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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浙 江 省 河 长 制 办 公 室 文件

 

浙治水办发〔2018〕27 号 

  

关于印发 2018 年度设区市“五水共治” 

（河长制）工作责任书的通知 
 

各市“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 

《2018 年度设区市“五水共治”（河长制）工作责任书》

已经省“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省治水办（河长办） 

                          2018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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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设区市“五水共治” 
（河长制）工作责任书 

一、责任主体 

杭州市人民政府 

二、2018 年工作任务 

（一）聚焦“污水零直排区”创建，高标准巩固提升治污成果

1、“污水零直排区”创建行动。完成辖区内所有排污单位和区

块的全面排查，根据排查结果完成项目整治清单和设区市、县（市、

区）、镇（街道）等各级“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方案的编制和备案工

作。进一步加强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分类推进工业集聚区、城镇

生活小区和其他类“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年完成 5 个工业集聚

区、40 个城镇生活小区和 14 个镇（街道）“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2、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行动。全面开展污水管网底账、污水

处理设施处理能力、各类污染源排摸工作，统筹推进城镇污水管

网建设与改造，建设改造城镇污水管网 110 公里，新增污水处理

能力 1.3 万吨/日。启动 8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

其中主体完工 1 座，开工 1 座，开展前期并完成可行性研究 6 座。

3、水环境质量提升行动。切实巩固剿劣成果，严防反弹回

潮，13 个国家水十条地表水考核断面中Ⅲ类以上水质达到 92.3%

以上，地表水省控断面Ⅲ类以上水质比例达到 90.6%以上，6 个

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级别保持稳定。加强涉水行业环境管理，完

成涉水特色行业规模企业整治 40 家，完成省下达的淘汰落后和

严重过剩产能、整治‘脏乱差’‘低小散’问题企业（作坊）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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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行动。强化入海排污口整治，加强对

入海排污口（入海河流、溪闸）基本信息、排污与管理状况进行

动态管理，完成 6 个入海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提升。加强直排海污

染源环境监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加强港口船舶污染控制，新

投入使用的沿海船舶执行新标准，落实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

处置监管制度。完成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水域环境应

急能力建设年度任务，按要求推进 100-400 总吨内河运输船舶生

活污水收集存储装置加装改造相关工作。 

5、农业农村治理提升行动。着力深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存栏 500 头以上规模养殖（猪）场全面建设封闭式集粪棚，敏感

区域大型规模养殖场逐步建设臭气收集系统。确保畜禽养殖污染

治理第三方抽查运行合格率 100%。推进美丽牧场建设，开展 24

个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示范点建设。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运维管

理，开展出水水质监督性监测，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标准

化运维试点 106 个。加强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发布县级养殖水域

滩涂规划编制 8 个，开展水产养殖尾水生态化治理示范场（点）

建设 50 个。 

（二）聚焦防洪排涝，统筹推进保供水、抓节水 

1、防洪排涝行动。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和灾后薄弱环节建设，

大力推进“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重大工程前期

工作，力争新开工建设 2 项，全年确保完成投资 17.8 亿元。提高

沿江城市和重点镇洪水防御能力，积极推进钱塘江河口高标准海

塘建设。提高城镇防汛排涝处置能力，增加应急设备 3000 立方

米/时，完成整治城镇易涝积水 15 处以上，建设雨水管网 5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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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雨污分流管网 20 公里、清淤排水管网 2500 公里。有序推进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实施工作，完成 340 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

创建验收。 

2、饮用水源达标行动。加快全面清理饮用水源安全隐患，

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地“一源一策”管理机制，提高规范化建设水

平。加强良好水体保护，开展千岛湖生态安全评估。加强水资源

保护，协调推进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确定、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

保障达标建设，建立健全水源地安全评估制度。加强饮用水水源

水质监测监控，做好钱塘江等重点河湖蓝藻防控工作。 

3、全民节水护水行动。实施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完

成余杭区国家达标任务。倡导工业节水，推进实施清洁生产企业

审核，完成绿色企业、节水型企业创建任务。加快推进大中型灌

区节水配套改造、高效节水灌溉“四个百万工程”。加强再生水利

用，进一步控制漏损率，完成“保供水”、“抓节水”目标任务。再

生水利用率达到 13%，新建供水管网 60 公里，改造供水管网 30

公里，改造供水能力 25 万吨/日，建设 145 处屋顶集雨等雨水收

集系统，改造节水器具 0.2 万套，改造“一户一表”0.47 万户。 

（三）聚焦“美丽河湖”创建，高水平落实河（湖）长制 

1、河湖生态修复行动。全域改善“水生态”、全力营造“水景

观”、全面彰显“水文化”、全线强化“水管控”，建成美丽河湖 15

条（个）。持续开展河湖库塘清淤，探索建立清淤轮疏长效机制，

完成河湖库塘清淤 680 万立方米，建立河湖库塘清淤轮疏机制建

设县 2 个。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和河湖岸线管理保护工作，累

计完成河道管理范围划界 1750 公里。深入推进“无违建河道”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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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实现市级以上河道基本无违建。推进百河综治工程建设，完

成中小流域综合治理 15 公里。加强河湖岸线管理保护，新增水

域面积 0.3 平方公里。推进生态水电建设，完成增效扩容改造及

生态修复农村水电站 35 座。 

2、河（湖）长制标准化管理行动。落实全面推行湖长制有

关工作要求，出台市县湖长制实施方案，按要求完成湖长设置。

完善河长制，完成“一河（湖）一策”、“一河（湖）一档”工作，

贯彻落实《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健全相关制度规范。进一步优

化河湖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全面推行河长在线考核。规范河

（湖）长制工作培训，开展至少 1 次以上河长制专题培训。启动

河湖标准化管理工作，建设第一批河湖标准化管理县 2 个。 

（四）聚焦依法治水、科学治水、铁腕治水、全民治水，强

化保障措施 

严格执法，做好中央环保督察涉水问题的整改落实。按照项

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制定“碧水”行动十大专项的实施方案，

明确工作目标、细化责任分工。强化督查考核，对治理效果不明

显、水质改善不明显的断面和河道及工作不力、进展缓慢地区实

行预警或约谈。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有效载体，加强宣传引导，

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加强治水志愿服务队伍和体系建设，建立群

众参与机制，深入推动全民参与治水工作，构建群策群力、共建

共享的行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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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设区市“五水共治” 

（河长制）工作责任书 

一、责任主体 

宁波市人民政府 

二、2018 年工作任务 

（一）聚焦“污水零直排区”创建，高标准巩固提升治污成果

1、“污水零直排区”创建行动。完成辖区内所有排污单位和

区块的全面排查，根据排查结果完成项目整治清单和设区市、

县（市、区）、镇（街道）等各级“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方案的

编制和备案工作。进一步加强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分类推进工

业集聚区、城镇生活小区和其他类“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年

完成 5 个工业集聚区、60 个城镇生活小区和 11 个镇（街道）“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 

2、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行动。全面开展污水管网底账、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排摸工作，统筹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与

改造，建设改造城镇污水管网 280 公里。启动 19 座城镇污水处

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其中主体完工 2 座，开工 2 座，开展

前期并完成可行性研究 15 座。 

3、水环境质量提升行动。切实巩固剿劣成果，严防反弹回

潮，V 类水质断面减少 2 个，10 个国家水十条地表水考核断面

中Ⅲ类以上水质达到 70.0%以上，地表水省控断面Ⅲ类以上水

质比例达到 78.9%以上，6 个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级别保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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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加强涉水行业环境管理，完成省下达的淘汰落后和严重过

