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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市水利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
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严格遵循“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的新时期治水方针，以系统治水为导向，以生态河湖行动为统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建设
为保障，统筹抓好水利建设、管理和改革工作，全面推进“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完成了各类
水利建设投资，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水利保障。

“十三五”期间，淮河入江水
道湖西大堤、运河西堤、高邮湖
一线控制建筑物等工程已全部
完工并通过水利部淮委验收，防
洪标准达到百年一遇。完成高
邮湖堤顶道路建设约 110 公

里。其中新老王港闸拆建工程
获得水利部淮委“2016—2017
年度治淮建设文明工地”表彰，
2018年再获江苏省水利工程文
明工地称号。南水北调一期配
套工程大运河沿线7座闸洞完成
安全鉴定，子婴闸、车逻闸、界首
小闸已批复，目前已组织实施。
区域治理工程完成了区域骨干
河道横泾河上段整治，开展了毛
港排涝站初步设计编制工作，实
施了北澄子河上段区域治理工
程。区域防洪标准基本达到10
至20年一遇，排涝标准接近10
年一遇。

“十三五”期间，城区防洪工
程共整治河道14.0km、新增抽排
动力20m3/s，完成了支农河、玉
带河水系、中大沟、腰圩河、新华
河、先锋支河、亿泰东渠、新畅路
西河、腰庄河、香沟河（东段）、南
澄子河（盐河—外环路）、万斤河
等河道整治工程，以及大寨河闸
站（6m3/s)、序贤河闸站（2m3/s)
和东部新城南澄子河东、西闸站
（8.0m3/s、4.0m3/s）的建设，城区
及重点集镇基本能抵御50年、20
年一遇洪水，城市内涝基本消
除。特别是2019年汛期，出现了

60年一遇罕见的旱情，我市充分
发挥河湖调度工程效益和社会
效益，实现了大旱之年无大灾，
并为国控三垛西大桥断面水质
达标作出了积极贡献。

“十三五”期间，我市持续加
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组织
实施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中小
河流治理重点县、小型农田水利
重点县、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规
划田间工程、农村河道疏浚整
治、农村生态河道建设等项目，
农村水环境持续改善，农田水
利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
高邮灌区节水改造项目，围绕
建设“现代化节水生态型灌区”
的总体目标，完成投资3.02亿
元，实施了一批骨干工程更新改
造，建设了智慧灌区信息化管理
系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生态
和社会效益。高邮灌区也成为

我市水利发展成果对外展示的
重要窗口，是全省灌区建设的一
面旗帜，作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中国水利》的宣传典型，现在
每年有十多批次省内外灌区同
行学习高邮灌区建设管理的经
验做法。开展“四河四路”先导
区乡村振兴试验区水利专项规
划研究，组织项目建设。完成全
市107.3万亩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目标任务，完成小型水利工程
管理体制改革、农田水利设施产
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
制试点并通过省级验收，水利改
革成果被《新华日报》等多家新
闻媒体宣传报道。

“十三五”期间，我市累计投
入6亿多元，对全市城乡供水水源
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实施了东北
片区域供水提标升级、城区一二
水厂取水口调整及二水厂深度处
理、湖西菱塘水厂扩建和深度处

理、高邮湖马棚湾应急备用水源
建设等工程。开展饮用水源地达
标建设并顺利通过省市级验收，
水源地长效管护全面落实。改造
城乡供水支管网400公里，推进
自来水深度处理和二次供水设施
改造，打通供水安全“最后一公
里”。创建省、市级节水型载体74
家，对4家企业开展用水审计，实
施合同节水项目1个，成功摘得

“国家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金
字招牌，水利局机关通过水利行
业节水机关建设初审考评，灌区
管理处荣获2017年度扬州市首
批水效领跑者荣誉称号。

“十三五”期间，水利部门组
织实施了高邮市黑臭河道三年综
合整治方案，完成38条城乡黑臭
河道治理，率先在扬州地区实现
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实施城区水系沟通、东部新城生
态水系治理，完成城区活水源头
琵琶洞、城河沿线截污管道改造；
建成8处文明城市创建河道主题
公园，市河被扬州评为“最美河
道”；投资12亿元推进污水治理，
完成开发区、高新区污水处理厂
改扩建，建成珠光、三垛、临泽、卸
甲4座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和运东
20个集镇“十个必接”污水支管

