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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水利网建设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和内容 总投资 备注

43
长江湖南段河势控制和
河道整治工程

君山区、 华容
县、 云溪区、临
湘市

长江干流河势控制工程。 7.8� 待研究论证

44
安化等9个蓄洪垸堤防
加固工程

益阳市、 常德
市、岳阳市

加固堤防长 320.815公里， 包括一线防洪大堤
286.008公里，隔堤34.807公里。

22.3� 在建

45
洞庭湖区11个重点垸堤
防加固工程

长沙市、 益阳
市、 常德市、岳
阳市

加固沅澧垸等11个重点垸堤防560.59公里。 36.3� 待研究论证

46 黄盖湖治理工程 临湘市
加固堤防95.47km及穿堤建筑物加固改造， 更新改造泵
站20处4990kw，新建泵站28处4885kw，内湖整治7处。

12.6� 可研水利部已审

47 三峡后续项目 20.9�

长江中下游河势控制和
河道整治工程（湖南部
分）

岳阳市、 常德
市、益阳市

三峡后续工作长江中下游河势及岸坡影响处理工
程、 长江荆江河段河势应急2009年度工程湖南段实
施工程、 长江中下游河势控制和河道整治工程湖南
段其它项目、熊家洲河势控制应急工程共4个项目。

14.2� 待研究论证

荆南三河崩岸治理
南县、华容县、
安乡县、澧县

崩岸治理47公里。 0.8� 待研究论证

三峡后续灌溉供水工程
益阳市、 常德
市、岳阳市

涵闸改造33处，新建10处，供水工程25座，内湖水源
补偿工程3处。

5.9� 部分在建

48
洞庭湖区重要一般垸堤
防加固工程

长沙市、 湘潭
市、株洲市、益
阳市、常德市、
岳阳市

加固堤防295.67公里。 10.9� 待研究论证

49
洞庭湖四口水系综合整
治工程

益阳市、 岳阳
市、常德市

松滋口建闸，松滋河东支、藕池河西支及中支、藕池
东支鲇鱼须上下建闸，河道疏挖238.54千米，移堤扩
卡23.18千米。

200.0�
今年6月底完成初步建设
方案，9月底完成项目建议
书

50
洞庭湖区北部地区水资
源配置

益阳市、 岳阳
市、常德市

在已批复的四口水系综合整治方案论证及项目建议
书已明确的建设内容基础上， 增加大通湖内湖等13
座内湖哑河水源工程，垸内灌区工程建设、松澧河湖
连通等河湖连通工程以及泵站改造工程等。

62.7�
今年6月底完成初步建设
方案

51
洞庭湖城陵矶水利综合
枢纽

岳阳市、 益阳
市

在城陵矶建设集生态环境保护、航运、灌溉、供水、发
电、旅游景观于一体的控制性工程。

205.0� 待研究论证

52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 长沙市
渠化2000吨级航道135公里，2000吨级双线船闸，电
站装机容量5.7万KW， 设计年发电量2.5亿KWh，总
库容6.75亿立方米。