剩产能、整治‘脏乱差’‘低小散’问题企业（作坊）任务。 

4、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行动。强化入海排污口整治，加强对

入海排污口（入海河流、溪闸）基本信息、排污与管理状况进

行动态管理，完成 42 个入海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提升。加强直排

海污染源环境监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加强港口船舶污染控

制，新投入使用的沿海船舶执行新标准，落实船舶污染物接收、

转运、处置监管制度。完成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水域环

境应急能力建设年度工作任务。 

5、农业农村治理提升行动。着力深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存栏 500 头以上规模养殖（猪）场全面建设封闭式集粪棚，敏

感区域大型规模养殖场逐步建设臭气收集系统。确保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第三方抽查运行合格率 100%。推进美丽牧场建设，开

展 22 个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示范点建设。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运维管理，开展出水水质监督性监测，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标准化运维试点 21 个。加强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发布县级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 7 个，开展水产养殖尾水生态化治理示

范场（点）建设 60 个。 

（二）聚焦防洪排涝，统筹推进保供水、抓节水 

1、防洪排涝行动。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和灾后薄弱环节建设，

大力推进“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重大工程前期

工作，全年确保完成投资 45 亿元。提高沿江城市和重点镇洪水

防御能力，积极推进钱塘江河口高标准海塘建设。提高城镇防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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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涝处置能力，增加应急设备 1000 立方米/时，完成整治城镇易

涝积水 15 处以上，建设雨水管网 50 公里、改造雨污分流管网

30 公里、清淤排水管网 2100 公里。有序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

理实施工作，完成 320 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验收。 

2、饮用水源达标行动。加快全面清理饮用水源安全隐患，

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地“一源一策”管理机制，提高规范化建设

水平。加强良好水体保护，开展东钱湖、白溪水库等省级以上

重点湖库生态安全评估。加强水资源保护，协调推进饮用水水

源地名录确定、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建立健

全水源地安全评估制度。 

3、全民节水护水行动。实施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完

成象山县、余姚市国家达标任务。倡导工业节水，推进实施清

洁生产企业审核，完成绿色企业、节水型企业创建任务。加快

推进大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高效节水灌溉“四个百万工程”。

加强再生水利用，进一步控制漏损率，完成“保供水”、“抓节水”

目标任务。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13%，新建供水管网 50 公里，改

造供水管网 30 公里，新增（续建）供水能力 50 万吨/日，建设

63 处屋顶集雨等雨水收集系统，改造节水器具 0.3 万套。 

（三）聚焦“美丽河湖”创建，高水平落实河（湖）长制 

1、河湖生态修复行动。全域改善“水生态”、全力营造“水

景观”、全面彰显“水文化”、全线强化“水管控”，建成美丽河湖

10 条（个）。持续开展河湖库塘清淤，探索建立清淤轮疏长效

机制，完成河湖库塘清淤 850 万立方米，建立河湖库塘清淤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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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机制建设县 1 个。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和河湖岸线管理保

护工作，累计完成河道管理范围划界 1150 公里。深入推进“无

违建河道”创建，实现市级以上河道基本无违建。推进百河综治

工程建设，完成中小流域综合治理 60 公里。加强河湖岸线管理

保护，新增水域面积 1.6 平方公里。 

2、河（湖）长制标准化管理行动。落实全面推行湖长制有

关工作要求，出台市县湖长制实施方案，按要求完成湖长设置。

完善河长制，完成“一河（湖）一策”、“一河（湖）一档”工作，

贯彻落实《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健全相关制度规范。进一步

优化河湖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全面推行河长在线考核。规

范河（湖）长制工作培训，开展至少 1 次以上河长制专题培训。

启动河湖标准化管理工作，建设第一批河湖标准化管理县 1 个。

（四）聚焦依法治水、科学治水、铁腕治水、全民治水，强

化保障措施 

严格执法，做好中央环保督察涉水问题的整改落实。制定

“碧水”行动十大专项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责任分

工。强化督查考核，对治理效果不明显、水质改善不明显的断

面和河道及工作不力、进展缓慢地区实行预警或约谈。充分利

用各种媒体和有效载体，加强宣传引导，畅通群众监督渠道；

加强治水志愿服务队伍和体系建设，建立群众参与机制，深入

推动全民参与治水工作，构建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行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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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设区市“五水共治” 

（河长制）工作责任书 

一、责任主体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2018 年工作任务 

（一）聚焦“污水零直排区”创建，高标准巩固提升治污成果

1、“污水零直排区”创建行动。完成辖区内所有排污单位和

区块的全面排查，根据排查结果完成项目整治清单和设区市、

县（市、区）、镇（街道）等各级“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方案的

编制和备案工作。进一步加强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分类推进工

业集聚区、城镇生活小区和其他类“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年

完成 3 个工业集聚区、11 个城镇生活小区和 12 个镇（街道）“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 

2、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行动。全面开展污水管网底账、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排摸工作，统筹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与

改造，建设改造城镇污水管网 380 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4

万吨/日。启动 5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开展前

期并完成可行性研究）。 

3、水环境质量提升行动。切实巩固剿劣成果，严防反弹回

潮，V 类水质断面减少 2 个，8 个国家水十条地表水考核断面中

Ⅲ类以上水质达到 75%以上，地表水省控断面Ⅲ类以上水质比

例达到 70.8%以上，4 个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级别保持稳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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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涉水行业环境管理，完成涉水特色行业规模企业整治 40 家，

完成省下达的淘汰落后和严重过剩产能、整治‘脏乱差’‘低小散’

问题企业（作坊）任务。 

4、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行动。强化入海排污口整治，加强对

入海排污口（入海河流、溪闸）基本信息、排污与管理状况进

行动态管理，完成 6 个入海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提升。加强直排

海污染源环境监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加强港口船舶污染控

制，新投入使用的沿海船舶执行新标准，落实船舶污染物接收、

转运、处置监管制度。完成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水域环

境应急能力建设年度工作任务。 

5、农业农村治理提升行动。着力深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存栏 500 头以上规模养殖（猪）场全面建设封闭式集粪棚，敏

感区域大型规模养殖场逐步建设臭气收集系统。确保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第三方抽查运行合格率 100%。推进美丽牧场建设，开

展 22 个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示范点建设。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运维管理，开展出水水质监督性监测，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标准化运维试点 36 个。加强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发布县级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 8 个，开展水产养殖尾水生态化治理示

范场（点）建设 40 个。 

（二）聚焦防洪排涝，统筹推进保供水、抓节水 

1、防洪排涝行动。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和灾后薄弱环节建设，

大力推进“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重大工程前

期工作，力争新开工建设 4 项，全年确保完成投资 27.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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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城镇防汛排涝处置能力，增加应急设备 1000 立方米/时，建

