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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水灌溉工作取得

新突破
2017年以来，全市水利系统严格按

照节水年行动方案的要求，以发展农业
节水灌溉为重点全力开展节水工作，各
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继续大力推
进阳信智能节水灌溉新模式，高规格组
织召开了现场推进会议，市委副书记、
市长崔洪刚亲自对节水灌溉和农业水
价改革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全市累
计完成投资2.65亿元，建成节水灌溉面
积36.1万亩，其中小型节水灌溉面积24
万亩，小农水重点县高标准农田12.1万
亩。在邹平、博兴两县 8 万亩井灌区，
探索推行大田粮食作物滴灌水肥一体
化，效果显著。我市节水灌溉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受到了各级领导及社会群
众的充分肯定。2017年7月，省政府研究
室赴阳信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形成了调
研报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群，副省
长于国安做了专门批示。截至目前，我
市的节水灌溉工作吸引了吉林省、青岛
市、临沂市、济宁市等35地市1500人次
调研学习，为全国、全省节水农业发展
提供了滨州经验。

二、全省农村水利工作
现场观摩会议在我市召开，
林水会战提档升级成效显著

2017 年 12 月 19 日-21 日，全省农
村水利工作现场观摩会议在我市召开，
对我市部分县区农田水利各项工作进
行了观摩学习。省水利厅厅长刘中会、
省水利厅副厅长曹金萍、省水利厅副巡
视员宋书强参加现场观摩。市委副书
记、市长崔洪刚，副市长贾善银等参加
观摩活动。我市在现场观摩会议上做
了典型发言，详细介绍了农田水利建设
方面取得的经验，提出了围绕完善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八大网络”的构想。各
级领导及参会人员对我市农田水利工
作给予了高度评价。2017年以来，按照
市委、市政府要求，扎实开展水利会战提
档升级工作，重点实施节水增效、饮水提
升、蓄水增容、清河护水、生态保水、改革
管水六大水利工程，实现农村供水由面
上覆盖向规模化提升转变，河道水系由
传统清淤整治向生态化综合治理转变，
工程建设由“以建为主”向“建管并重”
转变，达到“耕地灌区化、灌区节水化、
节水长效化、环境生态化”的建设目标，
农田水利各项工作实现了提档升级，为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生态奠定了
坚实基础和保障。

三、小开河湿地成功创
建为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建
设再添新彩

2017年12月8日，小开河湿地公园
通过专家最终评审，被正式确定为“国
家级湿地公园”试点，这是山东省首个
国家级引黄灌区湿地公园，也是滨州市
第四个“国家级湿地公园”。小开河生
态湿地项目是我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的重要示范项目之一。多年来，水利
部门积极运作，先后投资1600余万元，
完成了湿地土地流转、西岸道路外移、
东岸道路硬化、水土保持、水系连通、植
树绿化、配套设施建设等工作，把小开
河生态湿地建设成为了集蓄水沉沙、生
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修复、旅游观光、水
文化承载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特色湿
地。经过三年的努力，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我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实
施方案确定的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全市
累计完成重点工作100项，完成投资73
余亿元。12 个亮点示范项目全部完
工。年内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62平
方公里，实施生态修复 20 平方公里，
超额完成省、市下达的任务指标；积
极开展水生态文明宣传，成功举办

“人水情·滨州韵”摄影展，编制完成
水生态文明城市读本、编发中小学读
本，增强广大学生的水生态意识，联
合住建局等单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了限水体验日活动，进一步增强全社
会的水危机、水安全意识。目前，我市
正在按照水利部门要求，扎实做好材料
整理，严格做好报验准备，力争早日挂
牌成功。

四、河长制全面实施
2017年以来，市县两级水利部门严

格按照全面实施河长制的要求，超前谋
划、加强领导、强化措施、创新推进，各
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全市累
计公布488条河湖6140名河长，建立起
完善的组织体系；在全省第一个创立并
严格实行河道警长制，全市累计公布河
道警长 137 名，全力为河长制保驾护
航；在全省第一个实行了市几大班子厅
级领导任河长的工作机制，27名市级干
部任市级河道河长，分管副市长任办公
室主任，协同部署相关工作，保证了工

