泥海水）

54.13 张文新
区委常委、棠下镇委

副书记

天沙河雅瑶镇段（包括泥海
水）

19.40 冯伟航

镇海水干流三埠街道段 4.60 关健敏
党工委副书记、街道

办主任

天沙河鹤山市段（包
括泥海水）

镇海水干流长沙街道段 17.70 梁建业
党工委副书记、街道

办主任

镇海水干流水口镇段 3.00 余煜荣 人大主席

胡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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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 职务
河长助

理
职务 联系电话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村(社区)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市级河长

江门市跨县河流河长名录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
度(km)

县级河长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永盛社区 1.28 方健儿 书记

兴盛社区 0.33 李业墀 书记

港口社区 0.60 苏华丽 书记

美景社区 0.95 郭湘瑜 书记

启华社区 0.39 梁素霞 书记

良化南一社区 0.39 韩立辉 书记

丰乐社区 0.32 张华 书记

雅怡社区 1.08 郭玲英 书记

杏苑社区 0.14 刘秋平 书记

幸福社区 0.24 张珍 书记

华东社区 0.78 梁惠君 书记

华园社区 0.59 朱秀琴 书记

丰盛社区 0.73 卢莹莹 书记

白沙社区 0.73 张美乔 书记

联合经联社 4.01 罗景就 书记、社长

篁边社区 0.64 杨惠姚 书记、主任

篁庄经联社 2.16 欧阳健华 书记、社长

群星经联社 3.43 谢枝华 书记

龙溪社区 1.45 潘剑芳 书记、主任

天福社区 1.16 邝燕 书记、主任

双龙经联社 1.45 冯兆基 书记、社长

耙冲社区 0.82 施凤儿 书记、社长

五邑大学校区 1.72 陈廷根 副校长

石冲社区 0.95 庄健聪 书记、社长

五福社区 0.77 张丽红 书记、社长

天龙社区 0.43 师莉娜 书记、社长

好景社区 0.79 罗智慧 书记、社长

新河社区 0.89  王燕媚 书记、主任

杜阮村 3.13 黄永安 书记、主任

井根村 1.62 简剑峰 书记、主任

龙眠村 0.84 黄国全 书记、主任

龙安村 0.84 黄华生 书记、主任

木朗村 1.86 尹锐民 书记、主任

北芦村 0.30 李满林 书记、主任

瑶村社区 1.55 区能念 书记、主任

杜臂村 1.11 黄家霖 书记、主任

龙溪村 2.67 文沃明 书记、主任

13827066166张学东
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

张颂和 镇委书记杜阮河杜阮段（杜阮河干流） 14.59
天沙河蓬江区段（杜

阮河）
15.88 张沃芬 副区长

天沙河蓬江区段（包
括天沙河干流及天乡
水、沙海水、泥海水
、桐井水、丹灶水）

71.83 李欣立

区委副书记、区
长，市滨江新区开
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主任、党工委副书

记

4

天沙河（包括天沙河
干流及天乡水、沙海
水、泥海水、桐井水
、丹灶水和杜阮河）

101.83 张元醒
市委常委、市
委组织部部长

5.20 庄伟雄
党工委副书记、街道

办主任

天沙河环市街道段（包括天沙
河干流、丹灶水）

13.23 张怀业
党工委副书记、街道

办主任

天沙河白沙街道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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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 职务
河长助

理
职务 联系电话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村(社区)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市级河长

江门市跨县河流河长名录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
度(km)