设雨水管网 50 公里、改造雨污分流管网 40 公里、清淤排水管

网 1700 公里。有序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实施工作，完成 250

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验收。 

2、饮用水源达标行动。加快全面清理饮用水源安全隐患，

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地“一源一策”管理机制，提高规范化建设

水平。加强良好水体保护，开展珊溪水库、赵山渡水库等省级

以上重点湖库生态安全评估。加强水资源保护，协调推进饮用

水水源地名录确定、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建

立健全水源地安全评估制度。 

3、全民节水护水行动。实施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完

成乐清市国家达标任务。倡导工业节水，推进实施清洁生产企

业审核，完成绿色企业、节水型企业创建任务。加快推进大中

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高效节水灌溉“四个百万工程”。加快节

水型城市创建步伐，启动省级节水型社会创建工作。加强再生

水利用，进一步控制漏损率，完成“保供水”、“抓节水”目标任务。

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13%，新建供水管网 60 公里，改造供水管网

40 公里，建设 200 处屋顶集雨等雨水收集系统，改造节水器具

0.2 万套，改造“一户一表”0.3 万户。 

（三）聚焦“美丽河湖”创建，高水平落实河（湖）长制 

1、河湖生态修复行动。全域改善“水生态”、全力营造“水

景观”、全面彰显“水文化”、全线强化“水管控”，建成美丽河湖

11 条（个）。持续开展河湖库塘清淤，探索建立清淤轮疏长效

机制，完成河湖库塘清淤 750 万立方米，建立河湖库塘清淤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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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机制建设县 2 个。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和河湖岸线管理保

护工作，累计完成河道管理范围划界 1200 公里。深入推进“无

违建河道”创建，实现市级以上河道基本无违建。推进百河综治

工程建设，完成中小流域综合治理 15 公里。加强河湖岸线管理

保护，新增水域面积 2 平方公里。推进生态水电建设，完成增

效扩容改造及生态修复农村水电站 28 座。 

2、河（湖）长制标准化管理行动。落实全面推行湖长制有

关工作要求，出台市县湖长制实施方案，按要求完成湖长设置。

完善河长制，完成“一河（湖）一策”、“一河（湖）一档”工作，

贯彻落实《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健全相关制度规范。进一步

优化河湖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全面推行河长在线考核。规

范河（湖）长制工作培训，开展至少 1 次以上河长制专题培训。

启动河湖标准化管理工作，建设第一批河湖标准化管理县 2 个。

（四）聚焦依法治水、科学治水、铁腕治水、全民治水，强

化保障措施 

严格执法，做好中央环保督察涉水问题的整改落实。制定

“碧水”行动十大专项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责任分

工。强化督查考核，对治理效果不明显、水质改善不明显的断

面和河道及工作不力、进展缓慢地区实行预警或约谈。充分利

用各种媒体和有效载体，加强宣传引导，畅通群众监督渠道；

加强治水志愿服务队伍和体系建设，建立群众参与机制，深入

推动全民参与治水工作，构建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行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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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设区市“五水共治” 

（河长制）工作责任书 

一、责任主体 

湖州市人民政府 

二、2018 年工作任务 

（一）聚焦“污水零直排区”创建，高标准巩固提升治污成果

1、“污水零直排区”创建行动。完成辖区内所有排污单位和

区块的全面排查，根据排查结果完成项目整治清单和设区市、

县（市、区）、镇（街道）等各级“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方案的

编制和备案工作。进一步加强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分类推进工

业集聚区、城镇生活小区和其他类“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年

完成 1 个工业集聚区、12 个城镇生活小区和 6 个镇（街道）“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 

2、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行动。全面开展污水管网底账、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排摸工作，统筹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与

改造，建设改造城镇污水管网 175 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6.5

万吨/日。启动 14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其中开

工 1 座，开展前期并完成可行性研究 13 座。 

3、水环境质量提升行动。切实巩固剿劣成果，严防反弹回

潮，13 个国家水十条地表水考核断面中Ⅲ类以上水质达到

100%，地表水省控断面Ⅲ类以上水质比例达到 100%。加强涉

水行业环境管理，完成涉水特色行业规模企业整治 20 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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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下达的淘汰落后和严重过剩产能、整治‘脏乱差’‘低小散’问题

企业（作坊）任务。 

4、船舶港口污染防治。完成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

染水域环境应急能力建设年度任务，按要求推进 100-400 总吨

内河运输船舶生活污水收集存储装置加装改造相关工作。 

5、农业农村治理提升行动。着力深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存栏 500 头以上规模养殖场全面建设封闭式集粪棚，敏感区域

大型规模养殖（猪）场逐步建设臭气收集系统。确保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第三方抽查运行合格率 100%。推进美丽牧场建设，开

展 15 个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示范点建设。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运维管理，开展出水水质监督性监测，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标准化运维试点 13 个。加强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发布县级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 5 个，开展水产养殖尾水生态化治理示

范场（点）建设 150 个。 

（二）聚焦防洪排涝，统筹推进保供水、抓节水 

1、防洪排涝行动。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和灾后薄弱环节建设，

大力推进“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重大工程前

期工作，全年确保完成投资 4.3 亿元。提高城镇防汛排涝处置能

力，增加应急设备 2000 立方米/时，完成整治城镇易涝积水 1

处以上，建设雨水管网 100 公里、改造雨污分流管网 50 里、清

淤排水管网1100公里。有序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实施工作，

完成 41 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验收。 

2、饮用水源达标行动。加快全面清理饮用水源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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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地“一源一策”管理机制，提高规范化建设

水平。加强良好水体保护，开展老虎滩水库、对河口水库、合

溪水库、赋石水库、老石坎水库等省级以上重点湖库生态安全

评估。加强水资源保护，协调推进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确定、重

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建立健全水源地安全评估

制度。 

3、全民节水护水行动。实施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完

成长兴县、德清县国家达标任务。倡导工业节水，推进实施清

洁生产企业审核，完成绿色企业、节水型企业创建任务。加快

推进大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高效节水灌溉“四个百万工程”。

加强再生水利用，进一步控制漏损率，完成“保供水”、“抓节水”

目标任务。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13%，新建供水管网 110 公里，

改造供水管网 70 公里，建设 475 处屋顶集雨等雨水收集系统，

改造节水器具 0.35 万套，改造“一户一表”0.24 万户。 

（三）聚焦“美丽河湖”创建，高水平落实河（湖）长制 

1、河湖生态修复行动。全域改善“水生态”、全力营造“水

景观”、全面彰显“水文化”、全线强化“水管控”，建成美丽河湖

6 条（个）。持续开展河湖库塘清淤，探索建立清淤轮疏长效机

制，完成河湖库塘清淤 840 万立方米，建立河湖库塘清淤轮疏

机制建设县 2 个。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和河湖岸线管理保护

工作，累计完成河道管理范围划界 1130 公里。深入推进“无违

建河道”创建，实现市级以上河道基本无违建。推进百河综治工

程建设，完成中小流域综合治理 147 公里。加强河湖岸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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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新增水域面积 1 平方公里。推进生态水电建设，完成增

效扩容改造及生态修复农村水电站 1 座。 

2、河（湖）长制标准化管理行动。落实全面推行湖长制有

关工作要求，出台市县湖长制实施方案，按要求完成湖长设置。

完善河长制，完成“一河（湖）一策”、“一河（湖）一档”工作，

贯彻落实《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健全相关制度规范。进一步

优化河湖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全面推行河长在线考核。规

范河（湖）长制工作培训，开展至少 1 次以上河长制专题培训。

启动河湖标准化管理工作，建设第一批河湖标准化管理县 2 个。

（四）聚焦依法治水、科学治水、铁腕治水、全民治水，

强化保障措施 

按照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制定“碧水”行动十大专项

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责任分工。严格执法。强化

督查考核，对治理效果不明显、水质改善不明显的断面和河道

及工作不力、进展缓慢地区实行预警或约谈。充分利用各种媒

体和有效载体，加强宣传引导，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加强治水

志愿服务队伍和体系建设，建立群众参与机制，深入推动全民

参与治水工作，构建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行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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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设区市“五水共治” 

