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城市县级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三个责任”公示表

县（市、
区）

地方人民政府主体责任 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监管责任

责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责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运城市 13 13

盐湖区 彭梦森 区长 18503591001 马永胜 局长 18035945555

永济市 麻亚龙 副市长 15035062222 冯杰 局长 13903486784

芮城县 张琳 副县长 18635967288 令狐启华 局长 13643654988

临猗县 靳国全 县长 13935998881 谢云飞 局长 15735920999

万荣县 王飞 县长 13935161488 解胜刚 局长 13994992116

新绛县 贾龙龙 副县长 18434488273 王玉 局长 15035992999

稷山县 翟廷伟 副县长 13935942318 赵鹏 局长 13935931568

河津市 房武斌 副市长 13935948333 董卫红 局长 13353482099

闻喜县 徐刘建 副县长 13834108866 王红卫 局长 13734291299

夏县 臧孟义 副县长 18935097206 韩俊峰 局长 15203481588

绛县 王大风 副县长 13293862999 柴海东 局长 18734183038

平陆县 张华峰 副县长 13834399581 毛锐龙 局长 13834398767

垣曲县 张广斌 副县长 13703591198 郭言民 局长 13935981169 

备注：运城市千吨万人规模以上农村集中供水工程运行管护情况见附件。



附件：

运城市千吨万人规模以上农村集中供水工程运行管护情况

县（市、
区）

工程概况 供水单位运行管理负责人

工程名称 运行管理单位 供水服务电话 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盐湖区

城乡一体化集中供水工程

运城银龙水务有限公司 2120770 杨志杰 总经理 13935938686

解州砷病改水集中供水工程

王范集中供水工程

东底集中供水工程

北城北扩集中供水工程

东郭集中供水工程

永济市

永济市城市自来水公司
永济城市自来水公司

8022263
孙彦丰 总经理 18434917666

郭李集中供水工程 18434917666

韩阳集中供水工程 韩阳集中供水站 13834723555 张新峰 站长 13096514222

风柏峪集中供水工程 风柏峪集中供水站 13934101822 李鑫华 站长 13934101822

芮城县

陌南集中供水 陌南集中供水站 13935947648 陈胜利 管水员 13935947648



芮城县
刘堡氟改集中供水 刘堡氟改集中供水站 13753961114 马宗亮 管水员 13753961114

西沿河集中供水 西沿河集中供水站 15935592219 梁彦昌 负责人 15935592219

阳城集中供水 阳城集中供水站 13753941080 吴芙蓉 负责人 13753941080

临猗县 供水一体化工程 北京首创临猗分公司 03594023158 李   峰 总经理 15235920022

万荣县

里望集中供水

万荣县水利发展中心

13383593911

汪    勇 主任 133935917777

荣河集中供水 13934371615

城东集中供水 13935926473

高村集中供水 13994979453

通化集中供水 13383593911

西范集中供水
山西黄河禹门口水务集团

西范灌溉管理分公司
13466995988 李中民 负责人 13834399166

新绛县

新绛县城市自来水农村管网
延伸工程

新绛县绛之泉城乡供水有
限公司

13703594445 李麟 副经理 13703594445

店头集中供水工程 博海供水公司 13603590065 文俊龙 经理 13603590065

南李集中供水工程 中霖供水公司 13753992211 黄江鹏 经理 13753992211

万安集中供水工程 天润供水有限公司 13903593235 行许森 负责人 13903593235

泽掌集中供水工程 万泉供水有限公司 13503595920 卫英民 经理 13503595920

刘峪集中供水工程 阳王水管站 13994972068 段小亲 负责人 13994972068



新绛县

横桥集中供水工程 横桥乡人民政府 13467250966 王启明 负责人 13467250966

稷山县

化下供水工程 化下供水工程管理站 15903483111 杨泽军 站长 18335925339

西位供水工程 西位供水工程管理站 13935955785 宁林成 负责人 13935955785

蔡东供水工程 蔡东供水工程管理站 13935901569 任石元 负责人 13935901569

西高供水工程 西高供水工程管理站 18335925339 张根全 负责人 15935940068

太阳供水工程 太阳供水工程管理站 15735940068 王义东 负责人 15903483111

河津市
龙门集中供水工程

河津市城乡供水服务中心 8635810 张怀珍 主任 13383590666
城乡集中供水工程

闻喜县

南源集中供水工程 南源集中供水站 18634813822 冯锁龙 站长 18634813822

北源集中供水工程 北源集中供水站 13935985958 岳   瑞 站长 15034565579

康东集中供水工程 康东集中供水站 15582908999 卫    伟 站长 15582908999

桐城集中供水工程 桐城集中供水站 13834473866 张晓龙 站长 13834473866

东源集中供水工程 东源集中供水站 13934391777 张伟栋 站长 13934391777

夏  县

王村集中供水工程 王村集中供水站 15034536020 樊学强 站长 15034536020

大侯集中供水工程 大侯集中供水站 13834726875 张中锋 站长 13834726875

裴介集中供水工程 裴介集中供水站
13834944904 潘    超 站长 13834944904

朱吕集中供水工程 朱吕集中供水站



绛  县
横水集中供水工程 涑水灌区 15803487716 常伟林 主任 13935982918

大交集中供水工程 续鲁灌区 13834735459 赵文利 主任 18636397256

平陆县

张村集中供水工程
张村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

中心
13453956428 陈建科 站长 13453956428

张店集中供水工程
张店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

中心
13134691188 王省宏 站长 13134691188

龙陡集中供水工程
曹川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

中心
15935597791 张爱军 站长 15935597791

垣曲县
五龙泉集中供水工程

垣曲县水工程移民事务中
心

13994891868 张彩霞 主任 13835889255

华峰集中供水工程 农村供水管理站 13835979103 邓小勇 主任 17635904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