县级河长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松园村 1.27 黄均能 书记、主任

贯溪村 1.04 王羽顺 书记、主任

杜阮中心社区 1.13 黄达平 书记、主任

金朗社区 2.86  梁凤英 书记、主任

杜阮河环市段（杜阮河干流） 1.29 陈华添 人大工委主任 东风经联社 1.29 李康生 书记、社长

天沙河新会区段（天

沙河干流）
1.02 梁明建 区委副书记、区长 天沙河会城街道段 1.02 张仲坚

党工委副书记、街道
办主任

江咀村 1.02 区永才 书记

岗坪村 5.14 梁富文 书记

西湾村 8.20 梁木兆 书记

莲塘水大沙国营林场 0.40 殷秀芳 场长 大沙国营林场 0.40 邓伟明 副场长

马龙塘村 4.23 冯文佐 书记

仕洞村 5.40 郑秀娟 书记

莲华村 4.60 冯巨怜 书记

鹏昌村 2.90 吴结敏 书记

莲塘村 4.60 周金棠 书记

圩镇居委会 1.00 冯锐欣 书记

成平村 7.50 何卫均 书记

南塘村 1.40 莫荣欢 书记

乌石村 0.60 吴明亮 书记

沙湖镇圩镇社
区居民委员会

1.00 梁荣根 书记

关村村 1.60 伍瑞俸 书记

水楼村 2.50 方永贤 书记

下凯村 1.50 吴松达 书记

高园村 1.10 吴健锋 书记

东岸村 1.90 何群亮 书记

扁冲村 1.70 余广泽 书记

长塘村 7.43 卢启强 书记

东山村 4.30 谭荣辉 书记

三合村 5.00 方良英 书记

大津村 3.90 司徒振韶 书记

赤水居委会 1.00 张俊杰 书记

南塘美村 4.00 司徒宇光 书记

步栏村 6.60 李永康 书记

和安村 2.30 龚树仁 书记

冲口村 3.00 谭祝邝 书记

沙洲村 4.30 关国才 书记

羊路村 2.20 张振朝 书记

林屋村 7.90 林永宁 书记

步栏村 2.30 李永康 书记

白沙水干流狮山林场段 1.60 郑荣章 场长 狮山林场 1.60 郑荣章 场长

白沙水干流蚬冈镇段 1.45 李健平 镇委副书记、镇长 春一村 1.45 黄宇丰 书记

13318661688

13902588022

13827066166张学东
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

伍炜波
市委副秘书

长

李谷生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副调

研员

杜阮河杜阮段（杜阮河干流） 14.59 张颂和 镇委书记
天沙河蓬江区段（杜

阮河）
15.88 张沃芬 副区长

市委常委、市
委统战部部长

4

天沙河（包括天沙河
干流及天乡水、沙海
水、泥海水、桐井水
、丹灶水和杜阮河）

101.83 张元醒
市委常委、市
委组织部部长

6

白沙水（包括白沙水
干流及朗溪河、罗岗

水）

76 易中强

镇委书记

朗溪河赤水镇段（含罗岗水） 8.50 刘剑锋 镇委书记

56.20 何武健 市委常委、副市长

白沙水干流赤水镇段段 55.90 刘剑锋

白沙水开平市段（包
括白沙水干流及朗溪

河、罗岗水）

冯亮稂 镇委书记

莲塘水沙湖镇段 13.77 陈育存 镇委副书记、镇长

莲塘水大沙镇段 14.68 谭意军 镇委书记

莲塘水恩平市段 29.32 谢超武 市委书记

莲塘水牛江镇段

15.55

（包含
西坑林
场）

5 莲塘水 44 冯立坚
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

莲塘水开平市段 14.68 李沃华
市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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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 职务
河长助

理
职务 联系电话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村(社区)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市级河长

江门市跨县河流河长名录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
度(km)

