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治水兴水管水
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

喜
看
龙
江
水
利
这
五
年

□文/摄 李刚

五年来，龙江水利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治水兴水重要论
述和“十六字”治水思路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重
要决策部署，将“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总基调
贯穿水利工作全过程，圆满完成了“十三五”期间各项工作任
务，为“十四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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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实施“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
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决胜之年，对全省水利工作
而言，既是极不平凡、充满挑
战的一年，也是经受重大考
验、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
一年来，面对新冠疫情和罕
见汛情大考，全省水利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齐心协力、真
抓实干、攻坚克难，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龙江水利人的担当
作为和拼搏进取精神，各项
工作取得了可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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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

当前，正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和省委十二届八次全
会精神的关键时期，全省
水利工作面临新形势、新
矛盾、新挑战：防洪除涝
减灾体系有待进一步完
善，供水保障能力有待进
一步提高，水生态治理任
重道远，行业监管能力还
有很大提升空间。根据
形势任务变化，省水利厅
科学谋划“十四五”全省
水利工作，聚焦龙江水网
络建设，推动“水利工程
补短板”提档升级；聚焦
行业能力建设，推动“水
利行业强监管”提质增
效，加快水利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为
实施“六个强省”战略和
全面建设现代化新龙江
提供水安全保障。

“十四五”龙江水利
改革发展主要目标是：

进一步提升水旱灾
害防御能力

进一步提升水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与优化配
置能力

进一步提升水资源
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能
力

进一步提升监管执
法能力

进一步提升水利信
息化能力

进一步提升水利改
革创新能力

“十四五”期间龙江
水利在重点工作上实现

“四个新突破”：
在重大水利工程前

期工作上实现新突破
在中小河流治理上

实现新突破
在小型水库管护机

制创新和除险加固攻坚
行动上实现新突破

在水利行业标准化
建设上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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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底线
夺取了防汛抗旱工作全面胜利

2020年，我省发生了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汛期
最大降雨量，汛期较常年延长近1个多月时间，特别是
在8月末至9月初不到半个月连续3次强台风袭击，大
江大河全部超警的严峻洪涝灾害形势下，全省水利系统
主动跨前、履职担当，先后派出65个专家组、157人指导
地方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发布洪水预报预警125期、汛
情通报91期、水雨情预警短信2943万条，研究制定423
座水库预泄调度方案、拦蓄洪水52.14亿立方米，大型水
库消峰率达到40%-100%，减淹城镇85个、耕地253万
亩，避免人员转移106.7万人，实现了“大江大河堤防无
一决口、水库无一垮坝、群众无一伤亡”的工作目标，为
全省做好“六保”“六稳”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聚焦成果巩固提升
打赢了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战

通过实施巩固提升工程，完成投资 6.71亿元，解
决了 1636个村屯、92.66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28.7%。专项清查整改工程排查
率、问题整改率均达 100%。省政府出台了《全省农村
饮用水工程运行管理办法》，有效规范了农村供水工
程运行管理，全省 119个有管理任务的县（市、区）全
部落实“三个责任”和“三项制度”，水费收缴率达
95.9%。

注重从“有名、有实”向“有能”转变
赢得了河湖长制和河湖运行管理新提升

围绕落实省总河湖长 1、2、3号令，强力推进河湖
清四乱、亮剑护河、取用水管理整治三大专项行动。
其中，年度内纳入水利部台账的714个“四乱”问题，基
本完成整改任务。“亮剑护河”联合执法累计出动2.8万
人次，立案 378件，查处违法人员 357人。取水口核查
登记 32.8万处，登记数量和进度在全国排名前 5位。
全面完成了列入水普名录中2881条河流和253个湖泊
划界任务，河流划界 92812公里。松花江佳木斯段国
家级示范河湖建设通过验收，建成全国第一批、东北
地区唯一一段国家级示范河段，13个市（地）遴选的20
个省级示范河湖全部通过验收。

克服不利影响
实现了水利工程建设和前期工作预期目标

全年共完成水利投资计划 105亿元，是继三江治
理之后投资最多的一年。面对年初疫情、关键施工期

“三台风”连击、后汛期水位高等不利因素影响，全省
上下攻坚克难、多措并举，全力以赴抓工程推进。重
大工程完成投资94%，面上工程完成82%，实现了水利
部确定的目标任务。三江平原十四灌区田间配套工
程实现三年任务两年完成可喜目标，三江治理、引嫩
一期扩建工程验收工作取得较大突破，奋斗水库下闸
蓄水、关门嘴子水库实现开工建设。水利规划和前期
工作取得丰硕成果，《黑龙江省“十四五”水安全保障
规划》《黑龙江省水利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松嫩
平原水利综合规划》等一批重点规划编制任务基本完

成，一批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坚持节水优先
取得水资源水生态保护利用综合防控新成效

实施节水行动，26个县（市、区）县域节水型社会
达标建设顺利通过省级验收，率先建成15所节水型高
校、53个市县级水利行业节水机关，通过示范引领，全
社会节水、惜水、爱水氛围逐渐形成。严格水资源管
理保护，稳步实施三江平原“三水共治”措施。加强水
生态修复治理，完成倭肯河、乌裕尔河、梧桐河、穆棱
河4条跨地市河流生态流量保障方案批复和12条跨地
市重点河流水量分配任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4176平方公里，超额完成年度规划目标。