64.0� 在建

53 南嘴、小河咀综合枢纽 益阳市
水资源调控工程，主要包括挡水闸坝、水电站、船闸、
鱼道等建筑物。

150.0� 待研究论证

54
洞庭湖区钱粮湖、 共双
茶、 大通湖东三个蓄洪
垸安全建设一期工程

华容县、 君山
区、沅江市、南
县

新建安全区21处、面积53平方公里；安全台2座、面积
49.95万平方米。

37.7� 待研究论证

55
洞庭湖区钱粮湖、 共双
茶、 大通湖东垸蓄洪工
程分洪闸工程

华容县、 君山
区、沅江市

新建3座分洪闸，总设计流量10000立方米每秒。 5.2� 待研究论证

56
围堤湖、民主垸等5个蓄
滞洪区安全建设试点工
程

湘阴县、 资阳
区、澧县、汉寿
县

围堤湖、民主、城西、西官、澧南5垸安全建设试点，新
建安全区2个，面积3.09平方公里；新建安全台4个，面
积117.1万平方米；新扩建转移道路21条65公里。

11.1� 可研水利部已审

57
民主、城西、澧南、围堤
湖、西官、建设6个重要
蓄滞洪区安全建设

湘阴县、 资阳
区、澧县、君山
区、汉寿县

新建安全区18个、总面积51.35平方公里；安全台53
座、总面积807.42万平方米，转移道路、桥梁建设等。

32.3� 待研究论证

58
钱粮湖、共双茶、大通湖
东三垸蓄洪工程人口迁
建项目

华容县、 君山
区、沅江市、南
县

搬迁、后靠三垸安全区外人口20.12万户45.56万人。 106.2� 待研究论证

(二) 其它重要江河治理 307.7�

59
湘资沅澧四水及主要支
流治理

全省 湘资沅澧四水及其主要支流共计23条河流治理。 139.0� 待研究论证

60
洞庭湖区内湖、 撇洪河
整治工程

长沙市、 益阳
市、常德市、岳
阳市

撇洪河治理19条，内湖治理77个。 62.0� 待研究论证

61 汨罗江流域综合治理 岳阳市
汨罗江堤防加固、护坡、疏挖河道，治理崩岸、穿堤建
筑物改建、险工险段处理。

22.0� 待研究论证

62 郴州市东江引水工程 郴州市

日供水30万吨，建设内容包括：取水工程、净化厂厂
区工程、输水系统工程等部分，新建净化厂1座、新建
高位水池3座、高区加压泵站1座、取水塔1座、引水隧
洞长6公里、输水管道长33公里。

12.0� 待研究论证

63
穿紫河东、 中段水系综
合整治工程

常德市
河道及驳岸整治、绿化、休闲游乐设施、亲水设施、亮
化设施、给排水、电气等工程设施、安全环卫设施及
道路交通设施。

17.7� 待研究论证

64
岳阳市王家河流域综合
治理工程

岳阳市经开区 南起南湖螺丝岛，北至芭蕉湖总长11公里的治理。 25.0� 待研究论证

65 水河综合治理工程 怀化市鹤城区
起于城区 水四桥， 止于高速公路连接线桥， 全长
11.1km。

30.0� 待研究论证

(三) 衡邵干旱走廊治理 401.0�

66 衡邵干旱走廊治理 衡邵娄永
水源工程、灌溉工程、饮水安全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节水工程、管理体系建设和监测预警等八大工程。

401.0� 待研究论证

四 水利网机制建设重点工程 42.5�

67 水利科研及人才培训 全省
湖南省洞庭湖研究中心、湖南省大坝安全与病害防治
工程技术中心、湖南省水电职院、湖南省水利科技项
目管理信息系统等科研中心建设及水利人才培训。

3.0� 待研究论证

68 灌溉试验站网建设 全省 10处灌溉试验站。 1.5� 待研究论证

69 水利信息体系建设 全省

全省水利骨干网络及视频会商系统、全省水利信息采集
及监控、全省水利数据中心、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系统、
水利电子政务系统、数字洞庭湖、灌区自动化系统、水土
保持监测管理系统、 农村水电及电气化管理信息系统、
水利应急管理系统等信息化系统的建设。

18.8� 待研究论证

70 水行政执法能力建设 全省
水政监察队伍建设规划、水政监察人员培训规划、水
政监察装备建设规划。

1.97� 待研究论证

71 水文基础建设 全省

完善水文巡测基地、中心水文站建设，城市水文站、
径流实验站、生态监测站、墒情站、地下水监测站网
建设，水资源监测能力建设，水情信息采集、在线测
流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及水文业务平台建设等。

17.2�

五 水土保持及生态治理工程 94.4�
(一) 水土保持 17.8�
72 小流域治理 全省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00平方公里、治理崩岗500处。 2.2� 待研究论证

73
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工程

全省 实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14506公顷。 15.6� 待研究论证

(二) 水资源管理与保护 45.1�

74 重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长沙市、 株洲
市、湘潭市、岳
阳市、常德市

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 5.9� 待研究论证

75 入河排污口整治 全省 湘资沅澧四水及洞庭湖入河排污口整治工程。 34.2� 待研究论证

76
湖南省水资源监控能力
建设

建设全省重要取用水户、重要水功能区、重要饮用水
水源地、地下水、重要河流控制节点、重点灌区行政
区界断面、重点入河排污口的监控站点，构建省、市、
县三家水资源管理平台，建立全省水资源监控体系。

