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 城 市 水 务 局
运水管函〔2020〕68 号

运城市水务局
关于公布全市小型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名单的

通 知

各县（市、区）水务（水利）局：

根据《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和市政府《关于加

强水库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运政办发〔2016〕18 号）要求，

请各县（市、区）将各自辖区内小型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名单在

当地媒体进行公布。

附件：2020 年运城市小型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名单

运城市水务局

2020 年 3 月 31 日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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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运城市小型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名单

序号 县别 水库名称
政府责任人 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 水库管理单位责任人 水库管理单位技术负责人 水库管护责任人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1

盐湖区

安邑水库 薛红阳 区政府副区长 王杰妮 水务局局长 岳梦斌 安邑水库管委会主任 王金鹏 工程师 文巧菊 13509799168

2 樊村水库 薛红阳 区政府副区长 王杰妮 水务局局长 岳梦斌 安邑水库管委会主任 王金鹏 工程师 陈胜军 13720998308

3 八一水库 薛红阳 区政府副区长 王杰妮 水务局局长 岳梦斌 安邑水库管委会主任 王金鹏 工程师 许进峰 13935930721

4 磨河水库 薛世鹏 东郭镇镇长 祁天狮 水务局副局长 杨立冬 磨河村主任 卫德功 东郭镇水管站站长 杨立冬 13834235427

5 西姚水库 石自勇 南城办主任 祁天狮 水务局副局长 黄永刚 西姚村主任 陈建波 南城办水管站站长 黄永刚 15603487385

6 义同水库 石自勇 南城办主任 祁天狮 水务局副局长 李高才 义同村主任 陈建波 南城办水管站站长 李高才 15392594928

7 曲村水库 武晓鹏 解州镇镇长 祁天狮 水务局副局长 耿永定 曲村村主任 李彦龙 解州镇水管站站长 耿永定 13935949469

8 五龙峪水库 武晓鹏 解州镇镇长 祁天狮 水务局副局长 王跃斌 五龙峪村主任 李彦龙 解州镇水管站站长 王跃斌 13935904847

9 白峪口水库 武晓鹏 解州镇镇长 祁天狮 水务局副局长 任建武 白峪口村主任 李彦龙 解州镇水管站站长 任建武 13038048313

10 王窑头水库 武晓鹏 解州镇镇长 祁天狮 水务局副局长 史跟明 史家坟村主任 李彦龙 解州镇水管站站长 史跟明 13934390914

11 柴家窑水库 高 峰 席张乡乡长 祁天狮 水务局副局长 柴文武 柴家窑村主任 杜 哲 席张乡水管站站长 柴文武 15536277151

12 永济市 龙王峪水库 卫 军 市政府副市长 姜 鹏 水利局副局长 罗 辉 粟海集团 冯君霞 水管站长 李明华 18635928579

13

芮城县

姚源水库 张 炜 县政府副县长 令狐启华 水利局局长 崔 哲 风陵渡镇镇长 邓学军 风陵渡镇水管站站长 常兴哲 15835937508

14 群英水库 张 炜 县政府副县长 令狐启华 水利局局长 刘 钊 陌南镇镇长 王新峰 陌南镇水管站站长 李天福 13834707410

15 东升水库 张 炜 县政府副县长 令狐启华 水利局局长 景 放 西陌镇镇长 杨乱业 西陌镇水管站站长 刘兆祥 15935587107

16 水峪水库 张 炜 县政府副县长 令狐启华 水利局局长 张 衡 学张乡乡长 赵会峰 学张乡水管站站长 孙伟生 13835916918

17 坑头水库 张 炜 县政府副县长 令狐启华 水利局局长 杨长胜 古魏镇镇长 祁新怀 古魏镇水管站站长 李碧朝 13546583351

18 义和水库 张 炜 县政府副县长 令狐启华 水利局局长 景 放 西陌镇镇长 杨乱业 西陌镇水管站站长 白大伟 13293865217

19 万荣县 张王水库 姚东杰 县政府副县长 解胜刚 水利局局长 张泽中 水管站站长 解晓斌 管理股股长 丁景玉 1323321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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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别 水库名称
政府责任人 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 水库管理单位责任人 水库管理单位技术负责人 水库管护责任人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20