统筹推进强监管
构建了全省水利行业“大监管”新格局

全面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以开展“制度完善与执
行年”为突破口，废止过时制度 24项，修订、重新制定
和新建空白领域制度21项，有效推动水利行业强监管
法制化进程。全面建立行业监督体系，构建了强监管

“2+N”制度体系，组建了164名专家督查队伍，水利行
业强监管效能得到发挥。全面推进常态化监管，开展
了13项监督检查，监管范围覆盖125个县级行政区，发
现各类问题799个，问责单位32个，水利行业强监管力
度显著增强。在 2020年全国水利行业监督检查综合
考核中，我省水资源管理、水利工程建设和水旱灾害
防御均进入前10位。

深化水利改革
提升了水利行业补短板增后劲保障能力

全面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完成新一轮权责清
单动态调整，当日可办结事项比例达到 51%，在省直
部门中排名第 3位；每项行政审批时间比原来减少
3.9个工作日，每项技术审查时间比原来减少 8天，压
缩时间 19%，零跑动事项和网办率均达到 100%，在省
直部门排名第4位。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1791
万亩和 13个县（市、区）水权确权试点工作，超额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积极开展投融资改革，充分运用专项
债券资金支持水利投资建设，2020年落实一般债券
8.66亿元、专项债券 9.57亿元，落实规模创历史新高。
在 2019年度全国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中获优秀等
次，全国排名第4位。

突出党建引领
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位，做到“两个维
护”。落实意识形态责任，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启动
党支部三年攻坚行动，紧盯“四强六规范”标准，推进
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开展廉政谈话，组织政治巡
察，用好“四种形态”，持续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
正水利政治生态。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疫情严峻期间，省水利厅机关和厅属单位组织 103名
党员下沉支援 59个社区，上岗 2115人次，组织 116人
次无偿献血26400毫升，党员志愿捐款38万余元，展现
了龙江水利人良好的精神风貌。

水旱灾害防御不断夺取新胜利

成功防御了 2019年、2020年汛期发生的 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前
两位降水和严重洪涝灾害，有效应对了“利奇马”“美莎克”等 13次强台
风影响，最大程度减轻了2016年夏伏旱和2017年春夏连旱灾害。

农村水利工作取得新跨越

累计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投资62.66亿元，解决了15023个村
屯、822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让26.6万贫困人口喝上了“安全水、放
心水”。全省农村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均达到95%以上，在全国居
领先水平。实施了15处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建设，完成了9处大型灌排泵
站更新改造任务、23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新增和改善
有效灌溉面积602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0.59提高到0.61。

水资源水生态保护利用取得新成效

全省万元GDP用水量、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 2015年
下降27.1%和31.6%。加快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发挥水资源最大
刚性约束作用，压实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全省地下水开采总量实现
大幅下降。全省实施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1万平方公里，完成目标任务
的150%，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呈现“双下降”的良好态势。

水利规划和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实现新突破

完成了《新时代水利现代化发展规划纲要》《河道采砂规划》《水域岸
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等一批重要规划编制任务。锦西灌区、关门嘴子水
库等重大水利工程相继开工建设，林海水库等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
进。

紧紧围绕水利工程补短板，抢抓机遇稳投资

“十三五”期间，全省共完成水利投资 580亿元，12项重大工程陆续
开工建设，三江治理、引嫩一期扩建、奋斗水库、阁山水库等 9项工程建
成并发挥效益，工程规模和数量居全国前列，大江大河干流基本具备防
御标准内洪水的能力，防灾减灾能力明显增强。全省新增供水能力 20
亿立方米，水库兴利库容由“十二五”末120亿立方米提高到148.52亿立
方米，水资源配置和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基本满足了龙江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

建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组织体系

全省 3.5万名河湖长上岗履职，构建了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
格、保护有力的河湖长制体系。通过深入实施河湖长制，解决了一大批
多年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河湖“四乱”顽疾，并全面完成了河湖划界任
务，河道行洪能力明显增强。

水利行业能力建设迈出新步伐

逐步形成了以 7件地方性法规、2件政府规章、9件省委省政府规范
性文件和 24件水利厅规范性文件为主要内容的法规制度体系，依法治
水管水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全面启动提高政务服务标准质量、提升

“网上办”服务效能，实现了“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和“办事不求人”。
全省46个水权试点，基本完成了辖区内生活、生态、工业、农业等行业水
权初始分配，水权交易活动得到进一步规范。开展各类科研项目190项，
3项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24项达国内领先水平，水利科技创新能力明显
提升。

党风政风行风呈现持续向好新局面

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机关作风整顿为契机，深入开展干部队伍“五
整治”和争当“三个好把式”等活动。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创建，2个集体荣
获全国青年文明号，5个集体荣获省级青年文明号，厅机关等4个单位被评
为全国文明单位，12个厅直单位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标兵，8个单位被评
为全国水利文明单位，在省直机关工委党建三年全面提升工程考核表彰
中，省水利厅被评为先进党组、先进机关党委，在省直部门中排名第6位。

水利部检查组在哈尔滨做水旱灾害防御检查。 省河湖长办参加“保护母亲河”志愿服务活动。

农村饮水安全施工现场。 省水利厅提供

松花江佳木斯段成为国家级示范河湖。

青龙山灌渠干渠。

黑龙江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