5.0� 待研究论证

(三) 河湖湿地生态修复 11.6�
77 内湖及湿地生态修复 岳阳市 东风湖等19个内湖及湿地生态修复。 11.6� 待研究论证
(四) 水利血防工程 10.0�
78 水利血防工程 洞庭湖区 河流综合整治、灌区节水灌溉工程。 10.0� 待研究论证
(五)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10.0�

79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全省
长沙市、郴州市、株洲市、凤凰县、芷江县水生态文明
试点建设。

10.0� 待研究论证

单位：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和内容 总投资 备注
4801

一 水利网点水源工程 1026.1�
（一） 水库项目 547.2�

1 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 永州市
湘水支流潇水上游，总库容15.1亿立方
米，装机容量20兆瓦。

65.8�
已纳入国家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工
程，目前总体进展顺利

2 莽山水库 宜章县
总库容1.33亿立方米， 设计灌溉面积
31.20万亩，装机容量18兆瓦。

16.1�
已纳入国家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工
程，可研已批复，初步设计即将审查

3 金塘冲水利枢纽 益阳市
资水干流下游，总库容2.49亿立方米，
装机容量220兆瓦。

36.4�
已纳入国家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工
程，项目建议书已批，有待进一步论证

4 犬木塘水库 邵阳市
总库容4.3亿立方米， 设计灌溉面积
145.52万亩。

74.1�
已纳入国家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工
程，项目建议书已编，近期上报

5 毛俊水库
永 州 市 蓝 山
县、 新田县及
郴州市嘉禾县

总库容2.96亿立方米， 设计灌溉面积
41.15万亩。

23.0�
已纳入国家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工
程，项目建议书长江委已审

6 白马水库扩建 娄底市
水库大坝拟加高5米，总库容由6650万
立方米提高到1.4亿立方米， 设计灌溉
面积22.34万亩。

40.0�
已纳入国家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工
程，方案有待进一步论证

7 澧水宜冲桥水库 慈利县
总库容3.3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4亿立
方米，电站装机容量70兆瓦。

25.0� 项目建议书已编，待研究论证

8
五强溪水库扩大防洪库
容

常德市、
怀化市

防洪高水位由108米提高至110米，增
加防洪库容5.4亿立方米。

42.5� 待研究论证

9 澧水凉水口水库 桑植县 总库容20.8亿立方米。 31.5� 待研究论证
10 澧水新街水库 桑植县 总库容5.86亿立方米。 12.5� 待研究论证
11 黄土溪水库扩建工程 麻阳县 总库容1.55亿立方米。 5.5� 待研究论证
12 深子湖水库扩建工程 溆浦县 总库容1.04亿立方米。 1.5� 待研究论证
13 飞瀑潭水库 龙山县 总库容1.44亿立方米。 5.8� 待研究论证
14 桃花江水库扩建工程 桃江县 总库容1.14亿立方米。 3.1� 待研究论证
15 新华水库 赫山区 总库容1.2亿立方米。 6.5� 待研究论证
16 石磨岭水库 桂东县 总库容4.89亿立方米。 20.5� 待研究论证
17 大兴寨水库 吉首市 总库容1.46亿立方米。 17.8� 待研究论证
18 新建中型水库 全省 郭家嘴、何仙观、乌巢河等33个中型水库。 119.7� 待研究论证
（二） 病险水库（水闸）项目 144.0�
19 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 各水闸所在地 298座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 88.8� 总体方案已批，部分在建
20 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各水库所在地 75座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22.5� 部分在建
21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各水库所在地 4254座除险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32.7� 待研究论证
（三） 水源工程 161.1�
22 水库向城市供水工程 全省 建设水库向城市供水工程16处。 125.3� 待研究论证

23 抗旱应急水源工程
全省受旱县77
县

12座水库、104处引调水工程及其配套
输水设施建设。

35.8� 部分在建

(四) 山洪灾害防治 52.8�

24 山洪沟治理 全省
第一批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项目，共
528条，涉及110个县市区。

52.8� 已启动实施

(五) 泵站 121.0�
25 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 全省 青山、栗江等27处泵站。 20.0� 在建

