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质灾害监测与防灾管理责任表
序号 水库（水电站）名称 所在乡镇 安全管理员 技术责任人 直接责任人
77 梨园岭水库 浮梁镇 刘灵高 余顺发 王立平
78 西源坞水库 浮梁镇 程祖干 程建辉
79 横塘坞水库 浮梁镇 吴海生 李美玲
80 冷水坞水库 浮梁镇 盛吉才 许雷平
81 曹冲坞水库 寿安镇 项瑞灿 宁水林 胡金福
82 陈冲坞水库 寿安镇 胡金福 宁水林 项瑞富
83 庄冲坞水库 寿安镇 程尚东 程尚东
84 大坞里水库 寿安镇 程金华
85 对家坞水库 寿安镇 宁仁成 江安全
86 直坞水库 寿安镇 万冬平
87 葛坞水库 寿安镇 戴春根 王细华
88 杨家水库 寿安镇 戴国胜 戴长东
89 芦家坞水库 寿安镇 胡长华 宁富仔
90 叶家湾水库 寿安镇 宁富仔 胡长华
91 张家坞水库 寿安镇 戴有文 胡剑锋
92 大坞水库 寿安镇 宁仁根 宁高仔
93 胡家岭水库 寿安镇 乐绍芳 王开良
94 直坞水库 湘湖镇 张爱国 方跃平 徐文平
95 水井坞水库 湘湖镇 徐文平 徐文平
96 丝毛冲水库 湘湖镇 余军凤 徐文平
97 吴冲坞水库 湘湖镇 冯双洋 徐文平
98 观树坞水库 湘湖镇 杨家发 戴 利
99 塘村坞水库 湘湖镇 甘志新 戴 利
100 刘家坞水库 湘湖镇 徐 良 徐 良
101 杮树坞水库 湘湖镇 李凤其 李凤其
102 铁匠坞水库 湘湖镇 周云龙 方跃平 王丽丽
103 蛟岭坞水库 湘湖镇 王丽丽
104 枣榔坞水库 湘湖镇 胡铭华
105 施家坞水库 湘湖镇 赵志光
106 银岗山水库 湘湖镇 汪跃英
107 白洋冲水库 湘湖镇 姚大明
108 考家坞水库 湘湖镇 徐 广 丰玉晖 徐柳斌
109 石桥坞水库 湘湖镇 董 昊 董 昊
110 彭家蓬水库 湘湖镇 饶品祥 丰华荣
111 长丰水库 湘湖镇 洪水发 李金忠
112 大坞水库 湘湖镇 李金忠 李金忠
113 大寿坞水库 湘湖镇 王春平 王春平
114 葛家园水库 湘湖镇 董建胜 钱火金
115 焦坑坞水库 湘湖镇 蒋国林 刘根华
116 小麦坞水库 湘湖镇 孔德峰 孔德峰
117 南门坞水库 湘湖镇 冯胜辉
118 牛喉咙水库 湘湖镇 万 辉 谭柳根
119 吴家坞水库 湘湖镇 徐林才 占明军
120 马泥塘水库 湘湖镇 张东发 刘文华
121 高背坞水库 湘湖镇 李镇兴 丰玉晖 吴成宏
122 龚村坞水库 王港乡 李志华 徐忠斌 王富新
123 姚家坞水库 王港乡 邱和平
124 炉坞水库 王港乡 李勇军
125 东坞水库 王港乡 陈传钰
126 金山水库 王港乡 张永义
127 杨西坞水库 王港乡 汪 洁
128 金山坞水库 王港乡 程和荣
129 水坑坞水库 臧湾乡 章会生 董晓光 徐荣生
130 梁家坞水库 臧湾乡 臧中泽 吕告钦
131 杨乐桥水库 臧湾乡 奚金平 彭少林
132 丁家源水库 臧湾乡 奚金平 彭少林
133 余家垅水库 臧湾乡 李国华 吴秀芬
134 洪家桥水库 鹅湖镇 方福升 苏茂开 黄后明
135 牛屎弄水库 鹅湖镇 潘新军 潘新军
136 张家山水库 鹅湖镇 潘旭峰
137 桐源水库 鹅湖镇 余河生 邓小金
138 茶培山水库 鹅湖镇 汪齐生 戴旺林
139 船仓里水库 鹅湖镇 陈森华 陈森华
140 石王碑坞水库 鹅湖镇 郑前林 郑冬旺
141 梅岭水库 瑶里镇 胡瑶平 詹鹏飞 童中庆
142 蛤蟆坞水库 瑶里镇 方秋元 詹鹏飞 童中庆
143 莲塘坞水库 瑶里镇 汪青松
144 石溪水电站 勒功乡 余献礼 冯根德 叶 尹
145 中洲水电站 江村乡 程来发 董排先 程平元
146 大洲水电站 黄坛乡 吴树文 王勇怀 陈水才
147 东港桥水电站" 浮梁镇 张申更 余顺发 王军荣
148 渭水水电站 王港乡 俞长寿 徐忠斌 王富新
149 长潭水电站 鹅湖镇 黄政伟 苏茂开 周永生
150 梅岭水电站 瑶里镇 王茂华 詹鹏飞 童中庆
151 白石塔水电站 瑶里镇 黄进溪
152 三墩水电站 瑶里镇 王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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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责任意识 接受社会监督
为严格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及安全责任制，依照《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我县确定了小(一)型、小(二)型水库和重点地质

