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城区区生生态态河河道道——————梁梁济济运运河河

莲莲花花湖湖省省级级水水利利风风景景区区

高高效效节节水水灌灌溉溉示示范范园园

泗泗河河橡橡胶胶坝坝工工程程

行业观察
6 济宁水利 2017�年 12 月 28 日 星期四

□主编 丁庆新 编辑 刘思宇 视觉编辑 张放 电子信箱 jnrbjgb@163.com

坚坚持持管管党党治治党党，，营营造造““水水清清””水水利利““良良好好生生态态””
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强化责任落实，开展教育监督，严格正风肃纪，不断打造社会
认可的“水清”水利。

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落实党委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年初对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了调整，组
织召开了党建工作会议，印发了《党建工作要点》和《党建工作任务分工》。 年内召开
了党建工作专题会议和从严治党落实主体责任会议，推行了主体责任清单管理，对局
党委、班子主要负责人、班子其他成员、直属单位和局机关科室主要负责人都建立了权
责对等、分类有序、简明易行的主体责任清单体系。 强化行业监管，各级党组织每年两
次向局党委报告落实主体责任情况，加快实现主体责任落实制度化规范化。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效落实。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及时调整局领导分工，明确党
委书记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和局领导成员责任。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发挥
理论中心组示范引领作用，制定《济宁市水利局党委中心组 2017 年理论学习计划安
排》，理论中心组开展专题学习 6 次，开展了为期四个月的党员集中培训和水利业务
能力提升培训班，组织局机关全体党员集中学习 10 多次，发放学习材料近千册。 扎实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制定实施方案，召开推进会议，制定了党委

书记抓“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责任清单，局党委委员和各党支部均落实了个人学习计
划安排。

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加强。 制定出台《关于加强队伍建设打造“水清水
利”的意见》，落实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登记报告制度，管好党员干部“八小时
以外”。 以抓学习强党性、抓支部强队伍、抓阵地强堡垒“三抓三强”活动为抓手，开展
“建过硬支部、做合格党员、当干事先锋”活动。 制定《基层党建规范提升年活动方
案》，系统内 60%的基层党支部达到规范化建设要求。加强学习阵地建设，系统各基层
党组织都明确固定场所，局直属党组织建立了党员活动室 5 个，机关建立了党委活动
室 1 处，党员活动室 6 个。 开展丰富多彩廉政文化建设，发挥网上党建平台作用，利用
“灯塔—党建在线”对系统 25 个党支部 543 名党员进行综合管理。

作风建设进一步强化。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修订完善《关于
进一步加强经费支出内部控制的通知》、《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 等规章制度。 开展
“解放思想大讨论、遵规守纪大教育、干部作风大提升”活动，进一步严明工作纪律。深
化精神文明建设，完成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任务。 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选好用好干部。积极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做好政务公开，强化水利宣传，维护
信访稳定。深化拓展干部驻村联户工作，10 个联建村、3 个“第一书记”村、2 个联建社
区生产生活环境得到大力改善。

全全面面贯贯彻彻落落实实党党的的十十九九大大精精神神
奋奋力力谱谱写写济济宁宁水水利利现现代代化化建建设设新新篇篇章章

——————22001177 年年市市水水利利工工作作盘盘点点
编者按：2017 年，市水利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水利工作方针

为指引，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全市“一二五六”发展目标和年初既定工作计划，真抓实干、积极作为，各项任务目标全面完成，水利改革发展不断迈上
新台阶，为我市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转型振兴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水利支撑保障。

坚坚持持项项目目支支撑撑，，夯夯实实兴兴利利减减灾灾““堤堤防防大大坝坝””
充分发挥重大工程破解新老水问题和保障防洪安全、 供水安

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骨干作用，强化工程质量管控、安全生产、
扬尘防治和安全度汛，确保建设速度与质量。

泗河综合开发取得新突破。 防洪堤防主体全部完工，累计新筑
加固防洪堤防 140.7 公里、完成筑堤土方 1869 万立方米，如期实现
泗河全线防洪标准达到 50 年一遇任务目标。 示范段堤顶交通道路
工程顺利启动、加快推进。 规划实施的拦河闸坝工程前期工作全部
完成，其中 4 座纳入省级雨洪资源资金补助范围，分别获得工程投
资 20%的资金补助，目前已有 3 座启动实施。

