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汕头市金平区区级、街道级、社区级河流及三级河长名单

一、金平区区级总河长名单

第一总河长：陈玩雪（区委书记）

总河长：陈武鹏（区委副书记、区长）

二、金平区区级河流区、街道、社区三级河长名单

河流（段）名称 岸别

区级河长 街道级河长 社区级河长

范围

区域 职务 姓名 街道 职务 姓名 社区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梅溪河金平区段 左岸 金平

区长

区政府党组成员

陈武鹏

林振伟

广厦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汤隆泽

浮东社区
浮东经联社党委书

记
林廷藩 13902723140 欧下关～船塭顶

浮西社区
浮西经联社党委书

记
纪家泰 13802331228 船塭顶～木材厂上闸

金东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日新 北墩社区 社区纪委会主任 纪纯英 13502995305 木材厂上闸～金丰码头

金砂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李论

金丰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林娟玲 13929664648 金丰码头～金湖桥

金韩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林怡纯 13719939153 金湖桥～省二建处

金华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林烨莹 13692016588 省二建处～杏花桥

大华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侯晓莺 迎春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许建才 13502966399 杏花桥～月眉上闸

小公园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郑建

桂馥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陈雪乔 13682926030 月眉上闸～月眉下闸

联韩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陈裕亿 13750430007 月眉下闸～廻澜桥

福祥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林婉冰 13623035022 廻澜桥～福平路口

寿山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姚丹妮 13929666109 福平路口～同平路口

金福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方舜琴 13715915995 同平路口～永平路口

荣隆社区
社区党总支部负责
人、居委会负责人

李韬 18033273570 永平路口～商平路尾

潮安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黄聚成 13502750907 商平路尾～水产码头

海平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姚东虹 13502759957 水产码头～永泰码头

西堤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李韬 18033273570 永泰码头～西堤公园



河流（段）名称 岸别

区级河长 街道级河长 社区级河长

范围

区域 职务 姓名 街道 职务 姓名 社区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梅溪河金平区段 右岸 金平

区长

区政府党组成员

陈武鹏

林振伟

月浦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长昭 赤窖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谢宏林 13923980288 红莲池水闸～赤窖社区段

岐山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林辉塔

陇头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陈泽宜 13923998829 赤窖社区段～陇头社区段

马西社区 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林哲铭 13501416360 陇头社区段～马西社区段

大路社区 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洪伟华 13715994079 马西社区段～大路社区段

沟湖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许尚志 13556302898 大路社区段～沟湖社区段

寨头社区 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洪树锋 13809849885 沟湖社区段～寨头社区段

中宫社区 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陈文杰 13502725389 寨头社区段～中宫社区段

下岐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张喜松 13422491238 中宫社区段～下岐社区段

金砂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李论 大窖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代志培 13929693673 腊味码头～元德巷

光华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周凯斌

杏花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蔡健忠 18033273301 元德巷～解放桥

西港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斌 13502981610 厦岭路1号后面～造船厂

梅溪河金平区段 乌桥岛段 金平

区长

区政府党组成员

陈武鹏

林振伟

光华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周凯斌

火车头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伟 13902707869
火车头社区管理起点～火车头社

区管理终点

二马社区1 社区党支部书记 陈东龙 13794134387
火车头社区管理终点～二马社区

段

享祠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汤嘉擎 13417000031 二马社区段～享祠社区段

二马社区2 社区党支部书记 陈东龙 13794134387 二马社区段2～焕金社区段

焕金社区 居委主任 佘文洲 13923664812 焕金社区段～振兴社区段

振兴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杨德峰 13715892909
振兴社区段～火车头社区管理起

点

榕江金平区段 左岸 金平 区委副书记 周彦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莲华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洪桐伟 13531158195 牛田洋地都界～莲华社区段

莲风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林若钦 13829634218 莲华社区段～莲风社区段

大场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坤永 13556330662 莲风社区段～大场社区段

两丰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许绍典 13729270782 大场社区段～两丰社区段

天港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粤锋 13729283987 两丰社区段～天港社区段

双丰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汤烈雄 13178785785 天港社区段～双丰社区段

大井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汤瑞安 13085752092 双丰社区段～大井社区段



河流（段）名称 岸别

区级河长 街道级河长 社区级河长

范围

区域 职务 姓名 街道 职务 姓名 社区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榕江金平区段 左岸 金平 区委副书记 周彦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玉井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瑶木 13715976993 大井社区段～牛田洋转角

