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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波 市 鄞 州 区 水 利 局 文 件

鄞水〔2019〕45 号

宁波市鄞州区水利局关于印发《鄞州区水利系统

“治水拆违”百日攻坚实施方案》的通知

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鄞州区水利系统“治水拆违”百日攻坚实施方案》已

经局党委会议讨论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任务

分解抓好落实。

宁波市鄞州区水利局

2019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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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水利系统“治水拆违”百日攻坚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改善全区水环境质量，提升群众治水获得感，为实

现我区“治水夺鼎·品质提升”目标提供坚强的水利保障，经局

党委研究，决定从 2019 年 6 月中旬开始至 9 月底，在全区水利

系统深入开展“治水拆违”百日攻坚行动，献礼建国 70 周年。

现制定具体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了

习总书记“十六字”治水方针，认真落实省委车俊书记五水共治

“只能加强、不能放松”的批示精神，按照区委“两高四好”示

范区建设和“三个年”活动“七大行动”计划决策部署，以全区

治水拆违百日攻坚活动为契机，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引领，强化

治水责任担当，持续改善全区水环境质量，推动城市品质大提升。

二、目标任务

到今年 9月底，年度治水工程项目实现全面开工，涉水污染

源头得到全面整治，违法排水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区控以上断面

及入海河流水质持续改善并达到年度考核要求，30%的城区内河

基本实现“清澈见底”，群众治水满意度明显提升，为誓夺 2019



- 3 -

年度省“五水共治”（河长制）工作“大禹鼎”打下扎实基础。

三、工作步骤

本次百日攻坚行动自2019年 6月中旬开始至2019年 9月底

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是动员部署阶段： 6 月 15 日前制定印发“治水拆违”百

日攻坚实施方案，召开动员会议，全面动员部署，层层发动，并

营造良好的攻坚氛围。

二是集中攻坚阶段：6 月 14 日-9 月 20 日，围绕百日攻坚实

施方案，全面深入开展“七大攻坚”，推动一批治水工程落地，

攻克一批治水难题痛点，提升一批河道水质环境，力求在较短时

期内取得实质性成效。

三是总结提高阶段：9 月 21-9 月 30 日，认真总结本次百日

攻坚行动成果与经验，评估分析工作成效，查找问题和不足，启

动再整治、再规范，使突出问题真正得到治理，并建立完善一套

长效工作机制。

四、主要内容及任务分解

（一）治水项目提速攻坚

聚焦年度重点治水项目，实行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9

月底前年度治水工程项目全面开工，抓紧完工、及早见效，基本

完成省市“污水零直排区”建设验收相关工作，全力保障民生实

事工程和品质大提档行动计划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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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快治污设施建设提升。实施滨海污水处理厂提标工程，

开工建设 22 公里污水管网建设，完成南部商务区雨污管网改造

工程前期工作，实施春辉路等雨污水管网非开挖修复和长塘河、

南北河、孙马河等河道周边污水管网提标改造，完成永泰公园污

水泵站工程的 80%工程量和其他 3座污水泵站提升改造工作。加

快功能区块截污纳管改造，抓紧落实沿街店铺、学校、菜场及沿

河截污等改造项目 31 个，破解功能区块污染顽疾。突出排水许

可管理，抓紧建设完善“最后一公里”毛细收集管网，督促规范

企事业单位纳管行为，9月底前要求发放排水许可证600家以上，

各镇（街道）完成年度任务的 75%以上。同时，开展城区雨污水

管网病害排查与分析，编制完成《鄞州区城市市政雨污水管网修

复提升三年实施计划》。[分管领导：方华，责任单位：排水公

司]

2、深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加快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步伐，

抓紧推进 36 个农污治理项目建设进度并完成其中 21 个。开展

56 个设有固定处理终端的低标准农污治理设施的提标改造工

程，并落实好统一平台运维工作，建设一批农污分散式处理示范

样板。[分管领导：方华，责任单位：排水管理中心]

3、加快水利工程项目建设。重点落实“百项千亿防洪排涝

工程”，按计划完成九曲河整治工程（城区段）和庙堰碶泵站工

程的建设进度，完成小流域治理 2公里、山塘水库维修整治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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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标准化验收 2个，确保年度投资计划顺利完成。[分管领

