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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水利建设入选全省落实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
干成效明显激励市名单， 实现全市省级激励零的突
破； 市水利局获安徽省防汛救灾先进集体和安徽省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 获得全国水利扶贫先进个
人、 全国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全国全面
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先进工作者、 全省防汛救灾先进个
人、 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各一名。

“十四五” 开局之年， 市水利局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及决策部署， 聚焦党史学习教育和
“高质量发展， 我们怎么干” 大讨论， 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推动淮南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和具体
行动， 水利各项工作齐头并进， 亮点纷呈。

着力加快重大水利设施建设

持续推进项目前期工作。 按照 “推进一批、 谋划一批、 储备一批”，
形成远近结合、 梯次接续的前期工作推进格局。 编制完成 《淮南市水利发
展 “十四五” 规划》， 共谋划项目 4 大类 60 个， 估算投资 592 亿元； 推进
淮干峡涡段行洪区调整建设工程、 安徽省沿淮行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
安徽省淮河中游综合治理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 完成寿县陡涧河中心沟治
理工程初步设计批复； 组织开展瓦埠湖排涝站分析论证工作。 加快重点项
目建设进度。 稳步推进淮干正峡段行洪区调整和建设工程建设进度， 截至
8 月底， 累计完成投资 33.2694 亿元、 累计完成清基、 清表、 清淤土方 190
万 m3， 堤防土方填筑 221 万 m3。 董峰湖、 寿西湖行洪区 4 个进退洪闸和 8
座泵站施工单位已进场。 今年该工程目标任务 22.5 亿元， 已完成 17.11 亿
元。 加大在建工程监管力度。 加大工程监督检查力度， 截至 8 月底， 共督
查 7 次， 发现问题 13 个， 已督促相关责任单位整改到位。 组织对勘查设
计、 招标代理、 设备供应等七类水利建设市场履约情况进行评价， 共有 82
家单位参与评价， 其中优秀 17 家。

着力防范化解水旱灾害风险

及早做好准备工作。 汛前完成 3 个行洪区堵口复堤和水毁水利工程修
复任务， 恢复水利工程防洪能力； 结合实际对县乡村三级 164 项各类预案
进行修订完善， 现已全部完成； 累计组织开展培训 786 人次； 开展预案演
练 7 场次， 协办淮南市防汛抢险演练 1 次。 有效提升防御能力。 组建了 86
人的 2021 年度全市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人员库和 70 人的 2021 年度市本级水
利水旱灾害应急抢险队伍； 投资 4200 万元的淮南市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
体系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 建设视频会商室 8 处、 水情雨情测站 162 处、
视频站点 135 处； 4 月底完成堤防、 涵闸等水利工程监测系统平台数据录
入， 水雨情监测预报预警能力进一步提升。 强化水利工程运管。 对一些存
在功能减弱丧失、 汇水面积缩小等情况的小型水库， 组织开展降等报废，
已完成 75 座小型水库降等报废， 现存注册水库 95 座； 结合水利工程安全
风险源辨识活动的开展， 突出隐患排查重点， 对水利防洪工程安全风险开
展自查和识别， 累计自查识别安全风险源或隐患 28 处， 截止 5 月底， 安全
风险源或隐患全部完成管控或整改。

着力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

保障饮水安全。 投资 1000 万元在全省率先建设淮南市农村饮水水质检
测中心， 目前主体工程已完成； 实施凤台县新集水厂、 尚塘水厂改扩建工
程以及潘集区 “农村饮水安全” 全覆盖二期工程。 确保水网畅通。 注重灌
区与园区衔接、 水网与田网配套， 加快实施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项目， 完善灌区干、 支、 斗渠输水设施， 增强乡村 “产水配套” 能力， 已
完成潘集龚集中型灌区实施方案批复。 打造示范河湖。 努力打造一批人民
满意的幸福河湖， 寿县安丰塘、 凤台县永幸河 （驷马桥至永幸河入淮口）
入选第一批省级示范河湖名单， 今年重点打造潘集泥河城区段、 八公山南
塘水库、 凤台太庙沟三条省级示范河湖。