（河长制）工作责任书 

一、责任主体 

嘉兴市人民政府 

二、2018 年工作任务 

（一）聚焦“污水零直排区”创建，高标准巩固提升治污成果

1、“污水零直排区”创建行动。完成辖区内所有排污单位和

区块的全面排查，根据排查结果完成项目整治清单和设区市、

县（市、区）、镇（街道）等各级“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方案的

编制和备案工作。进一步加强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分类推进工

业集聚区、城镇生活小区和其他类“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年

完成 3 个工业集聚区、15 个城镇生活小区和 8 个镇（街道）“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 

2、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行动。全面开展污水管网底账、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排摸工作，统筹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与

改造，建设改造城镇污水管网 175 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3.5

万吨/日。启动 3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开展前

期并完成可行性研究工作）。 

3、水环境质量提升行动。切实巩固剿劣成果，严防反弹回

潮，地表水省控断面Ⅲ类以上水质比例达到 37.5%以上。加强

涉水行业环境管理，完成涉水特色行业规模企业整治 17 家，完

成省下达的淘汰落后和严重过剩产能、整治‘脏乱差’‘低小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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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企业（作坊）任务。 

4、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行动。强化入海排污口整治，加强对

入海排污口（入海河流、溪闸）基本信息、排污与管理状况进

行动态管理，完成 16 个入海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提升。加强直排

海污染源环境监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加强港口船舶污染控

制，新投入使用的沿海船舶执行新标准，落实船舶污染物接收、

转运、处置监管制度。完成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水域环

境应急能力建设年度工作任务，按要求推进 100-400 总吨内河

运输船舶生活污水收集存储装置加装改造相关工作。。 

5、农业农村治理提升行动。着力深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存栏 500 头以上规模养殖（猪）场全面建设封闭式集粪棚，敏

感区域大型规模养殖场逐步建设臭气收集系统。确保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第三方抽查运行合格率 100%。推进美丽牧场建设，开

展 20 个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示范点建设。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运维管理，开展出水水质监督性监测，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标准化运维试点 17 个。加强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发布县级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 7 个，开展水产养殖尾水生态化治理示

范场（点）建设 50 个。 

（二）聚焦防洪排涝，统筹推进保供水、抓节水 

1、防洪排涝行动。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和灾后薄弱环节建设，

大力推进“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重大工程前

期工作，全年确保完成投资 19.2 亿元。提高沿江城市和重点镇

洪水防御能力，积极推进钱塘江河口高标准海塘建设。提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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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防汛排涝处置能力，增加应急设备 2000 立方米/时，完成整治

城镇易涝积水 5 处以上，建设雨水管网 70 公里、改造雨污分流

管网 30 公里、清淤排水管网 950 公里。有序推进水利工程标准

化管理实施工作，完成 36 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验收。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确保顺利通过国家考核验收。 

2、饮用水源达标行动。加快全面清理饮用水源安全隐患，

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地“一源一策”管理机制，提高规范化建设

水平。加强水资源保护，协调推进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确定、重

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

加强水资源保护，协调推进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确定、重要饮用

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建立健全水源地安全评估制度。 

3、全民节水护水行动。实施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完

成南湖区、秀洲区、海宁市、桐乡市、海盐县等 5 个县（市、

区）国家达标任务。倡导工业节水，推进实施清洁生产企业审

核，完成绿色企业、节水型企业创建任务。加快推进大中型灌

区节水配套改造、高效节水灌溉“四个百万工程”。加强再生水

利用，进一步控制漏损率，完成“保供水”、“抓节水”目标任务。

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15%，新建供水管网 95 公里，改造供水管网

200 公里，建设 180 处屋顶集雨等雨水收集系统。 

（三）聚焦“美丽河湖”创建，高水平落实河（湖）长制 

1、河湖生态修复行动。全域改善“水生态”、全力营造“水

景观”、全面彰显“水文化”、全线强化“水管控”，建成美丽河湖

10 条（个）。持续开展河湖库塘清淤，探索建立清淤轮疏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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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完成河湖库塘清淤 1140 万立方米，建立河湖库塘清淤轮

疏机制建设县 1 个。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和河湖岸线管理保

护工作，累计完成河道管理范围划界 910 公里。深入推进“无违

建河道”创建，实现市级以上河道基本无违建。推进百河综治工

程建设，完成中小流域综合治理 107 公里。加强河湖岸线管理

保护，新增水域面积 1 平方公里。 

2、河（湖）长制标准化管理行动。落实全面推行湖长制有

关工作要求，出台市县湖长制实施方案，按要求完成湖长设置。

完善河长制，完成“一河（湖）一策”、“一河（湖）一档”工作，

贯彻落实《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健全相关制度规范。进一步

优化河湖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全面推行河长在线考核。规

范河（湖）长制工作培训，开展至少 1 次以上河长制专题培训。

启动河湖标准化管理工作，建设第一批河湖标准化管理县 2 个。

（四）聚焦依法治水、科学治水、铁腕治水、全民治水，强

化保障措施 

严格执法，做好中央环保督察涉水问题的整改落实。制定

“碧水”行动十大专项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责任分

工。强化督查考核，对治理效果不明显、水质改善不明显的断

面和河道及工作不力、进展缓慢地区实行预警或约谈。充分利

用各种媒体和有效载体，加强宣传引导，畅通群众监督渠道；

加强治水志愿服务队伍和体系建设，建立群众参与机制，深入

推动全民参与治水工作，构建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行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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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设区市“五水共治” 

（河长制）工作责任书 

一、责任主体 

绍兴市人民政府 

二、2018 年工作任务 

（一）聚焦“污水零直排区”创建，高标准巩固提升治污成果

1、“污水零直排区”创建行动。完成辖区内所有排污单位和

区块的全面排查，根据排查结果完成项目整治清单和设区市、

县（市、区）、镇（街道）等各级“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方案的

编制和备案工作。进一步加强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分类推进工

业集聚区、城镇生活小区和其他类“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年

完成 3 个工业集聚区、15 个城镇生活小区和 7 个镇（街道）“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 

2、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行动。全面开展污水管网底账、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排摸工作，统筹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与

改造，建设改造城镇污水管网 245 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15.5

万吨/日。启动 2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其中开

工 1 座，开展前期并完成可行性研究 1 座。 

3、水环境质量提升行动。切实巩固剿劣成果，严防反弹回

潮，7 个国家水十条地表水考核断面中Ⅲ类以上水质达到 71.4%

以上，地表水省控断面Ⅲ类以上水质比例达到 85.7%以上。加

强涉水行业环境管理，完成涉水特色行业规模企业整治 20 家，



 — 23 —

完成省下达的淘汰落后和严重过剩产能、整治‘脏乱差’‘低小散’

问题企业（作坊）任务。 

4、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行动。强化入海排污口整治，加强对

入海排污口（入海河流、溪闸）基本信息、排污与管理状况进

行动态管理，完成 2 个入海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提升。加强直排

海污染源环境监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加强港口船舶污染控

制，新投入使用的沿海船舶执行新标准，落实船舶污染物接收、

转运、处置监管制度。完成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水域环

境应急能力建设年度工作任务，按要求推进 100-400 总吨内河

运输船舶生活污水收集存储装置加装改造相关工作。 

5、农业农村治理提升行动。着力深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存栏 500 头以上规模养殖（猪）场全面建设封闭式集粪棚，敏