玉港河 金平 区委常委 曾涛

鮀江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林泽峰

溪东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肖徽源 13715908822 三洲关～溪东社区段

桥头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陈锐江 13502998688 溪东社区段～桥头社区段

夏趾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瑞群 13433391228 桥头社区段～玉港河鮀江段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玉井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瑶木 13715976993 玉港河鮀江段～玉井社区段

大井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汤瑞安 13085752092 玉井社区段～大井社区段

天港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粤锋 13729283987 大井社区段～部队闸

西港河 左岸 金平

区委常委

区委常委

郑宋梨

黄建鸿

月浦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长昭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举登闸～澄海路

岐山街道 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马照彬

西陇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袁胜武 13502937441 澄海路～西陇社区段

南楼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庄名广 13902745878 西陇社区段～南楼社区段

下岐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张喜松 13422491238 南楼社区段～下岐社区段

光华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周凯斌

大学路上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陈锡良 18923922503 下岐社区段～大学路上社区段

明珠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肖燕儿 13502939537 大学路上社区段～明珠社区段

西港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斌 13502981610 明珠社区段～出海口

西港河 右岸 金平
区委常委

区委常委

郑宋梨

黄建鸿
鮀江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林泽峰

举登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蔡晓东 1328335599 举登角～举登社区段

乐业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卢永亮 13829689888 举登社区段～乐业社区段

安居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林培龙 15019722769 乐业园社区段～鮀江管理终点

二围排渠 金平

区委常委

副区长

许桂钦

林昱

月浦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长昭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后壁闸～澄海路段

岐山街道 街道党工委委员 张岳森

西陇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袁胜武 13502937441 澄海路段～西陇社区段

南楼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庄名广 13902745878 西陇社区段～南楼社区段

下岐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张喜松 13422491238 南楼社区段～下岐社区段

光华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周凯斌 大学路上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陈锡良 18923922503 岐山街道段～二围排闸

沙北排渠

左岸 金平 副区长 杨芳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玉井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瑶木 13715976993 打石宫闸～夏趾书田关

鮀江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林泽峰 夏趾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瑞群 13433391228 夏趾书田关～沙北排闸



河流（段）名称 岸别

区级河长 街道级河长 社区级河长

范围

区域 职务 姓名 街道 职务 姓名 社区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沙北排渠

右岸 金平 副区长 杨芳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玉井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瑶木 13715976993 打石宫闸～沙北排闸

红莲池河 金平 副区长 朱益群 月浦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长昭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红莲池水闸～沟南社区段

沟南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许燕武 13923516333 沟南社区段～反虹涵

鮀济河 金平 区委常委 杨淑涛

月浦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长昭

湖头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陈奕丰 13827333508 潮汕路～湖头社区段

沟南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许燕武 13923516333 湖头社区段～山兜反虹涵 

鮀江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林泽峰

山兜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黄克阳 15917923299 山兜反虹涵～山兜社区段

蓬洲北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黄淑铧 13715901591 山兜社区段～蓬洲北社区段

蓬洲西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翁培波 13715976543 蓬洲北社区段～蓬洲西社区段

蓬洲南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陈旭明 13750402987 蓬洲西社区段～蓬洲南社区段

鮀都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翁莉 13715995799 蓬洲南社区段～鮀都社区段

云露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陈瑞法 13553396396 鮀都社区段～云露社区段

木坑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陈伟钊 13556456339 云露社区段～木坑社区段

夏趾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瑞群 13433391228 木坑社区段～打石宫闸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玉井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瑶木 13715976993 打石宫闸～玉井社区段

大井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汤瑞安 13085752092 玉井社区段～大井社区段

天港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粤锋 13729283987 大井社区段～牛田洋五号闸

鮀济河 鮀莲南支线 金平 区委常委 杨淑涛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赖厝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赖开涛 13642225130 打石宫闸～赖厝社区段

大场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坤永 13556330662 赖厝社区段～大场社区段

新隆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郭锡宏 13642205871 大场社区段～新隆社区段

胜隆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林玉微 13929671783 新隆社区段～胜隆社区段

莲美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灿东 13692080871 胜隆社区段～莲美社区段

莲光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文锋 18033273763 莲美社区段～莲光社区段

莲华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洪桐伟 13531158195 莲光社区段～莲华社区段

莲风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林若钦 13829634218 莲华社区段～军基路转角