着力加强水资源水生态保护

聚焦用水管理。 规范取水许可审批， 严格水资源费征收， 对新建、 改
建、 扩建项目开展水资源论证工作， 截至 8 月底， 已征收水资源费 812.15
万元。 聚焦节水工作。 印发了 《淮南市 2021 年节约用水工作重点任务分
解》； 开展淮南联合大学节水型高校创建、 高新区节水型园区创建、凤台县

永幸河灌区节水型灌区创建和田家庵区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等。 聚焦
水土保持。 开展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工作，完成项目批复 18 个；开展水土保持
补偿费征收工作，已征收补偿费 352.91 万元；开展水土保持验收报备工作，
接受验收报备 5 个。 聚焦岸线整治。 扎实推进淮河岸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淮河岸线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淮南主城区段）项目建议书已经市发改委批复，
批复投资 36.35 亿元，计划近期开工建设。

着力加大河湖管理保护力度

巡河常态化。 常态化组织河湖长定期巡河湖 ， 共开展巡河 39837 次
（县级 368 次， 镇级 10142 次， 村级 29327 次）。 坚持河道采砂执法高压态
势， 开展日常巡查 2053 次、 专项打击行动 33 次、 联合打击行动 86 次， 出
动执法车次 1869 次、 船只 761 艘次、 人员 9864 人次。 整治常态化。 开展
“清河清湖” 专项行动， 发现各类 “四乱” 问题 27 处， 已全部整改完成；
开展淮河干流岸线利用项目及 “四乱” 问题专项整治， 排查各类问题 7 处；
开展淮河岸线码头专项整治， 排查整改潘集区 4 处沿淮码头大面积违规堆
煤问题。 联动常态化。 今年我市与阜阳市联合印发《淮南市、阜阳市跨焦岗湖
联合保护机制》，与滁州市、合肥市联合印发《高塘湖河
长制工作联动机制》；先后与滁州市、阜阳市召开高塘
湖、焦岗湖河长制工作联席会议，对当前治理存在的问
题及有关意见建议进行交流讨论。

“争一流业绩、 书水利华章”， 聚焦项目建设、 防
洪保安、 乡村振兴、 生态文明、 河湖管理等， 市水利
局多措并举， 奋发有为，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
“十四五” 良好开局。

聚焦项目建设增添新动能。 完成安徽省淮河流域
一般行蓄洪区建设工程可研报批各前置专题编报工
作， 争取 12 月底前完成工程可研批复； 完成瓦埠湖
排涝站论证工作； 加快淮干正峡段工程建设进度 ,完
成年度建设目标任务 22.5 亿元； 加快城市防洪圈堤
达标建设工程招投标工作， 完成年度建设目标任务
6400 万元； 加快推进九里保庄圩及陡涧河中心沟治
理等工程建设进度， 确保按时完成年度建设目标任务
2.98 亿元。 聚焦防洪保安实现新提高。 启动淮南市城
市防洪规划 （2020～2030 年） 修编工作； 密切关注天
气形势， 适时会商研判， 强化部门沟通协作， 统筹做
好汛期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完成农村基层预报预警体
系项目及小水库自动测报系统的竣工验收相关工作。
聚焦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 组织开展农村饮水水质和
饮水安全暗访督查； 完成凤台县新集水厂、 尚塘水厂
改扩建工程、 潘集区 “农村饮水安全” 全覆盖二期工
程； 持续推进大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竣工验收
等工作， 督促潘集龚集中型灌区开工建设。 聚焦生态
文明展示新风貌。 完成 2020 年度淮南市水资源公报
并公布； 完成 2021 年度用水量调查统计； 做好 2021
年度节水载体建设创建及验收工作； 开展水利部、 水
利厅下达的图斑核查任务； 完成水土保持监督检查问
题整改、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 违规生产建设项目的
查处等。 聚焦河湖管理迈上新台阶。 依法从严打击非
法排污、 非法采砂等破坏水生态环境的行为； 进一步
完善省级示范河湖建设相关工作， 确保年底前圆满完
成省级验收工作； 创新工作机制， 实现河湖管护责任
层层压实、 层层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