感区域大型规模养殖场逐步建设臭气收集系统。确保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第三方抽查运行合格率 100%。推进美丽牧场建设，开

展 20 个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示范点建设。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运维管理，开展出水水质监督性监测，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标准化运维试点 42 个。加强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发布县级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 7 个，开展水产养殖尾水生态化治理示

范场（点）建设 50 个。 

（二）聚焦防洪排涝，统筹推进保供水、抓节水 

1、防洪排涝行动。大力推进“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建设，

基本完成重大工程前期工作，力争新开工建设 2 项，全年确保

完成投资 40.7 亿元。提高沿江城市和重点镇洪水防御能力，积



 — 24 —

极推进钱塘江河口高标准海塘建设。提高城镇防汛排涝处置能

力，增加应急设备 4000 立方米/时，完成整治城镇易涝积水 6

处以上，建设雨水管网 100 公里、改造雨污分流管网 50 公里、

清淤排水管网 1300 公里。有序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实施工

作，完成 239 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验收。 

2、饮用水源达标行动。加快全面清理饮用水源安全隐患，

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地“一源一策”管理机制，提高规范化建设

水平。加强良好水体保护，开展汤浦水库、南山水库、陈蔡水

库、长诏水库等省级以上重点湖库生态安全评估。加强水资源

保护，协调推进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确定、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

全保障达标建设，建立健全水源地安全评估制度。 

3、全民节水护水行动。实施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完

成柯桥区国家达标任务。倡导工业节水，推进实施清洁生产企

业审核，完成绿色企业、节水型企业创建任务。加快推进大中

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高效节水灌溉“四个百万工程”。加强再

生水利用，进一步控制漏损率，完成“保供水”、“抓节水”目标任

务。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13%，新建供水管网 50 公里，改造供水

管网 50 公里，建设 210 处屋顶集雨等雨水收集系统，改造节水

器具 0.53 万套，改造“一户一表”0.4 万户。 

（三）聚焦“美丽河湖”创建，高水平落实河（湖）长制 

1、河湖生态修复行动。全域改善“水生态”、全力营造“水

景观”、全面彰显“水文化”、全线强化“水管控”，建成美丽河湖

8 条（个）。持续开展河湖库塘清淤，探索建立清淤轮疏长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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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完成河湖库塘清淤 750 万立方米，建立河湖库塘清淤轮疏

机制建设县 1 个。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和河湖岸线管理保护

工作，累计完成河道管理范围划界 690 公里。深入推进“无违建

河道”创建，实现市级以上河道基本无违建。推进百河综治工程

建设，完成中小流域综合治理 8 公里。加强河湖岸线管理保护，

新增水域面积 2.04 平方公里。推进生态水电建设，完成增效扩

容改造及生态修复农村水电站 21 座。 

2、河（湖）长制标准化管理行动。落实全面推行湖长制有

关工作要求，出台市县湖长制实施方案，按要求完成湖长设置。

完善河长制，完成“一河（湖）一策”、“一河（湖）一档”工作，

贯彻落实《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健全相关制度规范。进一步

优化河湖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全面推行河长在线考核。规

范河（湖）长制工作培训，开展至少 1 次以上河长制专题培训。

启动河湖标准化管理工作，建设第一批河湖标准化管理县 2 个。

（四）聚焦依法治水、科学治水、铁腕治水、全民治水，强

化保障措施 

严格执法，做好中央环保督察涉水问题的整改落实。制定

“碧水”行动十大专项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责任分

工。强化督查考核，对治理效果不明显、水质改善不明显的断

面和河道及工作不力、进展缓慢地区实行预警或约谈。充分利

用各种媒体和有效载体，加强宣传引导，畅通群众监督渠道；

加强治水志愿服务队伍和体系建设，建立群众参与机制，深入

推动全民参与治水工作，构建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行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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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设区市“五水共治” 

（河长制）工作责任书 

一、责任主体 

金华市人民政府 

二、2018 年工作任务 

（一）聚焦“污水零直排区”创建，高标准巩固提升治污成果

1、“污水零直排区”创建行动。完成辖区内所有排污单位和

区块的全面排查，根据排查结果完成项目整治清单和设区市、

县（市、区）、镇（街道）等各级“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方案的

编制和备案工作。进一步加强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分类推进工

业集聚区、城镇生活小区和其他类“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年

完成 3 个工业集聚区、22 个城镇生活小区和 10 个镇（街道）“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 

2、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行动。全面开展污水管网底账、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排摸工作，统筹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与

改造，建设改造城镇污水管网 220 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7.8

万吨/日。启动 14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开展前

期并完成可行性研究）。 

3、水环境质量提升行动。切实巩固剿劣成果，严防反弹回

潮，11 个国家水十条地表水考核断面中Ⅲ类以上水质达到

54.5%以上，地表水省控断面Ⅲ类以上水质比例达到 100%，6

个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级别保持稳定。加强涉水行业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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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涉水特色行业规模企业整治 20 家，完成省下达的淘汰落后

和严重过剩产能、整治‘脏乱差’‘低小散’问题企业（作坊）任务。

4、船舶港口污染防治。完成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

染水域环境应急能力建设年度任务，按要求推进 100-400 总吨

内河运输船舶生活污水收集存储装置加装改造相关工作。 

5、农业农村治理提升行动。着力深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存栏 500 头以上规模养殖（猪）场全面建设封闭式集粪棚，敏

感区域大型规模养殖场逐步建设臭气收集系统。确保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第三方抽查运行合格率 100%。推进美丽牧场建设，开

展 20 个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示范点建设。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运维管理，开展出水水质监督性监测，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标准化运维试点 96 个。加强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发布县级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 10 个，开展水产养殖尾水生态化治理示

范场（点）建设 15 个。 

（二）聚焦防洪排涝，统筹推进保供水、抓节水 

1、防洪排涝行动。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和灾后薄弱环节建设，

大力推进“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重大工程前

期工作，力争新开工建设 1 项，全年确保完成投资 3.5 亿元。提

高城镇防汛排涝处置能力，完成整治城镇易涝积水 3 处以上，

建设雨水管网 75 公里、改造雨污分流管网 55 公里、清淤排水

管网 1550 公里。有序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实施工作，完成

342 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验收。 

2、饮用水源达标行动。加快全面清理饮用水源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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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地“一源一策”管理机制，提高规范化建设

水平。加强良好水体保护，开展沙金兰水库生态安全评估。加

强水资源保护，协调推进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确定、重要饮用水

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建立健全水源地安全评估制度。加

强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监控，做好钱塘江等重点河湖蓝藻防控

工作。 

3、全民节水护水行动。实施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完

成义乌市、永康市国家达标任务。倡导工业节水，推进实施清

洁生产企业审核，完成绿色企业、节水型企业创建任务。加快

推进大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高效节水灌溉“四个百万工程”。

加强再生水利用，进一步控制漏损率，完成“保供水”、“抓节水”

