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县委办〔2018〕29 号

★

关于全面深化湖长制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乡镇党委、政府，县属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

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千岛湖

管理保护工作，强化河（湖）长职责，促进千岛湖水环境质

量持续稳定提升。根据省治水办《浙江省河（湖）长设置规

则》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全面深化我县湖长制工作，

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工作目标

到 2020 年底，县域内所有湖区支流断面水质Ⅰ类比例

要达到 70%以上，其余断面要保持Ⅱ类以上并稳中向好，千

岛湖湖区三个国控断面要常年保持Ⅰ类水质，出境水质始终

保持Ⅰ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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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长设置及职责分工

（一）湖长设置

根据《浙江省河（湖）长设置规则》（浙治水办[2018]13

号）的通知，按照党政同责原则，结合我县实际，将千岛湖

湖区分为 5 块，即东南湖区（上江埠大桥以东）、西南湖区

（上江埠大桥至对面界首乡严家以西）、东北湖区（千岛湖

大桥以北）、西北湖区（小金山大桥以上）和中心湖区（除

四大区域以外的区域）。建立千岛湖湖区河长全覆盖组织体

系。其中：常务副县长为千岛湖湖区总湖长；5 位副县长为

各湖区湖长；所在乡镇、景区、开发总公司主要领导为各湖

区分段湖长。

全县中型水库湖长原则上由所在河流的河长担任，也可

单独设置。其他水库湖长由所在乡镇领导担任。

（二）湖长职责

县级湖长主要负责协调和督促制定负责千岛湖湖区，水

库水域治理和保护方案，协调和督促解决方案落实中的重大

问题，推动建立部门间协调联动机制，督促相关主管部门处

理和解决负责水域出现的问题、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

乡镇级湖长主要负责协调和督促湖泊水域治理和保护

工作任务的落实，进行日常巡查，及时协调和处理巡查发现

的问题，劝阻相关违法行为，对协调、督促处理无效的问题，

或者劝阻违法行为无效的，按照规定履行报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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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层级湖长牵头编制“一湖一策”方案，最高层级湖

长为县级领导的水库，由相应联系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最高

层级湖长为乡镇级领导的水库，由湖泊所在乡镇组织编制。

（三）部门分工

全县湖长制工作由县五水共治指挥部（县河长办）统一组

织协调推进，发改、财政、环保、水利、旅委、住建、农办、

农业、经科、公安、交通、建设集团、旅游集团、国土、林业、

渔政等部门和各乡镇各司其责，配合推进湖长制日常工作。

县发改局负责牵头组织推进湖长制重点项目实施。

县财政局负责湖区水环境治理的资金支持和管理，协调

落实湖长制相关资金政策，监督资金使用情况。

县环保局负责对全县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完善湖区水质监测及乡镇交接断面水质考核工作，负责湖面

垃圾打捞（城中湖除外），开展沿湖工业污染源执法监管。

县水利水电局负责联系县级湖长，协助县级湖长履行指

导、协调和监督职能，开展日常巡查工作；负责全县水库、

山塘、水电站等水工程的行业管理，指导工程管理单位开展

工作，监督水工程安全运行，防汛抗旱指令的执行和下游调

度农田灌溉、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及生态供水，依法查处违法

占用水域、非法采砂等行为。

县旅委联系千岛湖湖区片，指导、督促责任单位保持湖

岸线整洁、美化工作，会同国土、规划等相关部门依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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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区范围内违法开挖、倾倒渣土等行为。

县住建局负责统筹主城区污水处理厂、新建污水管网的

运行维护指导监督，环卫所负责城中湖湖面垃圾打捞工作。

县农办负责指导、监督美丽乡村建设，开展中心村、特

色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配合做好农家乐污染整治工作。

县农业局负责农业面源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推进农业

废弃物综合利用，推进畜禽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县经科局负责完善落后生产能力淘汰目录，健全落实生

产能力退出机制，推进工业园区、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和绿色

企业创建。

县公安局负责设置各级河道警长、湖区警长，打击涉及

水体的涉嫌环境或资源犯罪行为，依法保障相关部门涉水行

政执法。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监督水上运输船舶及港口码头

污染防治工作，公路沿线复绿工作。

县建设集团负责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等相关基础设施

的建设与监管。

县旅游集团负责湖区景点所有排污项目的建设、管理与

维护，负责景点所有污水全部上岸处理。

县国土资源局负责矿山整治。

县林业局负责森林资源的保护，加大破坏森林资源行为

的查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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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渔政局负责湖区渔业资源保护，加强宣传和引导，加