河流（段）名称 岸别

区级河长 街道级河长 社区级河长

范围

区域 职务 姓名 街道 职务 姓名 社区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大港河 左岸 金平
区委常委

副区长

王晓洁

李佳峰

月浦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长昭

沟南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许燕武 13923516333 焦山桥～沟南社区段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沟南社区段～举登闸

鮀江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林泽峰

举登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蔡晓东 13428335599 举登角～举登社区段

金陇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林宋川 13531263453 举登社区段～金陇社区段

溪东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肖徽源 13715908822 金陇社区段～大学路段

红树湾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吴续亮 13417001868 大学路段～犁头标

安居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林培龙 15019722769 犁头标～西港河交汇处

大港河 右岸 金平
区委常委

副区长

王晓洁

李佳峰

月浦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长昭 沟南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许燕武 13923516333 焦山桥～沟南社区段

鮀江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林泽峰

山兜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黄克阳 15917923299 沟南社区段～山兜社区段

举登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蔡晓东 1328335599 山兜社区段～举登社区段

港美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陈湖海 13715910388 举登社区段～港美社区段

溪东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肖徽源 13715908822 蓬洲东社区段～溪东社区段

蓬洲东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翁锐川 13829686839 港美社区段～蓬洲东社区段

云露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陈瑞法 13553396396 溪东社区段～云露社区段

桥头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陈锐江 13502998688 云露社区段～桥头社区段

木坑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陈伟钊 13556456339 桥头社区段～木坑社区段

夏趾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瑞群 13433391228 木坑社区段～沙北排闸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玉井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瑶木 13715976993 沙北排闸～牛田洋转角

西港主排渠 金平 区委常委 谢阳

月浦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长昭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岐山二中闸～澄海路

岐山街道 街道党工委委员 林翠龙

西陇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袁胜武 13502937441 澄海路～西陇社区段

南楼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庄名广 13902745878 西陇社区段～金环西路

下岐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张喜松 13422491238 金环西路～大学路

光华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周凯斌

建华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汤贵贤 13592844425 新才路～九孔闸（右岸）



河流（段）名称 岸别

区级河长 街道级河长 社区级河长

范围

区域 职务 姓名 街道 职务 姓名 社区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西港主排渠 金平 区委常委 谢阳

光华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周凯斌

大学路上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陈锡良 18923922503 大学路～九孔闸（左岸）

东墩沟 金平 区委常委 江玩趸

广厦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汤隆泽

浮东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廷奕 13502961518 鸥汀三鸟市场后～浮东社区段

浮西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许宋龙 13502758597 浮东社区段～浮西社区段

金东街道 街道办事处主任 黄岳光 北墩社区 居委会主任 纪纯英 13502995305 浮西社区段～木材厂上闸



三、金平区街道级河流街道、社区级河长名单

河流（段）
名称

街道级河长 社区级河长

范围

街道 职务 姓名 社区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陇头关灌渠 岐山街道
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
陈嘉斌

陇头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陈泽宜 13923998829 陇头关水闸～陇头社区段

西陇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袁胜武 13502937441 陇头社区段～潮汕路

第一灌渠 岐山街道 街道党工委委员 郑伟奇

陇头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陈泽宜 13923998829 陇头关灌渠～陇头社区段

马西社区 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林哲铭 13501416360 陇头社区段～马西社区段

大路社区 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洪伟华 13715994079 马西社区段～大路社区段

寨头社区 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洪树锋 13809849885 大路社区段～寨头社区段

沟湖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许尚志 13556302898 寨头社区段～梅溪河

第二排渠 岐山街道
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
梁伟

西陇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袁胜武 13502937441 陇头关灌渠～西陇社区段

马西社区 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林哲铭 13501416360 西陇社区段～马西社区段

铁西排渠
（沟南围
沟）

月浦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长昭

湖头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陈奕丰 13827333508 潮汕路～山沟社区段

沟南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许燕武 13923516333 山沟社区段～大港河



河流（段）
名称

街道级河长 社区级河长

范围

街道 职务 姓名 社区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南畔山排洪 鮀江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林泽峰

沙埔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陈任贤 13750446476 叠金工业区～沙埔社区段

