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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乐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关于 2022 年全市防汛抗旱和防洪重点责任人

名单的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

例》和国家防总关于《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首长防汛抗旱工作

职责》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为全面做好 2022 年防汛抗

旱工作，确保安全度汛，现将县级防汛抗旱责任人、主要江河、

重点水库水电站、重点防洪城镇、重点山洪灾害危险区防汛责任

人予以公示。

各级防汛抗旱责任人要切实履行防汛抗旱职责，及时上岗到

位，切实履职尽责，督促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同时，各地要结合实际，逐级逐部门落实防汛抗旱责

任人，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乐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2022 年 4 月 25 日



— 3 —

乐山市各县（市、区）2022 年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

县（市、区） 行政责任人 职务

市中区 舒东平 区长

五通桥 魏阳东 区长

沙湾区 汪秀丽 区长

金口河区 安沛然 代理区长

峨眉山市 陈林强 市长

犍为县 孙廷鹏 县长

夹江县 张毅 代理县长

井研县 陈剑波 县长

沐川县 赵星 县长

峨边彝族自治县 陈玉秀 县长

马边彝族自治县 鲁子军林 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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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在建大、中型水电站防汛责任人

县（市、区） 水库名称
县级行政责任人 技术负责人 巡查负责人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犍为县

岷江航电

犍为枢纽

工程

杨谦 副县长 彭福金

四川岷江港

航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犍为分公司

生产技术部

经理

罗显

明

四川岷江港航

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犍为分

公司运维部经

理

孙宇

四川岷江港航

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犍为分

公司质安部经

理

犍为县

岷江航电

龙溪口枢

纽工程

杨谦 副县长 陈明春

四川岷江港

航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龙溪口分公

司工程部经

理

刑小

军

四川岷江港航

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龙溪口

分公司质安部

经理

沐川县 袁民耀 副县长 陈明春

四川岷江港

航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龙溪口分公

司工程部经

理

邢小

军

四川岷江港航

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龙溪口

分公司质安部

经理

沙坪电站

一级

金口河区 谭超 副区长 朱忠平 副总经理
王文

涛
总经理

峨边彝族

自治区
陈果 副县长 朱忠平 副总经理

王文

涛
总经理

枕头坝二

级
金口河区 谭超 副区长 朱忠平 副总经理

王文

涛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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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 2022 年主要江河防汛行政责任人

河流名称 县（市、区）
县级行政责任人

姓名 职 务

岷 江

市中区 肖兴军 区政协主席

五通桥 朱文全 副区长

犍为县 杨谦 副县长

青衣江
市中区 郑凯 副区长

夹江县 薛怀军 副县长

大渡河

市中区 刘华东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沙湾区 李诚宇 副区长

金口河 谭超 副区长

峨边彝族自治县 陈玉秀 县长

沐川县 周威洋 县总工会主席

竹公溪 市中区 杨健勇 副区长

马边河

马边彝族自治县 立克浩茂 副县长

沐川县 赵星 县长

犍为县 杨谦 副县长

龙溪河
沐川县 贾东 常务副县长

犍为县 杨谦 副县长

泥溪河
市中区 朱丹 副区长

井研县 谢建平 副县长

磨池河

市中区 刘斌 区统战部部长

五通桥区 朱文全 副区长

井研县 谢建平 副县长

沐溪河
沐川县 伍刚 副县长

犍为县 杨谦 副县长

峨眉河
峨眉山市 童登俊 副市长

市中区 刘志强 副区长

临江河 峨眉山市 童登俊 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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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 杨鹄 区组织部部长

茫溪河
井研县 谢建平 副县长

五通桥 朱文全 副区长

沫溪河
沙湾区 李诚宇 副区长

五通桥区 朱文全 副区长

金牛河 夹江县 薛怀军 副县长

官料河 峨边彝族自治县 陈玉秀 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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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 2022 年大、中型水电站防汛行政责任人

水电站名称
县级行政责任人

县（市、区） 姓名 职 务

龚嘴电站 沙湾区 干世伦 副区长

铜街子电站 沙湾区 干世伦 副区长

安谷电站
沙湾区 干世伦 副区长

市中区 王维东 副区长

沙湾电站 沙湾区 干世伦 副区长

沙坪电站一级
金口河区 谭超 副区长

峨边彝族自治县 陈果 副县长

沙坪电站二级
金口河区 谭超 副区长

峨边彝族自治县 陈果 副县长

枕头坝电站 金口河区 谭超 副区长

枕头坝电站二级 金口河区 谭超 副区长

官帽舟电站 马边彝族自治县 立克浩茂 副县长

火谷电站
沐川县 伍刚 副县长

马边彝族自治县 立克浩茂 副县长

毛滩电站 夹江县 薛怀军 副县长

千佛岩电站 夹江县 薛怀军 副县长

舟坝电站 沐川县 伍刚 副县长

黄丹电站 沐川县 伍刚 副县长

坛罐窑电站 犍为县 杨谦 副县长

岷江航电犍为枢纽 犍为县 杨谦 副县长

岷江航电龙溪口枢纽
犍为县 杨谦 副县长

沐川县 袁民耀 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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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 2022 年重要城镇防汛行政责任人