重点防洪工程建设顺利推进。开工建设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南
四湖片治理工程， 贺庄水库增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主体工程建
设，并进行了分部工程验收。 纳入国家中小河流治理规划的梁山县郓
城新河、济宁市洸府河治理、金乡县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工程吴河治
理进展顺利。 世行贷款平原洼地治理、进一步治淮洙赵新河治理工程
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其中洙赵新河治理工程质量被评定为优良等级。

现代水网工程建设成果丰硕。 圆满完成南水北调干线工程
2016 至 2017 年度调水任务，从省界调引长江水 8.89 亿立方米。坚
持当地水、黄河水、长江水“三水”联合调度，我市南水北调续建配
套工程成功试通水，9 月份向邹城正式供水，11 月份向兖州、 曲阜
供水，累计供水量 120.1 万立方米。充分利用区域水资源，我市引汶
补源水系连通工程完成立项，鱼台县滨湖水库工程开工建设。 编制
完成利用采煤塌陷地建设平原水库工程规划，努力把采煤塌陷形成
的城市“伤疤”，变成彰显城市形象的“名片”。

防汛抗旱工作取得新胜利。 汛期全市累计降雨量 535.4 毫米，
比去年同期偏多 2%，比历年同期偏多 7%。 全市各级认真贯彻落实
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工作责任制，扎实做好防汛预案修
订完善、安全隐患排查、防汛队伍建设及物料准备，严格值班值守，
加强督导检查和应急会商，取得了防汛工作新胜利，全市河湖堤防
无一决口，水库无一垮坝，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和南四湖生态用
水安全得到保障。

坚坚持持以以人人民民为为中中心心，，办办好好民民生生实实事事““暖暖民民心心””
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构建保障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

生、惠及民生的水利发展格局，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突出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超额完成去冬今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项目
3653个， 占计划的 103%。 今冬明春农建完成投资 21.4亿元， 占计划总投资的
45%。 全市新增、恢复灌溉面积 20.8万亩，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32.68万亩，改善灌
溉面积 101.7万亩，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达 0.64以上。完成 2017年度 10个小农
水重点县项目、曲阜市红旗闸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建设任务。 以 PPP模式
抓好邹城市湖水东调中型灌区改造项目，完成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维护管理任务。

突出抓好农村居民饮水安全。 全面展开嘉祥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并完
成 12 个镇街 160 个村村内管网建设，铺设村外主管道 406 公里，解决 17.6 万
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圆满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完成金乡县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省级项目，解决 6.2 万人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 规划实施 2018 至
2020 年我市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完成方案编制。

突出抓好水利移民扶持。 按时发放移民直补资金 1.2 亿元， 完成库区移民
2016 年度结余资金项目 117 个、投资 7353 万元。 完成泗水县、邹城市、梁山县
大中型水库避险解困试点第二批主体工程建设， 完成投资 7.3 亿元、 建筑面积
77.3 万平方米。开工建设泗水县第三批避险解困试点工程。开展了全市大中型水
库库区移民人口清理核查工作，共核查人口 1114 人。

突出抓好水利扶贫。 利用农田水利项目县、省财政维护项目、市财政维护项
目以及县级自筹，累计新打机井 246 眼，维修塘坝 44 个，新建配套小型泵站 16
处，维修灌溉渠道 21.63 公里，铺设灌溉管道 45.55 公里，超额完成年初任务目
标。至此，水利扶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圆满完成，全力助推全市脱贫攻坚。开展了
库区移民扶贫工作，我市获省绩效评价优秀等次。

坚坚持持生生态态优优先先，，编编织织绿绿水水青青山山““锦锦绣绣画画卷卷””
紧紧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推进绿色发展。大力实施节水行动，

扎实开展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切实提升河流、湖
泊、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统筹推进城乡水生态文明建设。

水资源保护效果明显。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动形成有利
于水资源节约保护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预计 2017
年全市用水总量在 21亿立方米左右，万元 GDP用水量为 51 立方米，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13立方米，重点水功能区达标率 70%以上，均达到控制
指标要求。完成每季度水环境网络监测及采煤塌陷地水质监测，发布水功能
区水资源状况通报。 加强全市重要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印发了《济宁市水利
局关于公布全市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的通知》，明确了 44个饮用水水源
地。 组织编制完成我市城北地下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方案。