县级河长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西村村 4.20 黄卓文 主任

白沙圩居委会 0.90 黄武雄 主任

下屯村 1.90 马沃宏 主任

朗溪村 5.10 黄栋练 主任

朗南村 2.70 李灿枢 主任

联安村 5.90 陈瑞强 主任

新安村 6.80 余灿斌 主任

西华村 5.50 黄耀洪 主任

南洞 3.50 肖敬韬 书记

小官田 3.80 杜小灵 书记

泮坑 2.05 吕远辉 书记、主任

良庚 1.88 梁国能 书记、主任

民族 2.17 梁立新 书记、主任

北洋村 2.47 林泉光 书记、主任

沙冲村 4.91 刘成养 书记、主任

沿江村 9.32 林永祥 书记、主任

张村村 4.83 黄广兴 书记、主任

白庙村 3.45 梁自忠 书记

三益村 10.28 何举论 书记

司前村 3.89 汤提扩 书记

小坪村 1.15 李华辉 书记

新建村 9.72 方健森 书记

礼乐河江南街道段 2.40 刘锡涛 人大联络处主任
滘头经济联合

社
2.40 赵善海 书记、理事长

新民村 1.10 梁恩铨 书记、主任

新兴村 0.31 陈焯贤 书记

新创村 6.15 陈壮洪 书记

武东村 3.56 区柏枝 书记、主任

威东村 1.00 李泽伟 书记、主任

敬和村 1.66 刘耳吹 书记

威西村 1.60 罗卓民 书记、主任

向东村 1.81 余银喜 书记

东环沙村 1.15 吴金培 书记

新沙村 1.94 梁基元 书记

礼乐河三江镇段 3.39 李瑞敬 镇委副书记 九子沙村 3.39 梁社钦 主任

海傍社区 1.15 谭颖萍 副书记

良化东一社区 0.64 梁雪如 书记

良化南一社区 0.16 卢晓萍 副书记

盛华社区 0.90 梁嘉茵 书记

江华社区 0.37 吴成都 书记

东华社区 0.58 林金红 书记

长塘社区 0.47 莫哲强 书记

丰盛社区 0.61 黄淑雯 副书记

太平社区 0.65 吴萍 书记

常安社区 0.43 周瑞英 书记

明文社区 1.38 区丽涛 书记

13828036613

13318661688李谷生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副调

研员

陆黛云
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

李谦
市国土资源
局总工程师

邝世铭
市财政局
总会计师

江门水道蓬江区段

礼乐河江海区段

19.24 刘洪斌

沙冲河新会区段（含

沙冲河干流及其支流

黄鱼滘冲、第六冲、

司中河等9条支流）

37.70

市委常委、市
政府常务副市

长

6

白沙水（包括白沙水
干流及朗溪河、罗岗

水）

76 易中强
市委常委、市
委统战部部长

7.34 林伟勤
区委副书记、区委

政法委书记
江门水道白沙街道段 7.34 李伟垣

礼乐河礼乐街道段 10.17 邓群标
8 礼乐河 13 利为民 市委常委

13822335245

13702245101

人大工委主任

24.45 谭钧雷 镇委副书记

镇委副书记、镇长

沙冲河共和镇段 6.10 吴小清 镇委副书记、镇长

9 江门水道 25 许晓雄

党工委副书记、街道
办主任

礼乐河新会区段 3.39 梁凤琼 副区长
礼乐河睦洲镇段 3.09 陈振平 镇委副书记、镇长

10.17

因人事
变动，
暂缺

/

7 沙冲河 20 周惠红
市委常委、市
委宣传部部长

沙冲河鹤山市段

14.80 陈卫祥 镇委副书记、镇长

白沙水三合镇段（包括朗溪河
、罗岗水）

18.20 李军 镇委书记

宋岩
区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

沙冲河大泽镇段（含沙冲河干
流及其支流黄鱼滘冲、第六冲

、司中河等8条支流）

13.40 李勇战 市委常委、副市长

沙冲河鹤城镇段 7.30 李永炜

镇委副书记、镇长

沙冲河司前镇段（含沙冲河干
流及其支流黄鱼滘冲、第六冲

、司中河等7条支流）

白沙水台山市段（包
括白沙水干流及朗溪

河、罗岗水）

33.00 刘志方
市委副书记、市委

政法委书记

白沙水白沙镇段（包括白沙水
干流及罗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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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 职务
河长助

理
职务 联系电话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村(社区)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市级河长

江门市跨县河流河长名录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
度(km)

县级河长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北街村 0.58 张天祥 书记

油湾村 0.55 张伟强 书记

富田村 2.50 陈玉成 书记

横坑村 0.57 黄惠颜 书记

滘头经济联合
社

0.34 赵善海 书记、理事长

新民村 2.00 梁恩铨 书记、主任

五四村 2.70 李世宏 书记、主任

雄乡村 0.82 陈振兴 书记、主任

雄光村 3.40 周柏森 书记、主任

茶坑村 1.99 袁悦宋 书记

大洞村 3.47 余汉杰 书记

大滘村 2.30 徐炳均 书记、主任

东甲村 2.40 梁庭方 书记

都会村 1.35 黎美玲 书记

江咀村 1.68 区永才 书记

奇榜村 0.51 黎炳雄 书记、主任

江门水道新会经济开发区段 2.25 吴捷雄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管委会党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