目标任务。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13%，新建供水管网 70 公里，改

造供水管网 35 公里，建设 187 处屋顶集雨等雨水收集系统，改

造节水器具 0.47 万套，改造“一户一表”0.26 万户。 

（三）聚焦“美丽河湖”创建，高水平落实河（湖）长制 

1、河湖生态修复行动。全域改善“水生态”、全力营造“水

景观”、全面彰显“水文化”、全线强化“水管控”，建成美丽河湖

10 条（个）。持续开展河湖库塘清淤，探索建立清淤轮疏长效

机制，完成河湖库塘清淤 680 万立方米。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

界和河湖岸线管理保护工作，累计完成河道管理范围划界 780

公里。深入推进“无违建河道”创建，实现市级以上河道基本无

违建。推进百河综治工程建设，完成中小流域综合治理 36 公里。

加强河湖岸线管理保护，新增水域面积 1.32 平方公里。推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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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水电建设，完成增效扩容改造及生态修复农村水电站 23 座。

2、河（湖）长制标准化管理行动。落实全面推行湖长制有

关工作要求，出台市县湖长制实施方案，按要求完成湖长设置。

完善河长制，完成“一河（湖）一策”、“一河（湖）一档”工作，

贯彻落实《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健全相关制度规范。进一步

优化河湖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全面推行河长在线考核。规

范河（湖）长制工作培训，开展至少 1 次以上河长制专题培训。

启动河湖标准化管理工作，建设第一批河湖标准化管理县 2 个。

（四）聚焦依法治水、科学治水、铁腕治水、全民治水，

强化保障措施 

严格执法，做好中央环保督察涉水问题的整改落实。按照

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制定“碧水”行动十大专项的实施方

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责任分工。强化督查考核，对治理效

果不明显、水质改善不明显的断面和河道及工作不力、进展缓

慢地区实行预警或约谈。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有效载体，加强

宣传引导，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加强治水志愿服务队伍和体系

建设，建立群众参与机制，深入推动全民参与治水工作，构建

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行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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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设区市“五水共治” 

（河长制）工作责任书 

一、责任主体 

衢州市人民政府 

二、2018 年工作任务 

（一）聚焦“污水零直排区”创建，高标准巩固提升治污成果

1、“污水零直排区”创建行动。完成辖区内所有排污单位和

区块的全面排查，根据排查结果完成项目整治清单和设区市、

县（市、区）、镇（街道）等各级“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方案的

编制和备案工作。进一步加强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分类推进工

业集聚区、城镇生活小区和其他类“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年

完成 1 个工业集聚区、10 个城镇生活小区和 7 个镇（街道）“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 

2、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行动。全面开展污水管网底账、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排摸工作，统筹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与

改造，建设改造城镇污水管网 165 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3

万吨/日。启动 4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其中开

工 1 座，开展前期并完成可行性研究 3 座。 

3、水环境质量提升行动。切实巩固剿劣成果，严防反弹回

潮，9 个国家水十条地表水考核断面中Ⅲ类以上水质达到 100%，

地表水省控断面Ⅲ类以上水质比例达到 100%。加强涉水行业环

境管理，完成涉水特色行业规模企业整治 20 家，完成省下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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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落后和严重过剩产能、整治‘脏乱差’‘低小散’问题企业（作

坊）任务。 

4、船舶港口污染防治。完成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

染水域环境应急能力建设年度任务，按要求推进 100-400 总吨

内河运输船舶生活污水收集存储装置加装改造相关工作。 

5、农业农村治理提升行动。着力深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存栏 500 头以上规模养殖（猪）场全面建设封闭式集粪棚，敏

感区域大型规模养殖场逐步建设臭气收集系统。确保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第三方抽查运行合格率 100%。推进美丽牧场建设，开

展 12 个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示范点建设。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运维管理，开展出水水质监督性监测，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标准化运维试点 38 个。加强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发布县级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 6 个，开展水产养殖尾水生态化治理示

范场（点）建设 10 个。 

（二）聚焦防洪排涝，统筹推进保供水、抓节水 

1、防洪排涝行动。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和灾后薄弱环节建设，

大力推进“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重大工程前

期工作，力争新开工建设 1 项，全年确保完成投资 15.8 亿元。

提高城镇防汛排涝处置能力，增加应急设备 2000 立方米/时，完

成整治城镇易涝积水 3 处以上，建设雨水管网 30 公里、改造雨

污分流管网 10 公里、清淤排水管网 1100 里。有序推进水利工

程标准化管理实施工作，完成 193 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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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饮用水源达标行动。加快全面清理饮用水源安全隐患，

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地“一源一策”管理机制，提高规范化建设

水平。加强良好水体保护，开展沐尘水库、湖山湖等省级以上

重点湖库生态安全评估。加强水资源保护，协调推进饮用水水

源地名录确定、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建立健

全水源地安全评估制度。加强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监控，做好

钱塘江等重点河湖蓝藻防控工作。 

3、全民节水护水行动。开展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倡

导工业节水，推进实施清洁生产企业审核，完成绿色企业、节

水型企业创建任务。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高效

节水灌溉“四个百万工程”。加强再生水利用，进一步控制漏损

率，完成“保供水”、“抓节水”目标任务。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13%，

新建供水管网 43 公里，改造供水管网 25 公里，建设 294 处屋

顶集雨等雨水收集系统，改造节水器具 0.25 万套，改造“一户一

表”0.12 万户。 

（三）聚焦“美丽河湖”创建，高水平落实河（湖）长制 

1、河湖生态修复行动。全域改善“水生态”、全力营造“水

景观”、全面彰显“水文化”、全线强化“水管控”，建成美丽河湖

7 条（个）。持续开展河湖库塘清淤，探索建立清淤轮疏长效机

制，完成河湖库塘清淤 250 万立方米。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界

和河湖岸线管理保护工作，累计完成河道管理范围划界 660 公

里。深入推进“无违建河道”创建，实现市级以上河道基本无违

建。推进百河综治工程建设，完成中小流域综合治理 2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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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河湖岸线管理保护，新增水域面积 2.16 平方公里。推进生

态水电建设，完成增效扩容改造及生态修复农村水电站 15 座。

2、河（湖）长制标准化管理行动。落实全面推行湖长制有

关工作要求，出台市县湖长制实施方案，按要求完成湖长设置。

完善河长制，完成“一河（湖）一策”、“一河（湖）一档”工作，

贯彻落实《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健全相关制度规范。进一步

优化河湖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全面推行河长在线考核。规

范河（湖）长制工作培训，开展至少 1 次以上河长制专题培训。

启动河湖标准化管理工作，建设第一批河湖标准化管理县 2 个。

（四）聚焦依法治水、科学治水、铁腕治水、全民治水，

强化保障措施 

严格执法，做好中央环保督察涉水问题的整改落实。按照

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制定“碧水”行动十大专项的实施方

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责任分工。强化督查考核，对治理效

果不明显、水质改善不明显的断面和河道及工作不力、进展缓

慢地区实行预警或约谈。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有效载体，加强

宣传引导，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加强治水志愿服务队伍和体系

建设，建立群众参与机制，深入推动全民参与治水工作，构建

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行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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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设区市“五水共治” 

（河长制）工作责任书 

一、责任主体 

舟山市人民政府 

二、2018 年工作任务 

（一）聚焦“污水零直排区”创建，高标准巩固提升治污成果

1、“污水零直排区”创建行动。完成辖区内所有排污单位和

区块的全面排查，根据排查结果完成项目整治清单和设区市、

县（市、区）、镇（街道）等各级“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方案的

编制和备案工作。进一步加强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分类推进工

业集聚区、城镇生活小区和其他类“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年

完成 1 个工业集聚区、4 个城镇生活小区和 5 个镇（街道）“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 

2、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行动。全面开展污水管网底账、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排摸工作，统筹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与