大破坏渔业资源行为的查处力度。

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所辖范围内生态建设和水环境治

理工作，建立相关制度，组织日常巡查，加强监督检查，督

促沿湖沿溪各行政村加强环境管理。

三、主要任务

（一）严格水域空间管控。严格水域岸线等水生态空间

管控，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后，由淳安县人民政府

及以上人民政府按管理权限予以公告并设置界桩。依法划定

水域管理范围，将水域及其生态缓冲带划为优先保护区，依

法落实相关管控措施。严格管控湖区围网养殖、采砂等活动。

（二）强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实行水域岸线分区管理，

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合理划分保护区、保留区、控制

利用区、可开发利用区，明确分区管理保护要求，强化岸线

用途管制和节约集约利用，严格控制开发利用强度，最大程

度保持水域岸线自然形态。

（三）加强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落实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

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严格取水、用水和排水全过程管

理，控制取水总量，维持水体生态用水和合理水位。落实污

染物达标排放要求，严格按照限制排污总量控制入湖污染物

总量、设置并监管入湖排污口。加强对水域周边及入湖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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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矿企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农业面源污

染、内源污染等综合防治。

（四）加大水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按照水功能区区划确

定各类水体水质保护目标，强化水环境整治。加强湖区周边

污染治理，加大湖区综合整治力度，结合防洪、供用水保障

等需要，因地制宜加大引水排水能力，增强水体的流动性，

改善水环境。

（五）开展生态治理与修复。加强水域水资源调控，进

一步提升湖泊生态功能和健康水平。加强水生生物保护，科

学开展增殖放流，提高水生生物多样性。因地制宜推进水域

生态岸线建设、滨湖绿化带建设、沿湖湿地公园和水生生物

保护区建设。

（六）健全执法监管机制。建立健全水域、入湖河流所

在行政区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严厉打击涉湖违法违规行

为。坚决清理整治围垦、侵占水域以及非法排污、养殖、采

砂、设障、捕捞、取用水等活动。集中整治水域岸线乱占滥

用、多占少用、占而不用等突出问题。建立日常监管巡查制

度，实行水域动态监管。

四、主要举措

（一）建立湖长制巡查制度。各级湖长要及时发现和解

决问题，县级湖长巡查每半月至少 1 次，每月不少于 2 次；

乡镇级湖长巡查每旬不少于 1 次，每月不少于 3 次。每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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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设定为全县湖长“固定巡湖日”。各级湖长必须认真履

行巡湖职责，做到巡湖留痕，每次巡查填写巡查记录表，同

时做好现场照片等相关工作台账。

（二）加大湖长制督查力度。建立湖长督查制度，湖长

督查组由县五水共治指挥部（县河长办）、环保局、水利局、

渔政局、海事局等部门组成，督查方式采取明查暗访相结合

方式，督查频率为每季度一次。督查内容包括检查乡镇级湖

长日常巡查台账，“一湖一策”方案落实情况，水质达标情

况等。督查发现突出问题的，县五水共治指挥部（县河长办）

填写《淳安县湖长制督查整改交办单》（附件 5）通知所在

乡镇，督促其限期整改。

（三）开展水库标准化建设。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及省水

利厅要求，2016 年至 2020 年分五年实施完成我县 66 座水库

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通过水库标准化管理创建，落实水库

管护主体、管护资金、管护职责，同时建立信息化监督管理

平台，使水库工程真正实现有人做事、有钱办事、依标行事，

实行标准化管理。

（四）建立各项工作制度。明确各级总湖长由总河长担

任。设立湖长制公示牌，湖区湖长公示牌原则上不少于两块，

水库湖长不少于一块，设立在水域岸线醒目位置。设置湖长

制举报电话，投诉电话在湖长公示牌上公示。湖长制会议制

度、信息报送制度、信息化管理及共享制度、督查制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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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考评制度、验收制度等制度参照河长制六大制度执行。

