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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政办字〔2020〕27 号

昌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昌乐县美丽示范河湖建设实施方案

（2020—2023 年）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首阳山旅游度假区、

高崖水库库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单位：

《昌乐县美丽示范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0—2023 年）》已

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昌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3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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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县美丽示范河湖建设实施方案
（2020—2023 年）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赶超发展，根据市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潍坊市美丽示范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0—2023

年）〉的通知》（潍政办字〔2020〕41号）和县总河长令《关于加

快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暨全面构建美丽河湖的通知》（〔2020〕第 1

号）要求，现就全县开展美丽示范河湖建设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聚焦管好“盆”和护好“水”，统

筹“五水共享、四水共治”，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为出发点，高质量、高标准推进美丽示范河湖建设，

到 2023 年，全县 40 条河流、122 个湖库全部达到美丽示范河湖

建设标准并通过验收，全面建成河湖安澜、生态健康、水清岸绿、

人文彰显和智慧管护的昌乐特色美丽示范河湖。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安全第一。把提高水旱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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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紧盯省委、省政府“根治

水患、防治干旱”治水目标，着力补齐防洪薄弱短板，完善防洪

抗旱工程体系，提升防洪减灾能力。

（二）坚持生态优先。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加强河岸生态化建设，构建河湖连通、枯

丰相济的水网格局，实现河湖生态修复与保护。

（三）坚持全域统筹。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的理念，综合施策，全域治理。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美丽示范河

湖建设与美丽城镇、美丽乡村建设统筹谋划、同步推进。

（四）坚持因地制宜。针对河湖水系以及城镇河段、乡村河

段等不同特点，根据河湖布局和功能等，因地制宜合理确定美丽

示范河湖建设标准和治理方式，彰显本土化、个性化。

（五）坚持人水和谐。保护河湖自然形态，挖掘河湖文化，

因地制宜搭建亲水便民配套设施，打造保障生态、绽放美丽、承

载福祉、寄托乡愁的沿河沿湖美丽风景线，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

三、建设标准

（一）河湖安全畅通。重要河道、重点河段防洪除涝标准符

合防洪除涝规划要求，病险水库基本消除防洪隐患，涉水构筑物

和工程设施完好、堤岸无坍塌现象，无明显淤积或阻碍行洪、影

响河湖流畅的设施，水旱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强。

（二）河湖生态健康。水网格局完善，水资源配置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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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污水直排，无黑臭水体，面源污染有效遏制，水体感官良好。

水质达到水功能区划水质目标或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市控以上

重点河流全部达到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三）河湖空间整洁。河湖管理范围界线明确且沿河定界设

施完整，无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河湖“四乱”问题，河势

稳定，河湖水面及岸坡无垃圾、废弃物、漂浮物等。

（四）河湖景观优美。河湖自然形态良好，岸线绿化符合要

求，滨水滨岸地带自然优美，河湖岸线滩地、湿地保护完好，沿

岸景色靓丽。

（五）河湖文化彰显。将历史文化融入到美丽示范河湖建设，

充分挖掘沿岸河湖地域特色水文化。定期组织水知识、水文化科

普和宣传教育，积极宣传报道美丽示范河湖建设，营造公众共同

参与的良好氛围。

（六）管护智慧规范。河湖管护体制机制健全，河湖保洁及

养护有稳定经费渠道，河道日常管护到位。一河（湖）一档、岸

线利用规划编制完成，河湖划界全面完成。河湖管护信息化、智

慧化程度高，河湖监管、监测体系健全。

四、主要任务

（一）完善现代水网体系

依托我县“一主两辅，三线四库，双水源运行”的供水规划

模式，实施“一管线二调蓄”、城区环状供水管网工程，加强水

资源时空调配能力建设，时间上实现丰蓄枯用，空间上实现丰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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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完善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全面提升骨干河流的防洪标准，

加快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建设，增强防洪减灾能力。加强水文、气

象、通信等防洪指挥系统的非工程体系建设，切实提高河湖洪水

的监测预报和科学调控水平。建立健全应急协调联动机制，修订

完善应急调度方案，统筹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定期开展演练，全

面提升水旱灾害综合防治能力。（责任单位：县水利局、县住建

局、县应急局、县气象局）

（二）强化河湖生态修复

1．优化水资源配置。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求，兼顾

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配置客水、地表水、地下水和非

常规水，最大限度保障河湖生态水量。（责任单位：县水利局）

2．加强水污染防治。实施涉水工业企业综合治理，开展全县

黑臭水体整治，实施全县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工程，进一步完善

全县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实施农药

减量控害工程、化肥减量增效工程和有机肥增施替代工程，杜绝

河道内乱倒垃圾和农作物秸秆等固体废物。到 2023 年，水质达到

水功能区划水质目标或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市控以上重点河流

全部达到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未划定水功能区划的河湖，水质

不得低于干流水质目标 1 个水质类别（若干流也未划定水功能区

划，水质不得低于Ｖ类），消除黑臭水体。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 95％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3.8％。全县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建率达到 100％，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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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污处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以上。（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昌乐分局、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畜牧业发展中心，各镇

街区）

3．开展水生态治理。持续开展河湖清淤工程和水生生物增殖

放流项目，年度放流 36.36 万尾以上，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做

好水土保持工作，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计划实施 1 个水土保持

重点工程，全县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8 平方公里。（责任单

位：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各镇街区）

（三）加大水生态景观建设

把河流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

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保护。以

水域（水体）或水利工程为依托，积极推进水利风景区建设，创

建具有昌乐人文特色的国家级、省级水利风景区。在确保安全和

生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推进滨水休闲绿道、滨水公园、亲水设

施建设，实现一地一风景、一域一风情，切实增强居民和游客的

幸福感、获得感。（责任单位：县水利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住建局、县教育和体育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各镇街区）