新绛县

三泉水库 郝红霞 县政府副县长 卫国庭 水利局局长 郑临新

山西省禹门口水利工程

管理局禹门口东扩灌溉

管理分局局长

王永刚

山西省禹门口水利工程

管理局禹门口东扩灌溉

管理分局副局长

杨绍辉

南文涛

13835954650

15935938090

21 水西水库 郝红霞 县政府副县长 卫国庭 水利局局长 吴俊明 鼓水水利管理站站长 张青义 鼓水水利管理站副站长 王福胜 13935954221

22 桥西水库 郝红霞 县政府副县长 卫国庭 水利局局长 吴俊明 鼓水水利管理站站长 张青义 鼓水水利管理站副站长 张红云 13613439920

23 蔡村水库 郝红霞 县政府副县长 卫国庭 水利局局长 吴俊明 鼓水水利管理站站长 张青义 鼓水水利管理站副站长 赵文彦 13934393224

24 红叶泉水库 郝红霞 县政府副县长 卫国庭 水利局局长 连伟栋 横桥乡政府乡长 梁 玉 横桥乡水利管理站站长 梁 玉 13934393361

25
稷山县

晋家峪水库 翟廷伟 县政府副县长 任泽民 水利局局长 陈雪飞 晋家峪水库主任 卢春红 晋家峪水库副主任 宁风尔 13293992788

26 黄华峪水库 翟廷伟 县政府副县长 任泽民 水利局局长 任酉红 黄华峪水库主任 付金水 黄华峪水库副主任 付金水 15935571878

27

闻喜县

杨家园水库 李红民 县政府副县长 王红卫 水务局局长 张伟栋 杨家园水库管理员 刘志谦 杨家园水库工程师 刘志谦 18636355910

28 关村水库 李红民 县政府副县长 王红卫 水务局局长 孙少斌 关村水库管理员 孙少斌 关村水库管理员 贾卓庆 13934863576

29 小涧河水库 李红民 县政府副县长 王红卫 水务局局长 冯维杰 小涧河水库管理员 冯维杰 小涧河水库管理员 王晓宇 13835940896

30 三河口水库 李红民 县政府副县长 王红卫 水务局局长 魏 琨 三河口水库管理员 魏 琨 三河口水库管理员 程安生 13453384779

31 柏林水库 李红民 县政府副县长 王红卫 水务局局长 郭贝贝 柏林水库管理员 郭贝贝 柏林水库管理员 李冬珍 13363488880

32

夏县

白沙河水库 黄山石 县政府副县长 张 军 总经理助理 董晋红
水源管理部经理兼白沙

河水库管理站站长
杨三明 白沙河水库管理站副站长 朱根源 13152995995

33 红沙河水库 王云波 瑶峰镇镇长 杨朝辉 水利局副局长 范海年 瑶峰镇水管站站长 范海年 瑶峰镇水管站站长 范海年 18235936633

34 王峪口水库 张志荣 庙前镇镇长 杨朝辉 水利局副局长 张琳霞 王峪口水库主任 张琳霞 王峪口水库主任 介运东 13353480258

35 史家峪水库 张志荣 庙前镇镇长 杨朝辉 水利局副局长 杨爱国 史家峪水库主任 杨爱国 史家峪水库主任 杨爱国 13835885028

36 泗交水库 高 鹏 泗交镇镇长 杨朝辉 水利局副局长 郭成林 泗交水库主任 郭成林 泗交水库主任 白春浪 13103483578

37 崔家河水库 牛朝辉 埝掌镇镇长 杨朝辉 水利局副局长 卫文明 崔家河水库主任 卫文明 崔家河水库主任 张卿妮 1370359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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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别 水库名称
政府责任人 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 水库管理单位责任人 水库管理单位技术负责人 水库管护责任人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38 跃进水库 赵爱芳 南大里乡乡长 杨朝辉 水利局副局长 杨文红 跃进水库主任 杨文红 跃进水库主任 秦存浪 13613438906