改造，建设改造城镇污水管网 80 公里。启动 3 座城镇污水处理

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开展前期并完成可行性研究）。 

3、水环境质量提升行动。切实巩固剿劣成果，严防反弹回

潮，国家水十条地表水考核断面临城，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

地表水省控断面Ⅲ类以上水质比例达到 50%以上，6 个地下水

考核点位水质级别保持稳定。加强涉水行业环境管理，完成涉

水特色行业规模企业整治 4 家，完成省下达的淘汰落后和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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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产能、整治‘脏乱差’‘低小散’问题企业（作坊）任务。 

4、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行动。强化入海排污口整治，加强对

入海排污口（入海河流、溪闸）基本信息、排污与管理状况进

行动态管理，完成 27 个入海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提升。加强直排

海污染源环境监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加强港口船舶污染控

制，新投入使用的沿海船舶执行新标准，落实船舶污染物接收、

转运、处置监管制度。完成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水域环

境应急能力建设年度工作任务。 

5、农业农村治理提升行动。着力深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存栏 500 头以上规模养殖（猪）场全面建设封闭式集粪棚，敏

感区域大型规模养殖场逐步建设臭气收集系统。确保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第三方抽查运行合格率 100%。推进美丽牧场建设，开

展 6 个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示范点建设。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运维管理，开展出水水质监督性监测，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标准化运维试点 12 个。加强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发布县级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 4 个，开展水产养殖尾水生态化治理示

范场（点）建设 15 个。 

（二）聚焦防洪排涝，统筹推进保供水、抓节水 

1、防洪排涝行动。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和灾后薄弱环节建设，

大力推进“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重大工程前

期工作，全年确保完成投资 2.1 亿元。提高城镇防汛排涝处置能

力，建设雨水管网 15 公里、改造雨污分流管网 5 公里、清淤排

水管网 400 公里。有序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实施工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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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86 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验收。 

2、饮用水源达标行动。加快全面清理饮用水源安全隐患，

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地“一源一策”管理机制，提高规范化建设

水平。加强良好水体保护，开展虹桥水库态安全评估。加强水

资源保护，协调推进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确定、重要饮用水水源

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建立健全水源地安全评估制度。 

3、全民节水护水行动。实施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完

成定海区、普陀区、嵊泗县、岱山县等 4 个县（市、区）国家

达标任务。倡导工业节水，推进实施清洁生产企业审核，完成

绿色企业、节水型企业创建任务。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节水配

套改造、高效节水灌溉“四个百万工程”。加强再生水利用，进

一步控制漏损率，完成“保供水”、“抓节水”目标任务。再生水利

用率达到 15%，新建供水管网 12 公里，改造供水管网 30 公里，

建设 175 处屋顶集雨等雨水收集系统，改造节水器具 0.66 万套，

改造“一户一表”0.04 万户，建设大型雨水利用示范工程 2 个。 

（三）聚焦“美丽河湖”创建，高水平落实河（湖）长制 

1、河湖生态修复行动。全域改善“水生态”、全力营造“水

景观”、全面彰显“水文化”、全线强化“水管控”，建成美丽河湖

4 条（个）。持续开展河湖库塘清淤，探索建立清淤轮疏长效机

制，完成河湖库塘清淤 120 万立方米。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界

和河湖岸线管理保护工作，累计完成河道管理范围划界 130 公

里。深入推进“无违建河道”创建，实现市级以上河道基本无违

建。推进百河综治工程建设，完成中小流域综合治理 2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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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河湖岸线管理保护，新增水域面积 0.21 平方公里。 

2、河（湖）长制标准化管理行动。落实全面推行湖长制有

关工作要求，出台市县湖长制实施方案，按要求完成湖长设置。

完善河长制，完成“一河（湖）一策”、“一河（湖）一档”工作，

贯彻落实《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健全相关制度规范。进一步

优化河湖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全面推行河长在线考核。规

范河（湖）长制工作培训，开展至少 1 次以上河长制专题培训。

启动河湖标准化管理工作，建设第一批河湖标准化管理县 1 个。

（四）聚焦依法治水、科学治水、铁腕治水、全民治水，

强化保障措施 

严格执法，做好中央环保督察涉水问题的整改落实。按照

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制定“碧水”行动十大专项的实施方

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责任分工。强化督查考核，对治理效

果不明显、水质改善不明显的断面和河道及工作不力、进展缓

慢地区实行预警或约谈。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有效载体，加强

宣传引导，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加强治水志愿服务队伍和体系

建设，建立群众参与机制，深入推动全民参与治水工作，构建

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行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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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设区市“五水共治” 

（河长制）工作责任书 

一、责任主体 

台州市人民政府 

二、2018 年工作任务 

（一）聚焦“污水零直排区”创建，高标准巩固提升治污成果

1、“污水零直排区”创建行动。完成辖区内所有排污单位和

区块的全面排查，根据排查结果完成项目整治清单和设区市、

县（市、区）、镇（街道）等各级“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方案的

编制和备案工作。进一步加强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分类推进工

业集聚区、城镇生活小区和其他类“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年

完成 4 个工业集聚区、9 个城镇生活小区和 10 个镇（街道）“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 

2、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行动。全面开展污水管网底账、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排摸工作，统筹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与

改造，建设改造城镇污水管网 280 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24.4

万吨/日。启动 26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其中主

体完工 15 座，开工 11 座。 

3、水环境质量提升行动。切实巩固剿劣成果，严防反弹回

潮，V 类水质断面减少 2 个，10 个国家水十条地表水考核断面

中Ⅲ类以上水质达到 70%以上，地表水省控断面Ⅲ类以上水质

比例达到 61.5%以上，4 个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级别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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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涉水行业环境管理，完成涉水特色行业规模企业整治40家，

完成省下达的淘汰落后和严重过剩产能、整治‘脏乱差’‘低小散’

问题企业（作坊）任务。 

4、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行动。强化入海排污口整治，加强对

入海排污口（入海河流、溪闸）基本信息、排污与管理状况进

行动态管理，完成 6 个入海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提升。加强直排

海污染源环境监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加强港口船舶污染控

制，新投入使用的沿海船舶执行新标准，落实船舶污染物接收、

转运、处置监管制度。完成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水域环

境应急能力建设年度工作任务。 

5、农业农村治理提升行动。着力深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存栏 500 头以上规模养殖（猪）场全面建设封闭式集粪棚，敏

感区域大型规模养殖场逐步建设臭气收集系统。确保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第三方抽查运行合格率 100%。推进美丽牧场建设，开

展 21 个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示范点建设。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运维管理，开展出水水质监督性监测，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标准化运维试点 83 个。加强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发布县级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 9 个，开展水产养殖尾水生态化治理示

范场（点）建设 55 个。 

（二）聚焦防洪排涝，统筹推进保供水、抓节水 

1、防洪排涝行动。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和灾后薄弱环节建设，

大力推进“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重大工程前

期工作，力争新开工建设 2 项，全年确保完成投资 41.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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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城镇防汛排涝处置能力，增加应急设备 4000 立方米/时，建

设雨水管网 70 公里、改造雨污分流管网 30 公里、清淤排水管

网 1200 公里。有序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实施工作，完成 251

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验收。 

2、饮用水源达标行动。加快全面清理饮用水源安全隐患，

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地“一源一策”管理机制，提高规范化建设

水平。加强良好水体保护，开展长潭水库生态安全评估。加强

水资源保护，协调推进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确定、重要饮用水水

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建立健全水源地安全评估制度。 

3、全民节水护水行动。实施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完

成玉环市、椒江区、温岭市、黄岩区、三门县、路桥区等 6 个

县（市、区）国家达标任务。倡导工业节水，推进实施清洁生

产企业审核，完成绿色企业、节水型企业创建任务。加快推进

大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高效节水灌溉“四个百万工程”。加

强再生水利用，进一步控制漏损率，完成“保供水”、“抓节水”