26 中小型泵站更新改造 全省

中型泵站和小（Ⅰ）型泵站更新改造（中
型泵站 279座、1935台 34万千瓦，小
（Ⅰ） 型泵站4119座、12179台34万千
瓦）。

101.0� 待研究论证

二 水利网线重点工程 1944.2�
（一） 灌区 452.8�

27
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灌
区

永州市 设计灌溉面积111.46万亩。 37.0�
已纳入国家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工
程，可研已评估

28
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

188.3�

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规划内）

全省
20处列入规划的大型灌区干支渠道及
渠系建筑物续建配套与更新改造，设
计灌溉面积855.91万亩。

65.0�
已纳入国家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工
程，正在实施

武水等13处大型灌区续
建配套工程（规划外）

全省
洞庭湖区岩马、西湖，山丘区武水、 水、
梅山等大型灌区。

123.3� 待研究论证

29 中型灌区续建配套改造 全省
661处中型灌区干支渠道及渠系建筑
物续建配套与更新改造。 设计灌溉面
积2408万亩。

215.0� 待研究论证

30 新建中型灌区 全省 新建中型灌区30处。 12.5� 待研究论证
（二） 节水 400.3�
31 田间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102.3�

衡东、桃源、绥宁、双峰
等4县试点项目

衡东、 桃源、绥
宁、双峰等4县

规划节水灌溉面积2万亩。 2.3�
已纳入国家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工
程，在建

其它田间高效节水工程 全省

在“十二五”规模化节水示范项目基础
上， 在全省范围内继续对田间灌排设
施实施节水改造建设， 推广适宜南方
地区高效节水技术。

100.0� 待研究论证

32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全省

2005年，国家启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我省先后有3164万人纳入国家规划。
截至目前，“十一五” 规划1005万人饮
水不安全问题已全部解决，“十二五”
规划2159万人计划已全部下达， 十年
来，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2.6万处。

102.0�
2015年解决360万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
问题，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任务。

33
农村饮水工程增效提质
项目

全省

通过对已建农村供水工程进行配套改
造、 升级联网和继续推进规模化农村
集中供水工程建设， 进一步提高农村
供水工程水质合格率、自来水入户率、
供水保障程度和工程运行管理水平。

196.0� 待研究论证

（三） 河道整治疏浚 567.0�

34 华容河整治工程
湖北荆州市、
岳阳市

堤防加固16.37千米，河道疏挖61.29千
米，改扩建调弦口闸和六门闸，新建供
水工程。

1.6� 在建

35 中小河流治理 全省
403条流域面积50～3000平方公里的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200.0� 待研究论证

36
湖南省洞庭湖区河湖疏
浚近期工程

益阳市、 常德
市、岳阳市、长
沙市

疏浚洪道29处130.116公里、刨毁废堤
5处7.768公里。

9.5�
已纳入洞庭湖近期实施方案，可研水利
部已审

37
湘资沅澧四水尾闾及洞
庭湖河湖畅通工程

长沙市、 岳阳
市、益阳市、常
德市

湘水、资水、沅水、澧水、黄土包河、汨
罗江、 洞庭湖城陵矶出口段等洪道疏
浚。

76.9� 待研究论证

38 河湖连通工程
望城区、 岳阳
市、益阳市、常
德市

沅澧、松澧、沅南、松虎藕四口河系河
湖水系，大通湖、民主垸、烂泥湖、黄盖
湖、鹤龙湖、南湖、珊珀湖、上津湖等、
小南海等河湖连通工程。

99.0� 待研究论证

39 农村河道综合整治工程 全省 农村河道疏浚、保洁等。 180.0� 待研究论证
（四）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200.0�
40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全省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农村河塘整治。 200.0� 待研究论证
(五) 治涝工程 86.1�

41 治涝工程

长沙市、 湘潭
市、株洲市、益
阳市、常德市、
岳阳市

排涝泵站新建、 撇洪渠及垸内灌排渠
系整治、内湖清淤、滞涝区建设。

86.1� 待研究论证

(六) 城市防洪工程 238.0�
42 城市防洪工程 全省 有防洪任务的县级以上城市。 238.0� 待研究论证
三 水利网区域重点工程 1693.7�
（一） 长江及洞庭湖治理 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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