/ / / /

官田村 1.91 钟安龙 主任

联和村 0.29 赵兆安 主任

深吕村 2.74 黄亦贵 主任

新江村 1.50 赵均牛 副主任

南中 4.21 黄柏深 书记

南星 2.63 张德昌 书记

里元 4.80 冯锡彬 书记、主任

来苏 1.75 钟瑞行 书记、主任

大凹 3.25 杨细安 书记、主任

平汉（南溪
河）

8.35 冼光甫 书记、主任

北洋村 0.75 林泉光 书记、主任

潮透村 2.70 周乐文 主任

牛勒村 1.58 林社念 书记、主任

田金村 4.55 周琼花 书记、主任

虎爪河赤水镇段 11.05 张伟健 镇委副书记、镇长 高龙村 11.05 曾桂帮 书记

虎爪河东山林场段 0.50 陈田英 副场长 东山林场 0.50 陈田英 副场长

虎爪河三合镇段 2.62 赖开颜 镇委副书记、镇长 联安村 2.62 陈瑞强 主任

虎爪河端芬镇段 5.07 余玉琛 镇委书记 墩寨村 5.07 李松万 主任

蚬冈水台山市段 4.38 方国韶 市委常委、副市长 蚬冈水深井镇段 4.38 李国超 镇委书记 深井林场 4.38 陈健全 主任

东新村 4.80 郑庭巨 书记

石岗村 3.90 梁炎根 书记

联庆村 5.60 黄惠信 主任

锦湖村 3.90 李万浣 主任

大同村 5.30 李维钦 主任

13902889099

13500288006

姚亮
市公安局副

局长

邝世铭
市财政局
总会计师

蚬冈水开平市段 22.89 林国宁 副市长

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

虎爪河台山市段 6.32 吴年积 副市长

刘冠文

黄耀庭

11.13 赵晓斌

9 江门水道 25 许晓雄
市委常委、市
政府常务副市

长

12 蚬冈水 39 高诚苗
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

郑伟潮 镇委副书记、镇长

蚬冈水金鸡镇段 11.46 张文仰 镇委书记

蚬冈水恩平市段 12.02 岑安林

副市长、江门产业
转移工业园恩平园
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东成镇

委书记

蚬冈水东成镇段 12.02

8.66

11 虎爪河 17.87 甄仁旺
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虎爪河开平市段 11.55 颜海娜

田金河新会区段（包

括南溪河）
8.66 黄锐楼

王义
市人大农村
农业工委主

任

夏均超
市人大副秘
书长、选联
任工委主任

13828033380

党工委副书记

江门水道三江镇段 6.44 谭健明 镇委副书记、镇长

10
田金河（包括南溪

河）
33.1 钟军

市人大常委会
常务副主任

人大主席

田金河共和镇段（包括南溪
河）

18.15 林锡波
市委常委、共和镇镇

委书记

田金河鹤山市段（包
括南溪河）

24.99 林锡波 市委常委

田金河鹤城镇段 6.84

镇委副书记副区长
田金河大泽镇段（包括南溪

河）

江门水道江南街道段 6.02 黄伟雄
党工委副书记、街道

办主任

江门水道礼乐街道段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街道党工委书记

13822335245

江门水道新会区段 15.95 黄伟民
区委常委、会城街

道党工委书记

江门水道会城街道段 13.70 梁柏楼

江门水道江海区段 17.15 汤惠红

江门高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常
务副主任、江海区
委副书记、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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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 职务
河长助

理
职务 联系电话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村(社区)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市级河长

江门市跨县河流河长名录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
度(km)