小开河沉沙池生态湿地小开河沉沙池生态湿地

徒骇河廿里堡闸重建工程全面开工 徒骇河河道管护队伍

作顺利开展；在全省第一个建成了河长制
信息管理平台系统并投入使用运行，依托

“智慧水利”信息化系统，开发河长制专用
APP，实行河湖动态监管；在全省第一个完成
了各级河道公示牌的安装，完成设立安装公
示牌2691块，全面接受群众监督。创新完善
工作机制，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印发了9项制
度，推进河长制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对河湖
实行全覆盖管护，落实160余条河道河管员
3000多名，开展全市“清河行动”，利用两个月
时间实施了“清河攻坚”，完成清理违法事项
2620处，河湖管理秩序显著改善。

五、106项指标监测能力的
市级水质检测中心建成使用，城乡
饮水安全工作取得新进展

2017 年，全市水利部门以提升农村公
共供水服务水平为目标，狠抓供水行业管
理和水质提升，饮水安全各项工作实现了
提质增效。其中，累计完成投资800万元，
建成了具备106项指标（国家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检测能力的市级城乡供水水质检
测中心，对全市源水、出厂水和末梢水开展
季度抽检，检测结果及时反馈各县区水利
部门主要负责人，并随时改进生产工艺，有
效提升了供水水质；实施了滨城区、邹平县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新增供水受

益人口 23.8 万人；实施了无棣县供水水厂
和供水主管网更新改造工程，完成融资1.6
亿元，全县3处水厂全部引入臭氧除藻和活
性炭吸附深度处理技术；以惠民县为试点，
推广使用水质净化处理设备，目前211个村
庄1.6万群众喝上纯净水；加强供水企业规范
化管理，常态化开展供水水厂专项检查和人
员业务培训，惠民县李庄水厂、孙武水厂和博
兴县相周水厂成功入选省级规范化水厂。

六、市水利局成功争创为省
级文明单位

2017年以来，市水利局以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四比八看八
争”活动为契机，全力开展了省级文明单位
创建活动。年初，市水利局召开了专题动
员会议，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编发了实施方
案，列出任务分解及活动安排表，层层加
压、层层带动，做好文明创建文章。在省级
文明单位创建过程中，全力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纪律、工青妇团等活动开展，创
新“走出去，请进来”载体，通过组织干部职
工到滨州市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举办

“听党课，做一名合格党员”党性教育主题
培训、开展“文明出行大讨论”征文等活动，
提升干部职工综合素质，积极营造“创先争
优”的浓厚氛围。一年来，水利系统获得了

全国“书香三八”活动优秀组织奖，在全市
五名获奖人员中独占三席；在全省农林水
系统乒乓球比赛获得团体第一名，个人第
二名和第七名，并获得优秀组织奖；在全省
业务技能大赛中获得二等奖、三等奖和优
秀奖各一名；市水利局在市级运动会获得
了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广播体操比赛一
等奖、男足五人赛第六名、扑克比赛第四
名、全市健美操团体赛第二名、全市演讲比
赛三等奖等诸多好成绩，文明创建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2017年11月，市水利局被
正式确定为省级文明单位。

七、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全面
完工并引蓄水

我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概算总投资
31.87亿元，工程内容为新建博兴县博兴水
库、锦秋水库和邹平县辛集洼水库，配套建
设邹平县韩店水库和魏桥水库引水工程，
每年为我市新增 1.505 亿立方米的长江水
引蓄能力。2017 年，在前期工作基础上，
我市完成了辛集洼水库和博兴水库坝顶
道路硬化、草皮护坡、防浪墙、截渗沟衬
砌、防护网、胡楼提水泵站等配套工程全
部尾工建设，完成投资 5000 万元，按时完
成省、市确定的建设任务。在此期间，我市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成功试运行并调引了

1600万立方米长江水。市南水北调局被评选为全省
水利系统先进集体，被市总工会表彰为第十届全市职
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并被授予滨州市五一劳动
奖章荣誉称号。