39 温峪水库 高 鹏 泗交镇镇长 杨朝辉 水利局副局长 郭坤 温峪水库主任 郭坤 温峪水库主任 王文科 13834486076

40

绛县

里册峪水库 马 辉 县政府副县长 温全胜 水务局局长 原军强 槐泉灌区主任 李建军 槐泉灌区副主任 王和平 13453397883

41 水泛沟水库 马 辉 县政府副县长 温全胜 水务局局长 原军强 槐泉灌区主任 李建军 槐泉灌区副主任 张随根 13834370883

42 蛤蟆峪水库 马 辉 县政府副县长 温全胜 水务局局长 原军强 槐泉灌区主任 李建军 槐泉灌区副主任 关新廷 13734297486

43 南柳水库 马 辉 县政府副县长 温全胜 水务局局长 原军强 槐泉灌区主任 李建军 槐泉灌区副主任 余铁栓 13934870380

44 安峪沟水库 马 辉 县政府副县长 温全胜 水务局局长 原军强 槐泉灌区主任 李建军 槐泉灌区副主任 赵立刚 15035478048

45 陈村峪水库 马 辉 县政府副县长 温全胜 水务局局长 赵 辉 陈村灌区主任 史小青 支部书记副主任 王永炎 13994851559

46 紫家峪水库 马 辉 县政府副县长 温全胜 水务局局长 赵 辉 陈村灌区主任 史小青 支部书记副主任 党耀绩 13191297362

47 崔村水库 马 辉 县政府副县长 温全胜 水务局局长 常建军 涑水灌区主任 李清水 工程师 李德鹏 13103599599

48 北杨水库 马 辉 县政府副县长 温全胜 水务局局长 闫怀志 古绛镇镇长 王国璜 水管单位技术负责人 王永平 13753940394

49 巩村水库 马 辉 县政府副县长 温全胜 水务局局长 闫怀志 古绛镇镇长 王国璜 水管单位技术负责人 陈水龙 13111298068

50 张上水库 马 辉 县政府副县长 温全胜 水务局局长 侯龙龙 卫庄镇镇长 李 婷 水管单位技术负责人 李高升 13935982120

51 盖家沟水库 马 辉 县政府副县长 温全胜 水务局局长 常建军 抗旱服务队队长 谢晓敏 抗旱服务队副队长 任 勇 13834710806

52 大交水库 马 辉 县政府副县长 温全胜 水务局局长 赵文利 续鲁灌区负责人 王红秀 工程师 秦红年 13834952531

53 程景水库 马 辉 县政府副县长 温全胜 水务局局长 石国纲 范必扬水站主任 王 璞 工程师 王海龙 13467295759

54

垣曲县

塬河沟水库 张慧龙 华峰乡乡长 郭言民 水利局局长 庞革卫 后河灌区西塬管理站站长 闫新国 科员 庞革卫 15343591032

55 赵寨水库 王赵宾 英言乡乡长 郭言民 水利局局长 张海红 后河灌区西塬管理站副站长 闫新国 科员 张海红 13835979264

56 小北沟水库 张慧龙 华峰乡乡长 郭言民 水利局局长 庞革卫 后河灌区西塬管理站站长 闫新国 科员 张占波 13934095394

57 长涧水库 冯兵红 毛家湾镇镇长 郭言民 水利局局长 卜爱民 垣曲县毛家湾镇水管站站长 卜爱民 毛家湾镇水管站站长 崔根才 15934468574

58 上庄水库 车小选 古城镇镇长 郭言民 水利局局长 王红涛 垣曲县古城镇水管站站长 王红涛 古城镇水管站站长 靳瑞民 1583599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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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别 水库名称
政府责任人 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 水库管理单位责任人 水库管理单位技术负责人 水库管护责任人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59

平陆县

安沟水库 崔东鹏 洪池乡乡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穆云峰 洪池水管站站长 裴大治 洪池水管站水利员 赵增应 15935597024

60 坑底水库 崔东鹏 洪池乡乡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穆云峰 洪池水管站站长 张百师 洪池水管站水利员 裴有业 13935994811

61 油坊沟水库 赵选停 常乐镇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赵甲午 常乐水管站站长 赵甲午 常乐水管站站长 范省节 15534875849

62 幸福水库 石定科 常乐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赵甲午 常乐水管站站长 赵甲午 常乐水管站站长 范省节 15534875849

63 邵沟水库 刘晓娜 常乐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赵甲午 常乐水管站站长 范省节 常乐水管站水利员 范省节 15534875849

64 后村水库 成 林 常乐镇副书记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杨海军 常乐后村村长 范省节 常乐水管站水利员 杨海军 13466907774

65 西候水库 康战国 常乐镇宣传委员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杨拴劳 常乐西侯村村长 王荣国 常乐水管站水利员 杨拴劳 15534812780