灾害防御乡镇的防汛及安全责任人，现予以公布。
浮梁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

二○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浮梁县小（一）型水库（水电站）防汛责任人名单
序号 水库（水电站）名称 所在乡镇 安全管理员 防汛及安全行政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 直接责任人
1 程家山水库 经公桥镇 程才生 汪文虎 计满清 计钳钟

计新国
2 方坑水库 蛟潭镇 阮民选 张瑶良 朱金生 胡里发

李京华
3 盘溪水库 三龙镇 何 胜 李 彬 方进恩 汪玮华

方桂圣
4 占冲水库 三龙镇 胡剑文 黄城坚

董伟华
5 西冲水库 洪源镇 胡忠贤 李 炜 陈海华 石华盛

凌念兴
6 白菜园水库 寿安镇 万江红 余松贵 宁水林 范庆华

杨长金
7 山田坞水库 寿安镇 宁永根 余松贵

宁水林
8 大坞水库 湘湖镇 李前进 施春民 方跃平 王木河

丰玉晖
9 马源坞水库 王港乡 邱 峰 吴晓娟 徐忠斌 王富新

管晓成
10 大背坞水库 臧湾乡 程礼民 宋长清 董晓光 鲍志水

郑爱兴
11 锦溪水库 鹅湖镇 冯国安 周财生 朱水生 程国仁

占军平
12 小麦坞水库 鹅湖镇 张春涛 胡江勇 陈锋华

余连开
13 虎形水库 鹅湖镇 李美成 程国仁 苏茂开

许国建
14 樟树坑水电站 浮梁镇 徐春富 徐功勤 方景龙 查显春

地质灾害监测与防灾管理责任表
责任区 地质灾害类型 责任单位 责任人 职位 技术负责

寿安镇 崩塌（岸）、滑坡、地面塌陷 寿安镇政府 余松贵 镇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湘湖镇 崩塌（岸）、滑坡、地面塌陷 湘湖镇政府 施春民 镇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鹅湖镇 崩塌、滑坡 鹅湖镇政府 程国仁 镇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瑶里镇 崩塌、滑坡 瑶里镇政府 王 辉 镇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经公桥镇 崩塌、滑坡 经公桥镇政府 汪文虎 镇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蛟潭镇 崩塌、滑坡 蛟潭镇政府 张瑶良 镇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洪源镇 崩塌、滑坡 洪源镇政府 李 炜 镇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浮梁镇 崩塌、滑坡 浮梁镇政府 李院生 镇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龙镇 崩塌、滑坡 三龙镇政府 李 彬 镇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峙滩镇 崩塌、滑坡 峙滩镇政府 江伟宏 镇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黄坛乡 崩塌、滑坡、泥石流 黄坛乡政府 黄 城 乡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西湖乡 崩塌、滑坡、泥石流 西湖乡政府 朱纯姿 乡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江村乡 崩塌、滑坡、泥石流 江村乡政府 朱学良 乡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臧湾乡 崩塌、滑坡 臧湾乡政府 宋长清 乡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王港乡 崩塌、滑坡 王港乡政府 吴晓娟 乡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勒功乡 崩塌、滑坡 勒功乡政府 朱新安 乡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兴田乡 崩塌、滑坡 兴田乡政府 刘 影 乡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浮梁县小（一）型水库（水电站）防汛责任人名单