县级河长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群星村 2.50 司徒健能 书记

南联村 2.56 林超平 书记

风洞村 3.65 司徒国锋 书记

蚬冈居委会 0.60 黄建铎 书记

长乐村 3.50 黄添伟 书记

蚬南村 2.22 黄伟根 书记

东和村 1.92 周升韶 书记

坎田村 0.70 周炳辉 书记

春一村 1.30 黄宇丰 书记

下朗村 0.60 伍迺文 主任

下坪村 3.90 伍玉珠 主任

塘虾村 0.50 伍伟明 主任

四九圩居委会 0.20 谭沃宁 主任

松头村 1.30 邝植荣 主任

上南村村 4.70 李瑞成 主任

坂潭村 3.90 黄锦崇 主任

古兜林场 5.30 张润培 主任

三社村 5.00 黄玉祥 主任

淡村村 1.60 吕景文 主任

河北村 4.30 谭典华 主任

园山村 1.60 谭伟恩 主任

白水村 3.10 谭立贤 主任

桥湖社区 1.20 李景忠 主任

合新社区 1.10 谭松柏 主任

南塘社区 2.40 温立忠 主任

上朗社区 2.50 李宇权 主任

东云社区 1.30 邓仲儒 主任

富城社区 2.50 骆志平 主任

廛溪村 0.80 李院立 主任

长岭村 5.00 李健安 主任

香雁湖村 0.60 林伟荣 主任

合水农场 0.60 朱兆堂 主任

新昌水水步镇段 4.60 伍礼明 镇长 密冲村 4.60 李成业 主任

里边村 1.00 余灼欣 主任

冲泮村 3.20 余惠祯 主任

塘洞村 0.80 余旭东 主任

冲云村 3.00 邝仕源 主任

迳头居委会 1.93 李健超 主任

中山居委会 0.54 甄炳奎 书记、主任

簕冲村 1.99 甄强幄 书记、主任

13500282346

13902889099姚亮
市公安局副

局长

叶水生
市环保局
副局长

蚬冈水开平市段 22.89 林国宁 副市长12 蚬冈水 39 高诚苗
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

新昌水白沙镇段 8.10 李景炼 人大主席

劳均明 人大联络处主任新昌水开平市段 3.29 陈军凯
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
新昌水三埠街道段 3.29

蚬冈水蚬冈镇段 11.84 李小兰

镇委书记

新昌水台城街道段 18.70 戚森汉 党工委书记

人大主席

13 新昌水 45.4 林飞鸣 副市长

新昌水台山市段 43.30 谢少谋
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

新昌水四九镇段 19.50 谢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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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 职务
河长助

理
职务 联系电话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村(社区)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市级河长

江门市跨县河流河长名录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
度(km)

