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部《关于印发 < 长江经济带沿江取
水口排污口和应急备用水源布局规划 > 的
通知》明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应“抓紧组织制定《规划》实施方案”并批
复实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定
期检查《规划》目标和任务完成情况，并于每
年 3 月底前将上年度落实情况报水利部；水
利部将把《规划》落实情况纳入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考核， 并会同有关部门和流域机构
对《规划》实施进行检查、评估和考核。

省政府强调，《“两口一源” 实施方案》是
我省长江经济带沿江取水口、 排污口和应急
水源布局的重要依据。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
度重视，按规划要求组织实施。 其中，省环保
厅、省住建厅等有关部门要做好指导工作；省

水利厅要充分发挥牵头作用，抓紧建立《“两
口一源”实施方案》的监督检查和评估制度，
定期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和督促检
查，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按期完成。

《“两口一源”实施方案》也提出了 4 项保
障措施：

加强领导。各市州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增强政治敏感性，落实主体责任，
将方案实施与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突
出问题整改、 中央环保督察发现问题整改、
河长制等工作结合起来， 严格按照要求，对
每个取水口、入河排污口整治以及应急水源
建设制订具体整改方案，将整改责任分解到
岗到人。

协调配合。省直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和行业
管理的要求，协调、指导、监督各地组织实施。
各地要制订详细实施计划， 综合运用行政、经
济、市场等各种手段推动方案实施，形成分级
管理、部门相互协调、上下联动的推进机制。

加大投入。各市州人民政府要拓宽投融资
渠道，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长
效、稳定多元化筹资机制。 在大力争取国家支
持的同时，加大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和水污染防
治的投入力度，建立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和水
污染防治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作
用，通过搭建融资平台，调动和发挥社会资本
投入饮用水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的积极性。

严格考核。 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为抓手，将用水总量控制、水功能区水质达
标、 饮用水水源地达标建设等目标与本方案
实施情况有机结合。 各市州人民政府要定期
掌握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 并将年度实
施情况于次年 2月底前报湖南省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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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水里， 根子
在岸上。 入河排污口，则
是连接岸上与水里的纽
带。 进入“十三五”以来，
我省入河排污口监管趋
严。 入河排污，再也不能
任性了。

一、 入河排污口管
理制度化

全面开展入河排污
口核查。 2016 年 6 月，
省水利厅会同省环保
厅、省经信委、省住建厅
对全省入河排污口开展
全面核查。 在此基础上，
2017 年 6 月，省水利厅
配合长江水利委员会完
成了我省规模以上的入
河排污口核查， 并组织
市县水利部门完成了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入河排
污口核查。 目前，全省共
核查出各类入河排污口

4036个，其中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 1009个，规
模以下排污口 3027 个，另登记排涝排渍口 166
个。

健全入河排污口管理制度。 省政府办公厅
先后印发了《湖南省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
《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 对入河排
污口的设置审批权限、 监督管理责任和设置登
记进行了规范， 对各相关部门在入河排污口的
监督管理中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了明确。 省水
利厅组织编制了《长江经济带沿江取水口排污
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湖南省实施方案》，并由
省政府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批复， 明确了入
河排污口整治有关任务和措施等。同时，部署开
展了省级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核定， 拟对每个水
功能区提出入河限制排污总量控制方案， 并将
减排任务落实到具体的入河排污口， 制定了全
省入河排污口标识标牌设置规范。

强化入河排污口监督监测。 2016年第四季
度以来， 我省按季度对 143个重点入河排污口
开展监督性监测，定期发布《湖南省重点入河排
污口排污状况通报》，并通过核查、专项检查、考
核等方式，强化日常监管。 2017年第四季度，开
展监督性监测入河排污口数量从 143个增加到
622 个；从 2018 年起，全省全面实施规模以上
入河排污口监督性监测， 并进一步提升监测频
次和项目合理性。 对湘江流域规模以上入河排
污口，将建设在线监测系统。

省水利厅还对全省各市州水利（水务）局分
管局长、 水资源科长进行了入河排污口设置审
批专题培训， 提高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入河
排污口设置审批管理水平。

二、 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入河排污口综合整
治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 长江经济带专项检
查发现的问题入河排污口， 省水利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罗毅君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对涉及
的市州水利（水务）局分管负责人以及相关市
县、企业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建立整治台账，
加强督导，定期调度。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 株洲市茶陵县犀城食品有限公司入河排
污口、 株洲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四水厂尾
水入河排污口、 娄底市新化县上渡街道白沙
村生活污水入河排污口已基本完成整改；醴
陵市来龙门街道文庙社区生活污水入河排污
口正在实施雨污分流措施， 已完成污水抽提
泵站建设和约 90%截污管网铺设； 大唐华银
株洲发电有限公司工业入河排污口正在进行
迁建； 自治州吉首市已关闭万溶江沿线 5 个
污染企业， 对万溶江吉首工业用水区综合治
理进行了技术论证； 岳阳市已责成有关单位
就水功能区不达标原因进行分析， 对附近的
洞庭湖水域进行取样监测。

同时，举一反三，全面开展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入河排污口清理整治。截至 12 月 15 日，
全省已完成 47 个入河排污口整治，其中包括
纳入 2017 年河长制工作要点的 27 个入河排
污口，还有 113 个入河排污口正在整治。