网配套工程，在苏北、苏中地区率
先实现建制镇污水收集处理全覆
盖；完成全市入河排污口调查摸
底、复核及整治方案编制，结合河
道整治改造沿线问题排口，巩固
水生态环境治理成效，高分通过
省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验收。

“十三五”期间，我市严格落
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连续
三年考核取得优秀。积极开展
全市取水工程核查登记工作，共
登记取水项目169个、取水设施
356个，完成整改取用水不规范
问题23个。认真开展全市用水
统计工作，积极组织重点用水户
注册上报季度年度用水量，进一
步严格控制全市用水总量。严
格规范我市取水许可、水资源论
证报告书审查等工作，水资源管
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全面推进
河湖长制工作，建立健全县乡村

三级河道“河长制”管
理机构，完成扬州市交
办 204 处“两违三乱”
问题销号。创新“河长
制+”工作体系，对市属
河湖实行市场化管护，
实现河湖库渠河湖长
制全覆盖，连续多年在
扬州市河湖长制年终
考评中获得第一名，

“河长制+”改革经验在
全省推广。编制《高邮市河湖管
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
范围划定实施方案》，划定河湖
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
护范围。编制高邮湖退圩还湖
规划、里下河退圩还湖规划，积
极推进高邮湖退圩还湖工作，开
展小型水利工程管理试点、河湖
和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划界项目
建设，完成红星、夏庄水库规范
化创建工作，进一步提高河湖管
理保障能力，多次荣获“江苏省
南水北调河道工程”优秀管理单
位称号。

“十三五”期间，我市制定出
台《高邮市居民住宅二次供水管
理办法》等相关文件，建立健全
三级联动水利综合执法工作机
制，初步实现水行政执法巡查网
络全覆盖，顺利通过省级水利法

治建设示范点验收，荣获了“全
省水利法治建设示范点”称号。
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和政策引导，
为发展民生水利提供资金保障，
累计完成重点水利工程投资
36.53亿元，其中向上争取资金
7.4亿元。不断加大水利人才队
伍建设和培养，特别是基层站所
人才引进，先后公开招聘60多名
大学生。成立高层次人才协会
水利分会，培养省水利系统111
人才1名、扬州市中青年专家1
名、高邮市中青年专家1名、高邮
市秦邮英才1名。

“十三五”期间，我市不断加
大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力度，相继
出台《高邮市水土保持管理办
法》《高邮市水土保持目标责任
考核实施办法（试行）》《高邮市
水土保持规划实施情况考核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等文件，作为
水土保持工作的政策依据。在
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中，率先成立
水利科技和水土保持中心，具体
承担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等事
务。完成《高邮市水土保持规划
（2020—2035年）》编制工作，为
今后全市水土保持的预防及治
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一批“未

批先建”“未验先投”的水土保持
违法建设项目进行了核实查处，
并发放“整改通知书”，共征收水
土保持补偿费58万元。通过对
湖西丘陵区小流域进行综合治
理，先后成功创建林庄冲、万庄
冲、五星冲等3处“生态清洁型”
小流域。

“十三五”期间，市水利局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武
装头脑，扎实开展第二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切实
做到边学边改、即知即改、真抓
实干。通过开展“学习新思想，
担当新使命，建设水生态，服务
高质量”主题活动，梳理出一批
与新时代要求、高质量发展不相
适应的问题短板和焦点难点。
成功举办水利系统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和“我与水
利共成长”主题征文、“坚守初
心、铸就水利梦想”主题演讲等
活动，营造了抓党建、促发展的
浓厚氛围。

“十三五”期间，按照市委、市政府机
构改革部署要求，水利部门完成了机关

“三定”方案，进一步规范了编制管理，优
化了资源配置，理顺了人员关系。在此
基础上，全面简化优化服务，不断深化行
政机构改革，对接认领涉水监管事项27
项、监管清单27个，调整后行政权力事
项233项。深化水利“放管服”改革，强
化“双随机、一公开”，落实“互联网+监
管”“投资在线平台”建设，全面践行

“3550”工作时效和“不见面”审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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