县级河长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昆中村委 1.97 邓钜安 书记

昆阳村委 3.13 麦文晃 书记

水一村 5.84 张国忠 书记、主任

水二村 2.87 殷建城 书记、主任

水三村 0.30 欧成明 书记、主任

水四村 2.72 殷道良 书记、主任

天湖村 4.50 麦和顺 书记、主任

金居村 0.20 罗荣俊 书记、主任

桥头村 1.94 潘齐盛 书记、主任

石头村 0.75 邓重庆 书记、主任

月明村 0.66 许全顺 书记、主任

新风村 4.27 冯健平 主任

后溪村 0.81 谈健彬 主任

红花村 5.81 谭国荣 主任

龙东村 3.05 何荣顺 主任

江咀村 0.57 区永才 书记

奇榜村 3.99 黎炳雄 书记、主任

兴盛社区 0.65 梁月明 副书记

白沙社区 1.24 何艺文 副书记

万和 8.20 黄育培 书记

五星 2.07 谢毅斌 书记

坪山 2.00 钟海清 书记

新联 1.60 黄志坚 书记

禾谷 3.85 黄锦全 书记

禾南村委 5.43 陈建晓 书记

兴业社区 2.20 余雪媚 书记

昆华村委 2.30 林卫民 书记

新莲村委 1.80 林潮达 书记

昆联村委 0.57 林  海 书记

四九村委 3.00 麦湛权 书记

唐联村 0.63 邝广甜 主任

黎村村 0.42 黎灿源 主任

永乐村 1.33 邝林彬 主任

泮村村 1.77 邝健峰 主任

昆仑村 0.48 李炳常 书记

石步村 3.23 李焕权 书记

石乔村 2.58 李小林 书记

田边村 4.72 张英培 书记

向北村 4.23 曾国栋 主任

石湾村 3.36 谭银想 主任

深井水东山林场段 6.04 梁树坤 场长 东山林场 6.04 梁树坤 场长

13709619478

13902880660

13702580827

13827002268

林伙卿
市政协经济
和人口资源
环境委主任

罗登
市农业局
副局长

宋灵平
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副调

研员

赖建生
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
副局长

17
那扶河（包括深井

水）
75.84 容福华

市政府党组成
员

16 址山河 38 蓝华 市政协副主席

15 龙湾河 9.28 赖燕芬

那扶河金鸡镇段 6.50 周健强 镇委副书记、镇长

镇委副书记、镇长

那扶河开平市段（包
括深井水）

12.54 简锦聪
市委常委、市委办

主任

4.15 何铭游 镇委副书记、镇长

址山河新会区段 9.80 聂加伟 区委常委、副区长 址山河司前镇段 9.80 胡永桂

址山河开平市段 4.15 黄国忠 副市长 址山河水口镇段

33.02 施国亨
市委副书记、市委

政法委书记

址山河鹤城镇段

址山河鹤山市段

8.95 谢清 副区长
龙湾河会城街道段（包括龙湾
河干流及洪北湖山塘支流、龙

湾河支流）

8.95 梁育娟

镇委书记

址山河址山镇段 15.30 冯柏强 镇委书记

18.34 李坚持

镇委副书记、镇长候
选人

新桥水开平市段 27.00 凌华威

市委常委、翠山湖
产业转移工业园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月山镇镇委

书记

新桥水月山镇段

副市长

龙湾河新会区段（包

括龙湾河干流及洪北

湖山塘支流、龙湾河

19.10 冯我占
翠山湖产业转移工业
园党工委副书记、月

山镇镇长

新桥水水口镇段 7.90 李健鹏 镇委副书记

党工委副书记

龙湾河蓬江区段 2.55 文丽
区委常委、常务副

区长
龙湾河白沙街道段 1.89 吴润洪 党工委副书记

14 新桥水 30 蔡德威 副市长

新桥水鹤山市段 5.10 杨海泉 副市长 新桥水址山镇段 5.10 邝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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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 职务
河长助

理
职务 联系电话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河段名称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村(社区)
河段长
度(km)

河长 职务

市级河长

江门市跨县河流河长名录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
度(km)

县级河长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塘莲村 3.00 何仲源 书记

元山村 2.80 吴焕畴 书记

蓝田村 0.50 吴健友 书记

围边村 3.20 吴国畴 书记

湾海村 1.50 吴炎洪 书记

新潮村 1.50 许松志 书记

洪滘圩居委会 1.30 吴兢欢 书记

大亨村 1.30 吴新峰 书记

龙岗村 5.67 司徒坚胜 主任

蓝田村 2.60 伍荣洽 主任

那北村 3.75 吴永贵 主任

沙潮村 4.06 陈伟超 主任

那南村 2.20 冯子慰 主任

联和村 5.58 李番长 主任

小江村 6.83 吴惠能 主任

河西村 3.69 马锡欢 主任

河东村 5.32 陈耀丁 主任

深井圩居委会 0.67 谭军民 主任

井东村 0.74 林日有 主任

康华村 1.73 陈炳基 主任

獭山村 7.53 彭番培 主任

江东村 2.82 吴极林 主任

五乡村委会 7.22 杨景汇 主任

横山村委会 1.61 马英忠 主任

冲口村委会 1.47 甄凤娇 主任

西联村委会 3.09 甄瑞林 主任

茭一村委会 1.67 甄景路 主任

九岗村委会 5.76 黄夏仍 主任

大步头村委会 1.79 伍万曼 主任

沙头冲村委会 2.38 黄国泮 主任

陡门圩居委会 2.26 钟苏荣 主任

早禾石村委会 1.55 陈国醒 主任

下洞村委会 4.60 陈国锋 主任

13709619478罗登
市农业局
副局长

17
那扶河（包括深井

水）
75.84 容福华

市政府党组成
员

那扶河汶村镇段（包括深井
水）

20.71 王佳沃 镇委书记

那扶河北陡镇段 12.58 谢荣科 镇委书记

何坚培 镇委书记

那扶河台山市段（包
括深井水）

64.53 李超华 副市长

那扶河深井镇段（包括深井
水）

54.65 甄炳涛 镇委副书记、镇长

那扶河恩平市段 14.75 劳沈川 副市长 那扶河横陂镇段 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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