（五）加强流域联动联治。积极探索流域水环境管理新

模式，创新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按照河长制上下游协调机

制，强化上下游、左右岸的日常交流和信息共享工作。实现

项目互通、信息互通，推动水质联防联治。

（六）建立约谈通报制度。各湖长制责任单位应加强对

河道、水库、湖区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检查督导，对市级

及以上新闻媒体进行负面曝光的乡镇级河（湖）长视情节进

行约谈，年终考核倒扣分。

附件：1. 淳安县千岛湖湖长基础信息表

2. 淳安县水库湖长基础信息表

3. 淳安县千岛湖湖长巡查记录表

4. 淳安县水库湖长巡查记录表

5. 淳安县湖长制督查整改交办单

中共淳安县委办公室

淳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13 日

抄送：人大办、政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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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淳安县千岛湖湖长基础信息表

湖区名称
湖长

姓名

联系人
配合部门

分段长
责任区域 起点 终点

姓名 联系电话 姓名 联系电话

千岛湖 郑志光 何钰杰 13588338100
县环保局

/ / 全 湖 / /
县水利水电局

西南湖区
（上江埠大桥至
对面界首乡
严家村以西）

章传强 郑智忠 18958190599

县旅委 唐 敏 13706717593 里商乡及沿湖各行政村 三合村 坑村

县旅游集团 余文武 15068853408 安阳乡及沿湖各行政村 前塘 至大湖

/ 程 军 13968105551 大墅镇及沿湖各行政村 塘坑 汪村

/ 余顺明 15024405991 汾口镇及沿湖各行政村 汪村 百亩畈

/ 王何勇 13606525436 姜家镇及沿湖各行政村 姜家镇 桂溪村

/ 章伶俐 13867403426 界首乡及沿湖各行政村 鳌山 严家

/ 王光贵 18258801616 龙川湾景区 / /

中心湖区
（除四大湖区以

外区域）
费林建 王建平 13588337386

县经科局 汪荣富 13429188768 旅游度假区辖区 千岛湖镇 上江埠大桥

县住建局 汪荣富 13429188768 旅游度假区辖区 千岛湖镇 屏湖村

县农办 黄永平 13968118819 金峰乡及沿湖各行政村 五龙村 小金山大桥

/ 章伶俐 13867403426 界首乡及沿湖各行政村 梅峰 鳌山

/ 王光贵 18258801616 五龙岛、梅峰等景区 / /

东南湖区
(上江埠大桥以

下)
张宏光 郑智忠 18958190599

县公安局 唐 敏 13706717593 里商乡及沿湖各行政村 上江埠大桥 架之岭

县农业局 徐 涌 13968107368 石林镇及沿湖各行政村 架之岭 毛竹园

县交通运输局 方震凡 13506819036 开发总公司辖区 姥山、金竹牌林场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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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区名称
湖长
姓名

联系人
配合部门

分段长
责任区域 起点 终点

姓名 联系电话 姓名 联系电话

/ 王光贵 18258801616 密山，黄山尖等景区 / /

/ 余 飞 13968105920 千岛湖镇及沿湖各行政村 金竹牌 淡竹

/ 王跃平 13968109881 青溪新城及沿湖各行政村 大地 马路

东北湖区
（千岛湖大桥以

北）
商松懋 沈柔刚 13588333925

县住建局 汪荣富 13429188768 旅游度假区辖区 千岛湖大桥 安龙

县渔政局 储菜仙 13867406939 左口乡及沿湖各行政村 桥西 石岭后

县建设集团 徐娟芳 13588339631 临岐镇及沿湖各行政村 溪口 梅口

/ 方胜杰 13968108210 文昌镇及沿湖各行政村 富山 文昌

/ 罗宝华 13989867007 文昌园区 文昌 翁家

西北湖区
（小金山大桥以

上）
余红英 余旭权 13968117191

县发改局 黄永平 13968118819 金峰乡及沿湖各行政村 五龙村 上溪埠

县林业局 牟 剑 15067188899 梓桐镇及沿湖各行政村 梓桐口 慈溪

县国土局 陆红伟 13968115138 鸠坑乡及沿湖各行政村 南浦大桥 鸠坑口

/ 徐毅鹏 13775780733 宋村乡及沿湖各行政村 樟树下 常锦里

/ 徐明主 15968116566 威坪镇及沿湖各行政村 李公坪 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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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淳安县中型水库湖长基础信息表