木坑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陈伟钊 13556456339 沙埔社区段～鮀济河

合办坑 鮀江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林泽峰

木坑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陈伟钊 13556456339 广以路～大学路

云露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陈瑞法 13553396396 大学路～鮀济河

南门支渠 鮀江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林泽峰

蓬洲南社区
蓬洲南社区党委书

记
陈旭明 13750402987 鮀济河～太平桥

蓬洲东社区
蓬洲东社区党委书

记
翁锐川 13829686839 太平桥～南门排水闸

沿河路排水
沟

鮀江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林泽峰

乐业社区
乐业社区党支部书

记
卢永亮 13829689888 金环西路～大学路

安居社区
安居社区党支部书

记
林培龙 15019722769 大学路～金凤西路

牛田洋7号排
沟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莲荣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候光霞 13670517108 四支石丁关～莲荣社区段

莲华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洪桐伟 13531158195 莲荣社区段～莲华社区段

莲风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林若钦 13829634218 莲华社区段～莲风社区段

莲光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文锋 18033273763 莲风社区段～莲光社区段

莲美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灿东 13692080871 莲光社区段～莲美社区段



河流（段）
名称

街道级河长 社区级河长

范围

街道 职务 姓名 社区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牛田洋7号排
沟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新辽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郑建周 13502951561 莲美社区段～新辽社区段

福岛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李德浩 13502754959
新辽社区段～牛田洋7号

闸

洪厝塭溪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莲光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文锋 18033273763 军基线～莲光社区段

莲美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灿东 13692080871 莲光社区段～莲美社区段

莲风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林若钦 13829634218 莲美社区段～莲风社区段

大场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坤永 13556330662 莲风社区段～二线堤

二塭下排沟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莲华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洪桐伟 13531158195 普四沟～莲华社区段

莲美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灿东 13692080871 莲华社区段～莲美社区段

莲光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文锋 18033273763 莲美社区段～三塭关闸

尾围排灌渠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新隆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郭锡宏 13642205871 鮀济河～新隆社区段

胜隆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林玉微 13929671783 新隆社区段～胜隆社区段

莲美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灿东 13692080871 胜隆社区段～二塭关

鮀济河西面
塭桥西段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莲风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林若钦 13829634218 军基线新桥～莲风社区段



河流（段）
名称

街道级河长 社区级河长

范围

街道 职务 姓名 社区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鮀济河西面
塭桥西段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莲荣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候光霞 13670517108 莲风社区段～莲荣社区段

新辽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郑建周 13502951561 莲荣社区段～打笼墩

普六片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莲光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文锋 18033273763 普四头～莲光社区段

莲风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林若钦 13829634218 莲光社区段～大关

老三塭下排
沟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莲风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林若钦 13829634218 大关～莲风社区段

莲华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洪桐伟 13531158195 莲风社区段～莲华社区段

莲荣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候光霞 13670517108 莲华社区段～莲荣社区段

福岛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李德浩 13502754959 莲荣社区段～国鑫路

东路坑 鮀莲街道 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树泽

莲荣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候光霞 13670517108 乌石桥～莲荣社区段

莲华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洪桐伟 13531158195 莲荣社区段～莲华社区段

莲美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灿东 13692080871 莲华社区段～莲美社区段

莲风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林若钦 13829634218 莲美社区段～军基路转角



四、金平区社区级河流河长名单
河流（段）名称 街道 社区 社区级河长职务 社区级河长姓名 联系电话 范围

明珠河沟渠 光华街道 建华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汤贵贤 13592844425 明珠路-西港主排渠

明珠园排沟 光华街道 建华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汤贵贤 13592844426 明珠路-西港主排渠

金港水利沟 金砂街道 金韩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林怡纯 13719939153 汕樟路～梅溪河分流段闸口

护堤路大窖池头 金砂街道 大窖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代志培 15017826888 护堤路～大窖老人活动中心

南楼排渠 岐山街道 下岐社区 下岐社区党委书记 张喜松 13422491238 潮汕路～西港主排渠

陇心路排沟 岐山街道 大路社区 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洪伟华 13715994079 第一灌渠～第二排渠

窖仔排水沟 岐山街道 下岐社区 下岐社区党委书记 张喜松 13422491238 护堤路～窖仔路尾

月浦厅前-沙坪排
水沟

月浦街道 月浦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青年路～后壁闸

月浦大排渠（大
港关灌渠）

月浦街道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大港关水闸～溪仔咀水闸

黄腾线排渠 月浦街道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潮汕路～西港主排渠

万丰关灌渠 月浦街道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谢宏林 13923980288 万丰关～潮汕路