（四）加快推进水文化建设

充分挖掘河湖治水文化和人文历史，加强水利工程和水文化

遗址保护与修复，提升美丽示范河湖内涵和品质。围绕河湖水系，

打造沿河湖水文化特色镇、民俗村和田园综合体，营造“山水与

城乡相融、自然与文化相益”的滨水文化景观，增强河湖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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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责任单位：县水利局、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化和

旅游局，各镇街区）

（五）建立规范高效管护体系

1．健全责任、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河长湖长负责、相关部

门（单位）配合、社会参与的河湖管理责任体系和协调联动机制。

建立健全河湖长制相关配套制度。落实巡河（湖）员责任。落实

河湖保洁及维修、养护经费。建立健全河湖监测体系，及时掌握

河湖水量、水质、水环境等情况。强化河湖日常监管，及时发现

河湖问题并随时处置，做到河湖问题动态清零。（责任单位：县

河长制办公室、县财政局，各镇街区）

2．推进河湖管护智慧化。加强河湖管理信息化建设，健全河

道、水利工程、水功能区、取排水口、水质等基础信息数据库。

在原平台的基础上，对智慧河湖系统进一步开发、提升和完善，

重点开发智能调度、监管、考核等方面的功能和河湖“四乱”问

题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实现河湖问题的高效智能处置，推进河湖

管护数字化、智慧化转型。（责任单位：县河长制办公室、县水

利局、县大数据中心、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各镇街区）

3．夯实一河一档、河湖划界、规划编制等基础工作。完成所

有河湖“一河（湖）一策”编制工作并纳入智慧河湖系统。强化

采砂管理，严厉打击盗采河砂行为。全面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划定，

并埋设好界桩和警示牌，划界成果由县级人民政府统一公告，提

供权责清晰的工作保障线。加快完成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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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工作并按程序报批，纳入同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系统，

为河湖管理和河长湖长决策提供依据。（责任单位：县河长制办

公室、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公安局，各镇街区）

五、实施步骤

（一）顶层设计。2020 年上半年，完成县级实施方案、评价

标准的制定。2020 年下半年，以镇（街、区）为单位完成辖区内

所有镇级河湖的建设方案，制定分年度实施计划。

（二）试点先行。2020 年，选取 4 条河流作为示范，严格标

准，精心打造样板，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三）全面推进。2021—2023 年，在全县推开美丽示范河湖

建设，将全县所有河流湖泊全部打造成美丽示范河湖。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美丽示范河湖领导推进工作

机制，成立县级工作专班，全力抓好美丽示范河湖建设。各镇（街、

区）要成立相应工作专班，压实工作责任，明确任务，细化分工。

各级河湖长是所负责河流美丽示范河湖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及

时研究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难点问题，确保任务完成。（责任单位：

县河长制办公室，各镇街区）

（二）加大建设投入。要加大投入力度，多渠道筹集金融资

本和社会资本，最大化整合各类资源要素，大力支持河湖治理、

管理和保护。（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各镇街区）

（三）强化工作联动。县河长办要统筹做好美丽示范河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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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相关工作，各成员单位要根据职责分工抓好工作落实。各级各

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美丽示范河湖建设信息共享、定期会商、

督导评估，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镇（街、区）要落实主

体责任，狠抓资金使用、工程进度、质量和安全，做好具体组织

实施工作。（责任单位：县河长制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各镇街区）

（四）强化督导激励。完善督促指导、激励等机制，对成效

佳、示范强的美丽示范河湖，以及在实现美丽示范河湖全域建设

中成效明显、工作突出的，给予正向激励。（责任单位：县河长

制办公室）

（五）注重宣传引导。各级各部门（单位）要利用新闻媒介，

开展多样性、活泼性、趣味性的宣传活动，切实提高美丽示范河

湖建设的参与性、知晓率和满意度，形成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

河湖、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融媒

体中心、县河长制办公室）

附件：昌乐县美丽示范河湖建设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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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昌乐县美丽示范河湖建设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组 长：相 伟 副县长、县河长办主任

副组长：刘培利 县政府机关党组成员（正科级）

张义增 县水利局局长

成 员：于洪波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正科级）、县新闻办

主任、县网信办主任

郭新光 县教育和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县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

解瑞华 县公安局副局长（正科级）

王玉洪 县财政局副局长，县国有资产运营中心主任

高新峰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级主任科员

刘文峰 县住建局党组副书记（正科级）

王振昌 县水利事业发展中心副科级干部

杨金学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正科级）

李 华 县文化和旅游局三级主任科员

孟兆福 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二级主任科员

盖树杰 县应急局副局长

赵华峰 县融媒体中心（县广播电视台）副主任（副

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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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东 县大数据中心副主任

丛志慧 县畜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吴冠楠 县气象局气象台台长

唐守亮 宝城街道一级主任科员

王志刚 东部生态新城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赵允明 朱刘街办副主任

王建军 宝都街办一级主任科员

张明春 五图街办副主任

潘世臣 乔官镇副镇长

冯大勇 营丘镇副镇长

王仁卓 红河镇副镇长

韩国文 鄌郚镇副镇长

孙建升 高崖水库库区管委会副主任、政协工作室

主任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河长制办公室，王振昌

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工作专班如有人员调整，以工作专班办公

室名义自行发文公布。



- 12 -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昌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