县（市、区） 城镇名称 姓名 职务

市中区 中心城区 舒东平 区长

五通桥区 县城区 唐国臣 常务副区长

沙湾区 县城区 罗桥 副区长

金口河区 县城区 谭超 副区长

峨眉山市 县城区 刘健 副市长

犍为县 县城区 杨谦 副县长

井研县 县城区 谢建平 副县长

夹江县 县城区 刘勇 副县长

沐川县 县城区 伍刚 副县长

峨边彝族自治县 县城区 陈果 副县长

马边彝族自治县 县城区 秦长均 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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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 2022 年山洪灾害危险区（受威胁人口 2000 人以上）防汛责任人

县（市、区） 山洪沟名称 危险区名称 受威胁人口（人）

行政责任人 监测巡查责任人 预警转移责任人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五通桥区 岷江河心洲坝 汤家坝村 2126 朱文全 副区长 张琼 村民 张琼 村民

峨眉山市 城区白龙社区段 城区白龙社区段 4000 任巍 副市长 周玉梅 白龙社区书记 周玉梅 白龙社区书记

峨眉山市 径山社区 符溪镇 2539 陈林强 市长 徐兵 社区副主任 徐兵 社区副主任

犍为县 岷江 县城 12000 杨谦 副县长 陈忠华 社区书记 牟成洪 社区副主任

犍为县 马边河 建新社区中河街、交通街 4672 杨谦 副县长 李强 社区书记 廖立华 社区副主任

犍为县 岷江 石马村 1.2.3.4.5.6 组 3500 杨谦 副县长 窦洪林 村支部书记 袁波 纪检小组长

沐川县 沐卷河（雷打石）,沐溪河（三溪村） 农场坝社区 6000 伍刚 副县长 王世宣 社区主任 罗天鑫 社区党组副书记

沐川县

虎溪河（胜利村）,沐卷河（雷打石）,

沐溪河(向天坝社区）

向天坝社区 5560 伍刚 副县长 洪小平 社区主任 李莉 社区党组副书记

沐川县 沐卷河（雷打石）,沐溪河(梨园社区） 三观楼社区 7000 伍刚 副县长 陈朝金 社区主任 陈富贵 社区党组副书记

马边彝族自治县 西街子沟 民建镇张坝社区 2643 文岚 县委副书记 袁遵敏 副书记 袁遵敏 副书记

马边彝族自治县 鄢家沟 民建镇城南社区 2 3427 文岚 县委副书记 张世福 社区治理专干 张世福 社区治理专干

马边彝族自治县 西街子沟 民建镇西城村 3,4 组危险区 3531 文岚 县委副书记 施伟 副主任 施伟 副主任

马边彝族自治县
马脑沟 民主镇 2153 魏辉文 县委副书记 刘雨庆 副主任 刘雨庆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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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 2022 年江心岛（岸边坝）防汛责任人

县（市、区） 所在乡镇 江心岛名称
行政责任人 监测巡查责任人 预警转移责任人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市中区 大佛街道 王坝子 杨鹄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黄军 青衣坝村副主任

余江 1 队队长

王成益 2 队队长

王成富 3 队队长

杜开林 4 队队长

市中区 牟子镇 黄中坝
向珂 区委副书记

祝园府 菜利村副主任 何长洪 菜利村 1 组组长
郭玉玲 区政协副主席

市中区 牟子镇 江子浩
向珂 区委副书记

王建 槐子村副主任 帅月强 槐子村 1 组组长
郭玉玲 区政协副主席

市中区 牟子镇 古儿坝
向珂 区委副书记

张勇 苏坪村副书记 曾长荣 苏坪村 11组组长
郭玉玲 区政协副主席

市中区 悦来镇 大河坝 朱丹 区政府副区长 李月兵 村民代表 张建平 村书记

市中区 通江街道 宋中坝 汪勇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徐芳 敖坝社区 11 组组长 罗建军 敖坝社区副主任

市中区 大佛街道 大佛坝 杨鹄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黄庆 大佛坝村党支部书记 黄庆 大佛坝村党支部书记

五通桥区 金粟镇 双漩坝 朱文全 副区长 杨学峰 副主任 孙朝俊 专干

五通桥区 牛华镇 汤家坝 朱文全 副区长 罗英 村民 罗英 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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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为县 孝姑镇 八一坝 彭波 常务副县长 刘昌和 组长 李明高 村书记

犍为县 铁炉镇 五一坝 黄宗高 统战部部长 徐胜 村纪检委员 徐胜 村纪检委员

犍为县 舞雩镇 石马坝 张林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窦洪林 村支部书记 袁波 纪检小组长

犍为县 清溪镇 康家坝 程青 副县级干部 古传麟 副书记 蔡小红 村书记

犍为县 石溪镇 河西坝 李向红 宣传部部长 邹承智 村支部书记 黄春天 村副书记

犍为县 石溪镇 前丰坝 罗勇 副县长 罗素英 脱贫贫困户 罗素英 脱贫贫困户

犍为县 玉津镇 虎吼坝 杨谦 副县长 谢洪彬 村书记 李海荣 村副书记

犍为县 玉津镇
河朱社区（河口）

郑建英 县委副书记 何安明 村副主任 万德宇 副书记
机场村

夹江县 木城镇 丁字岛 薛怀军 副县长 代娟 社区副书记 夏俊生 社区副书记

夹江县 木城镇 群星岛 薛怀军 副县长 周艳萍 社长 代伟 村委委员

夹江县 新场镇 朱坝岛 薛怀军 副县长 李进 村副书记 余洪明 村委委员

高新区 安谷镇 老江坝 王晓锋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熊泽华 村书记 熊泽华 村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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