目标任务。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13%，新建供水管网 70 公里，改

造供水管网 60 公里，建设 421 处屋顶集雨等雨水收集系统，改

造节水器具 0.41 万套，改造“一户一表”0.35 万户。 

（三）聚焦“美丽河湖”创建，高水平落实河（湖）长制 

1、河湖生态修复行动。全域改善“水生态”、全力营造“水

景观”、全面彰显“水文化”、全线强化“水管控”，建成美丽河湖

10 条（个）。持续开展河湖库塘清淤，探索建立清淤轮疏长效

机制，完成河湖库塘清淤 840 万立方米，建立河湖库塘清淤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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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机制建设县 1 个。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和河湖岸线管理保

护工作，累计完成河道管理范围划界 1350 公里。深入推进“无

违建河道”创建，实现市级以上河道基本无违建。推进百河综治

工程建设，完成中小流域综合治理 25 公里。加强河湖岸线管理

保护，新增水域面积 3.28 平方公里。推进生态水电建设，完成

增效扩容改造及生态修复农村水电站 7 座。 

2、河（湖）长制标准化管理行动。落实全面推行湖长制有

关工作要求，出台市县湖长制实施方案，按要求完成湖长设置。

完善河长制，完成“一河（湖）一策”、“一河（湖）一档”工作，

贯彻落实《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健全相关制度规范。进一步

优化河湖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全面推行河长在线考核。规

范河（湖）长制工作培训，开展至少 1 次以上河长制专题培训。

启动河湖标准化管理工作，建设第一批河湖标准化管理县 2 个。

（四）聚焦依法治水、科学治水、铁腕治水、全民治水，强

化保障措施 

严格执法，做好中央环保督察涉水问题的整改落实。制定

“碧水”行动十大专项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责任分

工。强化督查考核，对治理效果不明显、水质改善不明显的断

面和河道及工作不力、进展缓慢地区实行预警或约谈。充分利

用各种媒体和有效载体，加强宣传引导，畅通群众监督渠道；

加强治水志愿服务队伍和体系建设，建立群众参与机制，深入

推动全民参与治水工作，构建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行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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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设区市“五水共治” 

（河长制）工作责任书 

一、责任主体 

丽水市人民政府 

二、2018 年工作任务 

（一）聚焦“污水零直排区”创建，高标准巩固提升治污成果

1、“污水零直排区”创建行动。完成辖区内所有排污单位和

区块的全面排查，根据排查结果完成项目整治清单和设区市、

县（市、区）、镇（街道）等各级“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方案的

编制和备案工作。进一步加强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分类推进工

业集聚区、城镇生活小区和其他类“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年

完成 3 个工业集聚区、12 个城镇生活小区和 10 个镇（街道）“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 

2、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行动。全面开展污水管网底账、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排摸工作，统筹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与

改造，建设改造城镇污水管网 100 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6

万吨/日。启动 2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开展前

期并完成可行性研究）。 

3、水环境质量提升行动。切实巩固剿劣成果，严防反弹回

潮，12 个国家水十条地表水考核断面中Ⅲ类以上水质达到

100%，地表水省控断面Ⅲ类以上水质比例达到 100%。加强涉

水行业环境管理，完成涉水特色行业规模企业整治 10 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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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下达的淘汰落后和严重过剩产能、整治‘脏乱差’‘低小散’问题

企业（作坊）任务。 

4、船舶港口污染防治。完成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

染水域环境应急能力建设年度任务，按要求推进 100-400 总吨

内河运输船舶生活污水收集存储装置加装改造相关工作。 

5、农业农村治理提升行动。着力深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存栏 500 头以上规模养殖（猪）场全面建设封闭式集粪棚，敏

感区域大型规模养殖场逐步建设臭气收集系统。确保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第三方抽查运行合格率 100%。推进美丽牧场建设，开

展 18 个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示范点建设。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运维管理，开展出水水质监督性监测，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标准化运维试点 36 个。加强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发布县级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 9 个，开展水产养殖尾水生态化治理示

范场（点）建设 5 个。 

（二）聚焦防洪排涝，统筹推进保供水、抓节水 

1、防洪排涝行动。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和灾后薄弱环节建设，

大力推进“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重大工程前

期工作，力争新开工建设 2 项，全年确保完成投资 14.9 亿元。

提高城镇防汛排涝处置能力，增加应急设备 1000 立方米/时，建

设雨水管网 40 公里、改造雨污分流管网 30 公里、清淤排水管

网 1100 公里。有序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实施工作，完成 204

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验收。 

2、饮用水源达标行动。加快全面清理饮用水源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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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地“一源一策”管理机制，提高规范化建设

水平。加强良好水体保护，开展紧水滩水库、千峡湖（滩坑水

库）等省级以上重点湖库生态安全评估。加强水资源保护，协

调推进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确定、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

标建设，建立健全水源地安全评估制度。 

3、全民节水护水行动。推进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倡

导工业节水，推进实施清洁生产企业审核，完成绿色企业、节

水型企业创建任务。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高效

节水灌溉“四个百万工程”。加强再生水利用，进一步控制漏损

率，完成“保供水”、“抓节水”目标任务。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13%，

新建供水管网 30 公里，改造供水管网 30 公里，建设 250 处屋

顶集雨等雨水收集系统，改造节水器具 0.22 万套，改造“一户一

表”0.16 万户。 

（三）聚焦“美丽河湖”创建，高水平落实河（湖）长制 

1、河湖生态修复行动。全域改善“水生态”、全力营造“水

景观”、全面彰显“水文化”、全线强化“水管控”，建成美丽河湖

9 条（个）。持续开展河湖库塘清淤，探索建立清淤轮疏长效机

制，完成河湖库塘清淤 100 万立方米。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界

和河湖岸线管理保护工作，累计完成河道管理范围划界 1250 公

里。深入推进“无违建河道”创建，实现市级以上河道基本无违

建。推进百河综治工程建设，完成中小流域综合治理 42 公里。

加强河湖岸线管理保护，新增水域面积 1.7 平方公里。推进生态

水电建设，完成增效扩容改造及生态修复农村水电站 6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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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湖）长制标准化管理行动。落实全面推行湖长制有

关工作要求，出台市县湖长制实施方案，按要求完成湖长设置。

完善河长制，完成“一河（湖）一策”、“一河（湖）一档”工作，

贯彻落实《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健全相关制度规范。进一步

优化河湖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全面推行河长在线考核。规

范河（湖）长制工作培训，开展至少 1 次以上河长制专题培训。

启动河湖标准化管理工作，建设第一批河湖标准化管理县 2 个。

（四）聚焦依法治水、科学治水、铁腕治水、全民治水，

强化保障措施 

按照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制定“碧水”行动十大专项

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责任分工。严格执法。强化

督查考核，对治理效果不明显、水质改善不明显的断面和河道

及工作不力、进展缓慢地区实行预警或约谈。充分利用各种媒

体和有效载体，加强宣传引导，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加强治水

志愿服务队伍和体系建设，建立群众参与机制，深入推动全民

参与治水工作，构建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行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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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级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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