序

号
乡（镇） 水库名称

水库

等级
管理单位名称

总库容

（万 m³）

水域面积

（k ㎡）
湖 长 职 务 联系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联系

部门

联系

方式

1
枫树岭

镇

枫树岭

水库
中型

淳安县水利水电

投资有限公司
5744 2.35

县级 黄海峰 县委书记 余 平
县委办

副主任
13968109577

县水利

水电局

0571-65

021635

乡级 汤燕君
枫树岭镇

党委书记
/ / 13957149976

2 汾口镇 霞源水库 中型
淳安浙西霞源水

电有限公司
1352 0.78

县级 董毓民
县委副书记、

县长
蒋 鑫

县府办

副主任
13777358267

乡级 余顺明
汾口镇

党委书记
/ / 15024405991

3 王阜乡 严家水库 中型

杭州千岛湖恒信

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

2156 1.89

县级 郑志光
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
何钰杰

县府办

副主任
13588338100

乡级 徐新平
王阜乡

乡长
/ / 13968117368

4
枫树岭

镇
铜山水库 中型

淳安县水利水电

投资有限公司
1695 0.87

县级 商松懋 副县长 沈柔刚
县府办

副主任
13588333925

乡级 徐小忠
枫树岭镇

镇长
/ / 13567155957

淳安县小型水库湖长基础信息表

序号 乡（镇） 水库名称 水库等级 管理单位名称
总库容

（万 m³）

水域面积

（k ㎡）
乡（镇）湖长 职务 联系电话

1 千岛湖镇 长岭水库 小(二)型 千岛湖镇人民政府 11.5 0.02 毕成 副镇长 13968117722

2 千岛湖镇 后坑水库 小(一)型 千岛湖镇人民政府 115 0.05 方小娟 人大副主席 13819168455

3 青溪新城 乌丝坑水库 小(二)型 青溪新城管委会 18.1 0.01 王跃平 常务副主任 13968109881

4 威坪镇 合富水库 小(二)型 威坪镇人民政府 45.4 0.03 徐明主 党委书记 15968116566

5 威坪镇 河村水库 小(一)型 威坪镇人民政府 376 0.21 徐建强 镇长 1398986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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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威坪镇 横坑坞水库 小(二)型 威坪镇人民政府 30.4 0.03 徐明主 党委书记 15968116566