水生态修复效果良好。 开展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整治，争取省以上扶持
资金 9500 万元，通过节水压减、水源置换等措施，压采地下水 634 万立方
米。制定我市城区自备井封停工作方案，调整领导小组，部署开展城区自备
井封停工作。 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山水田林路全面规划、综合治理，以中

央、省级水土保持生态治理项目为重点，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检查调度，大
力推进全市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0.6 平方公里。

水污染防治成效显著。 建立全市水功能区水环境监测网络，持续强化
水功能区和入河排污口监管，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南水北调核心保护区禁
止设置排污口，按照环保督察要求，开展入河排污口综合整治，共排查整治
入河排污口 445 个。 南四湖流域水环境质量连续 14 年得到改善，稳定达
到地表水三类标准，南四湖成功跻身全国 14 个水质良好湖泊行列。

水环境治理持续推进。 强力推进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围绕城市中心
区，积极建设城市水生态环境。 按照生态河道的建设目标，打造“一环八水
绕济宁，十二明珠映古城”水城风貌。 积极建设南四湖湿地，初步形成环南
四湖的水生态圈。 推进金乡县、泗水县等 4 县市区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着力打造各具特色的水生态文明城市，特别是金乡县实施“九湖五河”
水生态治理，打造了“诚信蒜都、生态水城”风貌。 今年新增嘉祥县老赵王
河省级水利风景区，全市共创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7 处、省级 18 处，排名
全省前列。

坚坚持持创创新新引引领领，，打打造造独独具具一一格格““济济宁宁特特色色””
全面落实深化改革各项措施，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着力破解发展瓶颈，

加快实现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
水利制度体系，保障水安全。

河长上岗，打好管水治水“组合拳”。全面实行河长制，全市乡级以上管理的
539 条河道、312 座水库及南四湖都有了河长， 共落实市县乡村四级河长 6187
名。 狠抓河长制相关规章制度建设，率先在山东省出台河长制工作问责办法，从
制度上明确了“问谁责、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等问责操作实践。 创新性开展
党员爱心护河行动，大力推进河湖问题排查、专项实施方案编制、“清河行动”等
基础性工作，共整治违法建筑与违法活动 5802 处，安装河长公示牌 3820 处，编
制 223 条河湖“一河一策”方案和 117 条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河湖管理
和保护范围划界方案，南四湖非法采砂实现“清零”。

改革水价，下好全省试点“先手棋”。水权水市场交易改革试点顺利通过省评
估验收。 开创性提出农业水权“三权四机制”的工作内容，开展泗河、尼山水库水
资源确权登记，探索出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的基本路径；开展再生水确权交易探索，
明确我市南水北调截蓄导用蓄水区水资源经营权，目前已向济三电厂供水，实现

了水资源的科学高效利用，也为蓄水区实现良好管理提供了保障。 启动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完成邹城市、兖州区、金乡县、鱼台县试点县任务 56.72 万亩，进一步明
晰工程水权、农业水权、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发展节水农业收到明显成效。

明确主体，构建工程管护“新格局”。邹城市、曲阜市小型水库管理改革试点
明确水库管理主体和管护责任，落实管护人员和经费，明晰工程产权，建立人员
考核、巡视检查与险情上报、维修养护等管理制度，初步构建起“专业化服务、市
场化运作、标准化考核”的小型水库管护新格局。金乡县河湖管护体制机制创新
工作，以全面推广“河长制”为核心，落实以镇、街道为管护责任主体，以市场运
作为主要手段的管护新模式。日常保洁实行专业化管理，建立较为完善的法规制
度、执法保障和监督考核体系。

深化放管服，铺设便民利企“高速路”。 认真执行“三集中三到位”制度，积
极开展审批事项合并、下放、消减工作，公布简政放权“五张清单”，将原有 13
项许可服务事项缩减为 9 项， 在压减审批事项的同时最大限度提高行政效能，
对涉及水利许可服务的所有事项，公开承诺办结时限。 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制
度，加强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监管，有效促进审批事项的规范服务。

■通讯员 满颖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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