八、徒骇河廿里堡闸重建工程全面
开工，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成效显著

2017年，市县两级水利部门抢抓工作机遇，全力
抓好资金项目争取，重点抓好建设项目推进，严格做
好进度、质量管理，重点水利工程顺利推进，圆满完成
各项工作目标。狠抓资金项目争取，全市累计争取项
目资金4.9亿元，其中省级以上无偿资金4.02亿元；徒
骇河廿里堡闸除险加固工程全面开工建设，该工程总
投资8346万元，年内完成投资5000余万元，超额完成
年度任务目标；年度城区水系建设项目成效显著，南
环水系中段土方治理工程顺利完工，完成投资8200万
元，开挖土方95.59万立方米，治理河道9.98公里；北
环河码堡路桥工程建成通车，完成投资800万元；西沙
河综合治理工程完成投资1814万元；张肖堂干渠黑臭
水体治理工程完成投资1200万元；年度中小河流治理
任务顺利完成，总投资 4289 万元，治理长度 21.87 公
里；雾蓿洼水库工程通过蓄水验收，建设完成后水库
总库容达900万方，年可供水量2318.60万立方米；实
施完成小开河灌区2017年度项目，投资5000万元。

九、“智慧水利”信息化建设全面推
进，防灾减灾水平实现提升

2017年以来，针对强降雨频发、旱涝急转等防汛
抗旱工作实际，市县两级防汛部门以提升防汛抗旱应
急能力为核心，以队伍建设和物资储备为重点，以防
汛信息化建设为载体，全力提升防汛抗旱应急能力。
狠抓防汛信息化建设，整合市水文局、市气象局雨情
发 布 系 统 ，保 障 汛 令 、灾 情 等 信 息 及 时 上 传 下
达。实施完成“智慧水利”一期工程，对河道大闸
视频监控进行了加密和整合，逐步实现了防汛抗
旱信息的智能处理。切实抓好队伍建设，市、县
两级成功举行全市防汛抢险应急知识和实战技
能培训，基层防汛骨干 260 余人参加了培训，会同
滨州武警支队、黄河河务局联合建设两支市级防
汛抢险队，人员 100 余人，提升了应急抢险能力；强
化值班值守和信息上报，及时调度强降雨区域农田
内涝和工程运行情况，强化工程值守和现场报汛工
作。主汛期防汛值班双岗双责，高效准确处置各种
突发汛情。科学调度抓好抗旱，针对年初出现的较
重旱情，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引水抗旱工作，累计引
黄河水 16.38 亿立方米，实现累计抗旱浇灌511.3万亩
次，挽回粮食损失 15.49 万吨，挽回经济损失 3.06 亿
元，将旱灾损失降到了最低。

十、122个违法排污口封堵完毕，水
资源管理工作稳步开展

2017年，市县两级水利部门以环保督查问题整改
为契机，积极主动联合环保部门做好排污口排查整
治。先后两次开展了摸底排查，累计排查各类排污口
576处，其中122处依法取缔并封堵完毕；65处实施规
范管理，389处实施纳网改排措施。充分利用环保部
门监测平台，共享环保部门在线监测成果。加强水资
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管理，严格用水总量控制，累计
共审查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报告表35个，保有取水许
可证631套，做好水资源统计工作，积极推进了水资源
费改税改革；严格开展地下水综合治理，从严地下水
取水许可审批管理，严格开展封井并网，封填深层承
压水井37眼，压减超采量341.8万立方米，通过节水灌
溉，压减浅层地下水163万立方米。全力推进博兴县
地下水水源转换工程，年内完成资金5450万元。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光峰在徒骇河廿里堡闸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洪刚现场调研节水灌溉工作

南水北调干渠滨州段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正式开闸引蓄长江水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节目展演“十送红军”

市直水利系统篮球比赛 四比八看八争演讲比赛

7720182018 年年11月月55日日 星期星期五五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邱芹邱芹 程海莉程海莉
两会特刊两会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