7 威坪镇 金通水库 小(一)型 威坪镇人民政府 540 0.26 徐明主 党委书记 15968116566

8 威坪镇 琴坑水库 小(二)型 威坪镇人民政府 45.5 0.07 朱如成 党委委员、人武部长 13516870756

9 威坪镇 庆坞水库 小(二)型 威坪镇人民政府 10 0.01 徐建强 镇长 13989862085

10 威坪镇 上坑坞水库 小(二)型 威坪镇人民政府 13.76 0.01 朱如成 党委委员、人武部长 13516870756

11 威坪镇 道仁水库 小(二)型 威坪镇人民政府 16.7 0.03 徐建强 镇长 13989862085

12 威坪镇 邵坑坞水库 小(二)型 威坪镇人民政府 14.9 0.02 徐明主 党委书记 15968116566

13 威坪镇 邵宅水库 小(二)型 威坪镇人民政府 11.8 0.01 徐建强 镇长 13989862085

14 威坪镇 松坑水库 小(二)型 威坪镇人民政府 20 0.02 徐建强 镇长 13989862085

15 威坪镇 松林坞水库 小(二)型 威坪镇人民政府 19.97 0.03 朱如成 党委委员、人武部长 13516870756

16 威坪镇 西湖水库 小(二)型 威坪镇人民政府 17.25 0.02 朱如成 党委委员、人武部长 13516870756

17 威坪镇 叶家源水库 小(一)型 威坪镇人民政府 108.5 0.06 余龙飞 人大主席 13968103504

18 汾口镇 塘坞水库 小(二)型 汾口镇人民政府 20 0.04 洪玉荷 人大副主席 13588339623

19 汾口镇 红旗水库 小(一)型 汾口镇人民政府 210 0.15 姜为纲 党委委员、人武部长 13456787858

20 汾口镇 湖得塘水库 小(二)型 汾口镇人民政府 22.58 0.04 郑苏坤 党委副书记 13732298229

21 汾口镇 江家源水库 小(二)型 汾口镇人民政府 15.39 0.01 汪爱民 副镇长 15024405991

22 汾口镇 镜坑源水库 小(二)型 汾口镇人民政府 64 0.06 鲁志鸿 党委副书记 13588330062

23 汾口镇 龙姚水库 小(一)型 汾口镇人民政府 347 0.21 周光朝 人大副主席 13989867296

24 汾口镇 庙岭坞水库 小(二)型 汾口镇人民政府 13.5 0.01 汪爱民 副镇长 15024405991

25 汾口镇 上源水库 小(二)型 汾口镇人民政府 14.9 0.01 洪玉荷 人大副主席 13588339623

26 汾口镇 文朝水库 小(二)型 汾口镇人民政府 16 0.02 郑勇俊 副镇长 13588330062

27 汾口镇 下源水库 小(二)型 汾口镇人民政府 19.77 0.02 洪玉荷 人大副主席 13588339623

28 汾口镇 伊家水库 小(二)型 汾口镇人民政府 17.4 0.02 洪玉荷 人大副主席 13588339623

29 汾口镇 越古源水库 小(二)型 汾口镇人民政府 12.6 0.02 洪玉荷 人大副主席 13588339623

30 枫树岭镇 毛家店水库 小(二)型 枫树岭镇人民政府 10.93 0.02 童利军 副镇长 13735409969

31 枫树岭镇 四新水库 小(二)型 枫树岭镇人民政府 57.66 0.07 童利军 副镇长 13735409969

32 枫树岭镇 洪家坞水库 小(二)型 枫树岭镇人民政府 21.1 0.02 童利军 副镇长 13735409969

33 枫树岭镇 衍昌水库 小(二)型 淳安县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 52.2 0.07 徐小忠 镇长 13567155957

34 王阜乡 龙头水库 小(一)型 杭州千岛湖恒信水电开发有 194 0.33 唐红燕 副乡长 1398986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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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洲镇 木瓜水库 小(一)型 淳安县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 188 0.14 陆新辉 党委书记 13867403453

36 中洲镇 乘风源水库 小(一)型 中洲镇人民政府 118 0.14 姜向勇 党委委员、副镇长 15869187295

37 梓桐镇 贡坑水库 小(二)型 梓桐镇人民政府 42.7 0.06 钱红建 党委书记 13777885678

38 梓桐镇 吉家坞水库 小(二)型 梓桐镇人民政府 11.3 0.01 牟剑 镇长 15067188899

39 姜家镇 黄猛坑水库 小(二)型 姜家镇人民政府 17 0.02 徐国强 副镇长 13588333558

40 姜家镇 大同坑水库 小(一)型 姜家镇人民政府 185 0.07 王晓武 党委委员 13750889968

41 姜家镇 巨源水库 小(二)型 姜家镇人民政府 14 0.02 姜文杰 党委委员、人武部长 13989854236

42 姜家镇 石岩门水库 小(二)型 姜家镇人民政府 43.6 0.03 徐慎 人大副主席 13968110770

43 文昌镇 联合水库 小(二)型 文昌镇人民政府 19.8 0.03 方新军 纪委书记 13567156106

44 文昌镇 西河水库 小(二)型 文昌镇人民政府 21.7 0.02 方慧华 党委委员、副镇长 13805709209

45 左口乡 朝阳水库 小(二)型 左口乡人民政府 28.81 0.02 周凯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3806506531

46 左口乡 九龙水库 小(一)型 左口乡人民政府 113 0.05 谢吉荣 党委书记 13588330266

47 富文乡 大毛岭水库 小(一)型 富文乡人民政府 220 0.12 何小武 党委书记 13516873214

48 浪川乡 横宅坞水库 小(二)型 浪川乡人民政府 13.7 0.06 何秀萍 党委委员、副乡长 13968105778

49 浪川乡 连塘坞水库 小(二)型 浪川乡人民政府 15 0.02 王建约 人大副主席 13968119999

50 浪川乡 林家坞水库 小(一)型 淳安县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 118.38 0.08 严国栋 乡长 13588337850

51 浪川乡 瑞塘水库 小(二)型 浪川乡人民政府 18.2 0.02 江洁 党委委员 13868062539

52 浪川乡 下横宅水库 小(二)型 浪川乡人民政府 11.9 0.02 江洁 党委委员 13868062539

53 浪川乡 新店水库 小(一)型 浪川乡人民政府 225 0.18 严建军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13588333552