导：程斌、陈逸明，责任单位：水投公司、工程建设管理科，

配合单位：大嵩、横溪、邱隘水管站]

（二）重点水体提质攻坚

围绕城区内河“清澈见底”和区控以上断面考核达标的目标，

正确分析影响水质的原因，系统采取水质提升措施，着力改善水

环境质量。

1、重点断面达标达优。配合区生态环境局做好区控以上断

面及入海河流水质确保不出现劣 V类水或水质类别下降，提高功

能达标率，市控甬新河（国际会展中心）和鄞东中塘河（潘火）

两个断面水质达到Ⅳ类水标准，入海河流永安河上游达到Ⅲ类水

标准、下游达到Ⅳ类水标准。[分管领导：朱世炯，牵头单位：

区水文和信息中心，配合单位：三江堤防管理所、大嵩江海塘

管理所]

2、城区内河全面提升。进一步明确东部新城河道管护与水

质提升责任主体，开展市政府周边部分河道活水提质工程。制定

并实施城市内河（包括城郊河道）专项整治行动计划，全面组织

开展清源、清水、清乱“三清”行动，持续加强河道动态保洁，

深入开展河道水质养护，及时实施河道清淤疏浚，有效截控入河

污水，严防严控高温期间出现城市黑臭水体。至 9月底，有 30%

的城区内河基本达到“清澈见底”要求（清单已下发）。[分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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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方华、朱世炯，责任单位：内河管理中心、农水管理中心，

配合单位：各水管站]

3、区域系统调水活水。从全局的高度，完成系统的、科学

的城乡河道调水补水总体方案制定。积极开拓生态补水源，论证

完善北区污水处理厂和南区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及引水工程方

案。研究制订《区域水系水闸设置及调度方案》，尽量将东钱湖、

横溪水库和沿山干河优质水源精准引入甬新河和城区河道，对甬

新河、中塘河、小洋江等功能未达标断面和城区河道实施精准调

水。[分管领导：朱世炯、方华，责任单位：水文和信息中心、

内河管理中心、排水公司，配合单位：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三江堤防管理所、各水管站、各水库管理所、大嵩江海塘管理

所]

（三）清源整治销号攻坚

问题集中排查整治。在百日攻坚行动期间，配合区治水办组

织各镇（街道、园区）和河道保洁养护单位开展涉水污染源专项

排查，全面覆盖，不留盲区、死角，将发现问题及时纳入整治清

单。同时，按照“边查边改”的原则，对于已发现的污染问题，

及时研究整治措施，落实“一点一策”方案，集中精力开展整治，

对于明显的排污口，通过工程性改造、监督性管理、强制性执法

进行“拔钉清零”，着力破解一批突出问题。每月 30 日前将清单

（已下发）问题整治措施及进展情况抄送区治水办。[分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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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华，责任单位：排水管理中心]

（四）联合执法护水攻坚

组织针对性和实效性强的“护水斩污”系列执法行动，强化

部门联动监管执法机制，既明晰责任，又相互配合，对违法排水

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形成管理上的震慑力。

1、加强建筑泥浆监管。配合住建、综合执法部门开展建筑

工地违法排放泥浆水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组织各镇（街道、园区）

对建筑工地进行专项排查，逐家检查工地泥浆池设置和处置情

况，要求各建筑工地负责人签订泥浆污水规范处置承诺书。加强

违法排放泥浆水的监管执法，与住建、综合执法、生态环境等部

门建立相互抄告和联合执法机制，有效遏制违法排放泥浆问题。

[分管领导：刘美芬，责任单位：水政监察大队，配合单位：各

水管站、水库管理所]

2、加强散乱污行业整治。配合区综合执法局开展“六小”

行业集中执法整治行动，重点对城区餐饮、洗车、洗浴等散乱污

行业开展综合执法整治，以执法促规范，严惩严管污水乱倾倒、

乱排放行为。同时，结合拆违治乱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河岸环境

专项整治，对河岸环境差、岸边违建、沿河工地围挡等问题进行

“清、整、提”，提升河岸形象。[分管领导：刘美芬，责任单位：

水政监察大队，配合单位：各水管站、水库管理所]

（五）河湖长制拓展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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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化落实河长制，积极拓展载体和内容，着力打造一