66 当庄水库 何永臣 常乐镇武装部部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赵甲午 常乐水管站站长 范省节 常乐水管站水利员 赵占奎 13835981300

67 陆坡水库 郭永星 常乐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赵甲午 常乐水管站站长 范省节 常乐水管站水利员 赵占奎 13835981300

68 郭山东水库 裴俊岩 张村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贾俊平 张村水管站站长 陈建科 张村水管站水利员 赵天生 15135062824

69 郭山西水库 裴俊岩 张村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贾俊平 张村水管站站长 陈建科 张村水管站水利员 赵天生 15135062824

70 韩村水库 员盼婕 张村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贾俊平 张村水管站站长 贾俊平 张村水管站站长 仝安荣 13467267681

71 新村水库 王 磊 张村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王建平 张村新村村长 贾俊平 张村水管站站长 毛万文 13994881637

72 柳沟水库 路军玲 杜马乡乡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贾奎胜 杜马水管站站长 贾奎胜 杜马水管站站长 陈邦牢 18735657556

73 鸡湾水库 魏国军 杜马乡副乡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贾奎胜 杜马水管站站长 贾奎胜 杜马水管站站长 魏国军 13613593473

74 向东水库 谭红学 杜马乡副乡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张海军 杜马向东村村长 贾奎胜 杜马水管站站长 张海军 13835946507

75 下牛水库 宋俊红 部官乡武装部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赵 源 部官下牛村村长 陈晓霞 部官水管站水利员 史淑艳 17835345625

76 范庄水库 唐玉平 部官乡副乡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张 武 部官水管站站长 段文喜 部官水管站水利员 郭建喜 13934890035

77 郑沟水库 宋克方 部官乡常务副乡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张 武 部官水管站站长 张 武 部官水管站站长 马章管 1399487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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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平陆县

刘家沟水库 窦晓军 圣人涧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裴永超 圣人涧水管站站长 张聪兰 部官水管站水利员 李克敏 13453361411

79 西沟水库 梁锋伟 圣人涧镇武装部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裴永超 圣人涧水管站站长 裴永超 圣人涧镇水管站站长 柴永军 13509795407

80 计王水库 尹朝霞 圣人涧镇党委委员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裴永超 圣人涧水管站站长 裴永超 圣人涧镇水管站站长 卫建设 13835965152

81 王沟水库 梁锋伟 圣人涧镇武装部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张 武 抗旱服务队队长 张 武 抗旱服务队队长 慎平安 13934871940

82 红旗一库 赵战伟 圣人涧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闫永忠 红旗灌区主任 焦庆智 红旗灌区工程师 张春生 13103592838

83 红旗二库 赵战伟 圣人涧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闫永忠 红旗灌区主任 焦庆智 红旗灌区工程师 张占武 15534802011

84 城西水库 王文明 圣人涧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闫永忠 红旗灌区主任 闫永忠 红旗灌区副主任 郭宗治 15903480359

85 大河庙水库 成学斌 圣人涧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曹金生 大河庙灌区主任 曹金生 大河庙灌区主任 李小龙 15035042036

86 关道河水库 王文明 圣人涧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曹金生 大河庙灌区主任 李建锁 大河庙灌区副主任 马百成 15235932049

87 尧店水库 王文明 圣人涧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曹金生 大河庙灌区主任 潘 盼 大河庙灌区副主任 令狐永安 13467213441

88 南窑头水库 荆季升 张店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王省宏 张店水管站站长 王省宏 张店水管站站长 王全心 15603599738

89 陈张水库 张铁项 张店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张丰刚 张店陈张村村长 王引亮 张店水管站水利员 张丰刚 13935958611

90 西牛水库 冯红军 张店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王引录 张店西牛村村长 马兆祥 张店水管站水利员 王引录 13134691166

91 马沟水库 李利芳 张店镇武装部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王省宏 张店水管站站长 裴明星 张店水管站水利员 尚建稳 13835875335

92 禹三水库 刘志军 三门镇武装部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邓新功 三门水管站站长 邓新功 张村水管站站长 毛麦计 13934890480

93 将勿水库 石 欣 三门镇副镇长 毛锐龙 水利局局长 杨建议 三门将勿村村长 陆行斌 张村水管站水利员 苏正院 15034554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