54 鸠坑乡 胡家水库 小(二)型 鸠坑乡人民政府 28.9 0.02 徐国建 党委书记 13968101858

55 鸠坑乡 连天岭水库 小(二)型 鸠坑乡人民政府 19.9 0.03 周觉来 党委委员、副乡长 13606541621

56 界首乡 梅峰水库 小(二)型 界首乡人民政府 11.37 0.02 徐兵权 副乡长 13567159055

57 安阳乡 乾源水库 小(二)型 安阳乡人民政府 10.13 0.01 汪发通 党委书记 13968118596

58 屏门乡 幸福水库 小(二)型 屏门乡人民政府 40 0.07 程剑明 党委书记 13706716545

59 金峰乡 雄关水库 小(二)型 金峰乡人民政府 74.2 0.03 黄永平 党委书记 13968118819

60 瑶山乡 云溪水库 小(一)型 淳安县云溪通达水力有限公 173.41 0.11 叶俊军 党委书记 13750858788

61 里商乡 泉坑水库 小(二)型 杭州千岛湖凌云旅游开发有 18.92 0.018 王国华 党委委员、副乡长 13706719669

62 里商乡 辽坑水库 小(二)型 杭州千岛湖凌云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

10.85 0.012 王国华 党委委员、副乡长 13706719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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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淳安县千岛湖湖长巡查记录表

时间： 年 月 日

单 位

湖区名称

巡查项目 巡查内容及要求 现场情况

湖区保洁

湖岸线范围有无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随意倾倒

现象。

湖岸线周边有无垂钓垃圾

湖面、库湾有无成片垃圾或漂浮杂物

湖区作业

是否存在未经规定审批的采砂、取水等活动

是否存在采砂制砂等作业带来的污染水质现象

湖区船只是否有污水直排入湖现象

湖区

排污口管理

湖区是否存在污水来源不明的排污口、泥浆口

等现象

湖区排污口是否存在出水水质发黑发臭现象

湖区排污口符合纳管条件的是否已经纳管

湖区排污口不符合纳管条件的是否已建成污水

处理设施，污水是否达标排放

湖区渔业

资源管理

湖区内是否存在非法网鱼、电鱼、毒鱼、炸鱼、

灯光诱捕等破坏渔业资源的现象

湖区内是否出现大面积死鱼漂浮现象

公示牌管理
湖长制公示牌是否存在破损缺失情况，湖长制

公示牌信息是否按要求更新到位

问题拆解

涉及上述各项工作内容的相关投诉、媒体曝光、

领导批示是否及时落实整改到位

湖长制相关督查整改计划、措施是否已经完成

其他

检查

情况

巡查现场处置情况： 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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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淳安县水库湖长巡查记录表
乡(镇) 水库 巡查时间： 年 月 日

巡查项目 巡查内容 情况记录 备注

水库坝体、溢

洪道、涵洞、

启闭设施

水库坝体有无裂缝、塌坑、隆起、渗漏、

白蚁、植物滋生、动物洞穴等现象

溢洪道有无障碍物、杂物堆积，边墙是否

稳定

输水涵洞进出口是否正常，有无异常渗漏、

冲蚀现象

启闭设施有无锈蚀现象，电气设备及备用

电源是否完好

水库

水域

保护

水库管理范围内有无新建违法建筑物

水库管理范围内有无新增违规种植、养殖

等影响水域保护的行为

有无非法填占、倾倒渣土等侵占水库水域

行为

水库

保洁

水库岸线、水面有无成片垃圾或漂浮杂物

是否存在生产、生活污水直排入库现象

水库水体颜色是否正常，水体有无异味

公示牌

管理

是否在水库显著位置设置湖长公示牌

湖长制公示牌是否存在破损缺失情况，湖

长制公示牌信息是否规范，变更信息是否

更新到位

其它情况

巡查人员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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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淳安县湖长制督查整改交办单

时间： 年 月 日 编号：[2018] 号

湖区（水库）名称

责任乡镇(部门)

存在问题描述及现场检查照片：

湖长制督查组负责人：

反馈要求 请于 月 日前反馈上报处理及整改落实情况

处理及整改落实情况：

整改责任单位：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