支高效、有力的“千人”基层治水队伍。

1、集中规范标识标牌。配合区治水办要求各镇（街道）组

织发动基层河长开展责任河道的河长牌和排口牌集中检查，查看

内容是否规范正确、信息是否及时更新、位置是否醒目、外观是

否破损，对于存在问题，由属地按照“发现一个、整改一个”的

要求于 7月初前完成规范整改工作。[分管领导：方华，责任单

位：排水管理中心]

2、建立信息化管理。配合区治水办建立以污水零直排和河

长制信息化管理为主的治水智慧化管理系统，推进科技治水，实

现河道精细化管理。7 月份完成招投标工作并正式启动建设，9

月底基本完成建设，年内正式运行。[分管领导：朱世炯，责任

单位：水文和信息中心，配合单位:计划财务科]

（六）治水督查竞赛攻坚

围绕治水工作的难点焦点、群众反映的热点盲点，配合区治

水办组织全区水利系统开展治水工作“六寻六比”竞赛活动（六

寻：寻找河长牌不规范设置、寻找黑臭水体、寻找违法排污行为、

寻找饮用水源安全隐患、寻找违法占用水域行为、寻找垃圾安全

隐患；六比：比高度、比态度、比速度、比广度、比力度、比深

度）。通过对标自查、互帮互查、实地检查三大举措全面排查问

题、抓好整改、促进落实、推动工作、锻炼队伍。[分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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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世炯，责任单位：办公室，配合单位：机关各科室、局属各

单位]

（七）治水满意度提升攻坚

积极开展宣传发动，治水满意度较上年有明显提升。

1、氛围营造全面宣传。配合区治水办融合《鄞州日报》、电

视台、电台、甬派、鄞响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优势，全方位、多

层次推进治水宣传工作；利用公交车身、车内电视、候车亭展板、

楼宇电梯、社区电子屏等阵地强化人流、车流密集区的重点宣传；

区镇村三级联动，面向城市、农村普及治水宣传，营造全民治水

良好氛围。[分管领导：朱世炯，责任单位：办公室，配合单位：

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2、“三进”引领深入宣传。配合区治水办结合区委“三进三

访”、“五夜六送”活动，将入户宣传作为提升满意度的重要举措，

配合组织干部开展入户宣传活动，点对点深入各村社实地指导、

参与、督查入户宣传工作，发放倡议书、宣传册等，提高群众对

治水工作的认知、理解和支持。[分管领导：朱世炯，责任单位：

办公室，配合单位：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3、丰富载体主题宣传。强化部门协同宣传治水，配合区社

宣办和治水办，在水利系统开展进学校、进企业等主题活动，配

合组织开展治水微宣讲、“最美河道”和“美丽河湖”摄影比赛

等活动。[分管领导：朱世炯，责任单位：办公室，配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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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开展百日攻坚行动是打赢治水提升战、

献礼建国 70 周年的重要举措，各科室和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按

照部署要求，细化方案措施，狠抓推进落实，将工作任务清单化、

责任化，切实做到统筹有力、推动有方、协调有序、整治有效，

由点到面，全面推进。

（二）强化责任落实。百日攻坚行动标准高、任务重，各科

室和单位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和主体责任，各有关牵头科室和单

位要积极协调在攻坚行动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对各地推进落实情

况进行督促指导，并强化联动，确保通过百日攻坚行动切实破解

突出难题，取得“看得见”的实效。

（三）强化督查考核。派驻第六纪检监察组要对水利局百日

攻坚行动开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跟踪督促进度，发现问题不足，

及时通报，抓好问题整改，确保行动顺利推进。

（四）强化氛围营造。加大对水利系统攻坚行动的宣传报道

力度，营造社会舆论氛围，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人人支持、

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水利局拆违治乱百日攻坚行动详见鄞水〔2019〕44 号文件。

附件：1、区水利局“五水共治”百日攻坚行动工作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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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鄞州区“五水共治”百日攻坚部分城区河道问题清单

3、2019 年度城区“清澈见底”整治河道清单

抄送：区委办、区政府办、区纪委监察委、区委组织部、区治水办，区纪委派驻第

六纪检监察组。

宁波市鄞州区水利局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