共青围沟 月浦街道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东凤灌渠~潮汕路

月浦五片沟 月浦街道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大排渠～水厂后墙向右



河流（段）名称 街道 社区 社区级河长职务 社区级河长姓名 联系电话 范围

月浦谢厝围沟 月浦街道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大排渠～水厂后墙向左

龙洲沟 月浦街道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潮汕路～岐山二中闸

头片沟 月浦街道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大排渠～月华工业区

后港排渠 月浦街道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月浦体育场～后壁闸

二片沟（赤窖第
一灌渠）

月浦街道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大港关～月华工业区（美

联）

月浦第三排渠 月浦街道 月浦社区 社区党委会书记 佘维鹏 13076333035 潮汕路～头片沟

过水坑排水沟 鮀江街道 蓬洲北社区 蓬洲北社区党委书记 黄淑铧 13715901591 过水坑水库～鮀济河

围仔渠 鮀江街道 桥头社区 桥头社区党委书记 陈锐江 13502998688
桥头社区居委会前～大港河

围仔涵

桶盘沟 鮀莲街道 胜隆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记 林玉微 13929671783 中灌水沟～赖厝

东洲路东沟 鮀莲街道 赖厝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赖开涛 13642225130 灰窑前～狐狸墩

塭仔东西沟 鮀莲街道 赖厝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赖开涛 13642225130
双斗门～双抛涵～公所前～

草塭关

牛田洋2号排沟 鮀莲街道 玉井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瑶木 13715976993 二线堤～牛田洋2号闸

玉井主灌渠 鮀莲街道 玉井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瑶木 13715976993 玉港河～蓬中水闸

南畔主排沟 鮀莲街道 玉井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瑶木 13715976993 玉港河～南畔角水闸



河流（段）名称 街道 社区 社区级河长职务 社区级河长姓名 联系电话 范围

东头主排沟 鮀莲街道 玉井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瑶木 13715976993 新塭海头涵～老塭东二围

牛田洋6号排沟 鮀莲街道 大场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坤永 13556330662 二线堤～牛田洋6号闸

东洲进水沟 鮀莲街道 大场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坤永 13556330662 狐狸墩关～西洲路

西洲直排沟 鮀莲街道 大场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坤永 13556330662 西洲路～二围脚尾沟

北关排水沟 鮀莲街道 大场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坤永 13556330662 贩头～南关

二围排水沟 鮀莲街道 大场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坤永 13556330662 北关～南头

二围脚尾排沟 鮀莲街道 大场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坤永 13556330662 北关～牛田洋5号排沟

园下排沟 鮀莲街道 大场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坤永 13556330662 双抛涵～北关排水沟

抽水机沟 鮀莲街道 大场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坤永 13556330662 草田关～善堂前

二塭横进排沟 鮀莲街道 大场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坤永 13556330662 二塭关～鮀西

二塭直进排沟 鮀莲街道 大场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坤永 13556330662 二塭横进排沟～二线堤

脚尾沟 鮀莲街道 大井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汤瑞安 13085752092 13号闸～大塭排水闸

新沟 鮀莲街道 天港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粤锋 13729283987 肉联～港西路～新关仔涵

港西路沟 鮀莲街道 天港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粤锋 13729283987 鮀济河～新沟



河流（段）名称 街道 社区 社区级河长职务 社区级河长姓名 联系电话 范围

福岛排洪渠 鮀莲街道 福岛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李德浩 13502754959 鸡笼山～地都界

福岛新溪 鮀莲街道 福岛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李德浩 13502754959 妈宫前路～打笼墩

普七进排沟 鮀莲街道 莲荣社区 社区党总支书记 候光霞 13670517108 牛田洋七号排沟～地都界

溪嘴溪 鮀莲街道 莲光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文锋 18033273763 溪嘴～四支石丁关

老柑园排渠 鮀莲街道 莲华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洪桐伟 13531158195 老柑园～鮀济河

南美路旁直溪 鮀莲街道 莲美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灿东 13692080871 莲中街～鮀济河

德老塭排水沟 鮀莲街道 莲美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林灿东 13692080871 鮀济河～二塭关

引榕进水涧 东方街道 浔洄社区 社区书记 林汉清 13556338993 引榕进水闸～石尾塭

田脚尾渠 东方街道 浔洄社区 社区书记 林汉清 13556338993 穿河涵～赤石排水闸

赤石排渠 东方街道 浔洄社区 社区书记 林汉清 13556338993 赤石排水闸～鲑头排水闸

潮涧渠 东方街道 浔洄社区 社区书记 林汉清 13556338993 穿河涵闸～石尾排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