序号 水库（水电站）名称 所在乡镇 安全管理员 防汛及安全行政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 直接责任人
1 大塘里水库 勒功乡 付阳春 胡海珍 冯根德 叶 尹
2 力村坞水库 勒功乡 叶长青 高波涛 冯根德 叶 尹
3 竹窠里水库 西湖乡 苏根灿 朱燕杰 汪建国 董胜田
4 企石根水库 西湖乡 汪花容 徐卫星
5 窄坑水库 西湖乡 陈胜民 曹向阳
6 柏树下水库 西湖乡 汪兴田 汪丰田
7 黄坑水库 西湖乡 刘新群 徐 芹 王新明
8 梅田坞水库 江村乡 朱初生 路 媛 董排先 程平元
9 左家水库 江村乡 朱茂昌 程平元
10 洪家源水库 江村乡 朱光群
11 西坑水库 江村乡 郑乡文 朱学良
12 东坑水库 江村乡 郑忠庆 张何树
13 王家水库 江村乡 朱端盛 郑国开
14 小姑坑内库水库 江村乡 郑泽群 董排先
15 小姑坑外库水库 江村乡 聂文清 金 涛
16 柴家岭水库 江村乡 汪义彬 王恩华
17 冯家水库 经公桥镇 汪跃平 郑绍华 计满清 计钳钟
18 大坞里水库 经公桥镇 吴和平 朱华明
19 青山源水库 经公桥镇 王学良 汪智美
20 江家水库 经公桥镇 张满清 施小玲
21 石牛田水库 经公桥镇 吴国水 计培金
22 葛藤坞水库 经公桥镇 吴青文 张德金 计满清 计钳钟
23 樟树岭水库 经公桥镇 吴根才 张经元
24 横培岭水库 经公桥镇 施春年 夏辉祥
25 北辰坑水库 经公桥镇 朱端民 黄 涛
26 刘家水库 经公桥镇 刘高明 夏辉祥
27 花生里水库 经公桥镇 金卫斌 吴凯琳
28 海龙安水库 经公桥镇 郑建新 汪新平
29 绕子巷水库 经公桥镇 郑长寿 杨 波
30 张家水库 经公桥镇 张义金 计满清
31 官桥水库 经公桥镇 李景光 计新国
32 花庙水库 经公桥镇 汪民庆 刘学军
33 枫树坞水库 经公桥镇 施红乐 刘学军
34 大坑里水库 经公桥镇 吴永根 汪文虎
35 大元坞水库 兴田乡 司有顺 陈春才 陈小久 刘 影
36 赵家水库 兴田乡 赵秋善 金德胜
37 大茅山水库 峙滩镇 张松升 程源生 金炎桂 范响锋
38 曹家源水库 峙滩镇 吴秋发 江永华
39 俞林水库 峙滩镇 张仁才 宁春斌
40 张坑水库 峙滩镇 章宏明 余昌盛
41 双河水库 峙滩镇 陈祥福 章 杰
42 银坑水库 峙滩镇 李德平 程子挺 金炎桂 范响锋
43 上游水库 蛟潭镇 鲍凤祥 刘进寿 朱金生 王 玮
44 枥槐坞水库 蛟潭镇 吴忠胜 余 锴 周 军
45 黄家源水库 蛟潭镇 李荣军 谢华斌 徐洁文
46 潘村水库 蛟潭镇 潘起清 吕雪春 陈振华
47 西坑坞水库 蛟潭镇 鲍林水 陆朝辉 计王伟
48 大坑水库 黄坛乡 洪文忠 黄 城 王勇怀 张悦民
49 杨洲坞水库 黄坛乡 臧捌斤 于业冲
50 徐家坞水库 黄坛乡 徐金荣 钱小平
51 梅竹坑水库 黄坛乡 万贤林 邬世亮
52 周家坞水库 黄坛乡 扶炳堂 周龙云

周秋萍
53 内小坞水库 黄坛乡 操中朝 廖志毅
54 陈 家水库 三龙镇 陈宝生 金晓明 方进恩 汪克强
55 凰 峰水库 三龙镇 李文通 段美华 曹理华
56 白虎庙水库 三龙镇 王四毛 余世隆 洪武通
57 江家山水库 三龙镇 范冬明 王崇发 林新斌
58 王来园水库 三龙镇 陈幸福 杨祖红
59 南泥坞 三龙镇 曹国红 张春华
60 叶家山水库 三龙镇 林国顺 王文辉
61 林 冲水库 洪源镇 曹福保 章双彪 陈海华 石华盛
62 黄泥坝水库 洪源镇 方 亮 占文俊 陈海华 石华盛
63 范家墩水库 洪源镇 李美凤 胡超君
64 大垅里水库 洪源镇 邹智英 石华盛
65 排家垅水库 洪源镇 方志明 方水旺
66 邮司水库 洪源镇 江秋旺 胡淑萍
67 黄狮坞水库 洪源镇 曾兴光 吕竹英
68 乔麦湾水库 洪源镇 赵尊明 汪洪贵
69 后山垅水库 洪源镇 江民设 邹海明
70 金家垅水库 洪源镇 吴金水 汪文华
71 叶家坞水库 浮梁镇 许世金 郑 炜 余顺发 周发强
72 塘村坞水库 浮梁镇
73 牛山坞水库 浮梁镇 范红义 李志红 吴 彬
74 奄堂坞水库 浮梁镇 吴荣贵
75 涌坝水库 浮梁镇 王冬生 冯慧枝 马少荣
76 双板桥水库 浮梁镇 汪松龄 张丽芳 彭立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