省水利厅水资源处负责人表示， 将以钉钉
子精神持续推进入河排污口综合整治。 进一步
做好规模以下入河排污口的核查工作。 结合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 尽快开展全省规模
以下入河排污口的现场核查工作， 根据核查情
况，建立整改台账。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自然保护区入河排污口的整治督导。进一步
严格入河排污口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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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沿江取水口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湖南省实施方案》解读———

布局“两口一源”，确保城市供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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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口一源”实施方案》是贯彻国家战略
的落地之举。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一项重大区
域发展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
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
永葆生机活力。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
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依托
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了“建设绿色生态廊道”任务，要求“切实
保护和利用好长江水资源， 加强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优化沿江取水口和排污口布局，取缔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排污口， 鼓励各地区
建设饮用水应急水源， 确保城乡饮用水安
全”。 为此，2016年 9月，水利部印发《长江经
济带沿江取水口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
划》(简称“《规划》”)，要求各省人民政府抓紧
组织编制落实《规划》的实施方案，明确各阶
段目标、任务与措施，并将责任逐级分解到各
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2017年 3月，
长江水利委员会制订了《长江经济带取水口

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近期实施项目清
单》，要求将清单中近期实施项目纳入省级实
施方案，抓紧整改。

进入“十三五”，我省贯彻新发展理念，加
强了对水功能区及入河排污口的监管。 根据
省政府办公厅 2016 年 2 月出台的《湖南省水
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省政府建立水功能区
限制纳污控制制度， 对水功能区达标情况实
施考核。 此举旨在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规范水功能区监督管理，保障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省政府办公厅
2016年 11月印发的《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
管理办法》明确，新设入河排污口需公告，公
众有权查询。 此后，不管是“老口子”还是“新
口子”，所有入河排污口都被纳入政府监管范
围，标志着我省入河排污监管趋严。

但长期以来，处在长江经济带的湖南，存
在沿江取水口、 排污口布局不合理及应急供
水安全保障能力不足等问题， 城乡供水安全
和生态安全存在较大风险。我省出台《“两口一
源”实施方案》，旨在合理布局和有效管理湖南
长江经济带沿江取水口、 入河排污口和应急
水源，保护和利用好一湖四水水资源，确保城
市供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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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18日，省政府批复省水利厅组织编制的《长江
经济带沿江取水口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湖南省实施方案》
(简称《“两口一源”实施方案》）。

省政府强调，在《“两口一源”实施方案》实施过程中，要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
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切实加强取水口、入河排污口、应急水源管理和优化布局，重点
推进湘、资、沅、澧干流和洞庭湖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和水污染
治理，为长江经济带城市的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基础保障。

《“两口一源”实施方案》提出了我省长江经济带沿江取水口、
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总的指导意见。 针对《“两口一源”实施方
案》编制的背景、总体要求、工作目标、实施范围、主要任务、保障
措施等内容，本报邀请专家予以详细解读。

《“两口一源”实施方案》提出的工作目标
分“两步走”，具体包括：

2017 年底前，关闭湖南长江经济带所有
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及环境敏感水体内的入河排污口，迁
建或关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不宜取水区内
的生活取水口。

到 2020年，实现湖南长江经济带沿江取
水口、入河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基本合理，
基本形成城市供水安全保障体系。

《“两口一源”实施方案》的实施范围包

括： 湖南省 13 个地级城市和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所在地吉首市， 共涉及
《湖南省水功能区划》（修编）中的 83 个水功
能区。

取水口设置方面，将 83 个水功能区划定
为：28 个适宜取水区（5 个保护区、2 个保留
区、21 个开发利用区），55 个不宜取水区（20
个保留区、35个开发利用区）。 入河排污口设
置方面，划定禁止排污区 25 个（均位于保护
区或饮用水源区），严格限制排污区 28 个，一
般限制排污区 30个。

《“两口一源”实施方案》所指取水口，为
年取水量 15 万立方米及以上的沿江、沿湖的
生活、工业及生态取水口等非农业取水口，排
污口为日排水量 300立方米及以上或年排水
量 1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沿江、沿湖入河排污
口，应急水源为城市应急水源。

《“两口一源”实施方案》坚持系统治理，从
取水口管理、入河排污口管理、饮用水源地保
护及监控能力建设方面，聚焦四大主要任务。

———加强取水口管理， 优化调整布局。
严格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加强水资源用
途管制，严格沿江企业取水口的监管和公共
取水口的保护，生活取水口应设置在Ⅲ类及
以上水质的河段。2020年底前完成不宜取水
区内生活取水口的深度整治。

———加强入河排污口管理，加快推进入
河排污口整治。 严格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
污口设置审批，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
度，入河排污口的布局应充分考虑水功能区
资源环境承载力。 根据《规划》及近期实施项
目清单，我省 2020 年底前要完成 59 个入河
排污口整治。 根据全省入河排污口专项核查
成果，结合中央环保督察发现问题整改、《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和湖南实际，
剔除城市防洪排渍口 8 个，我省在国家任务
基础上增加入河排污口整治任务 47 个，即
《“两口一源”实施方案》共涉及 98 个入河排
污口的整治， 其中深度处理入河排污口 48
个，关闭或迁建入河排污口 50 个。 为此，我
省将加快推进入河排污口的分类综合整治，
并明确了时间表：2017 年底前， 关闭或迁建
株洲市石峰区大唐华银株洲发电有限公司
工业入河排污口等 46 个入河排污口；2020
年底前，关闭或迁建君山污水净化中心濠河

生活入河排污口等 4 个入河排污口，对望城
区第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混合入河排污口
等 48 个入河排污口进行新建人工湿地、提
标改造后排放等深度处理。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推进应急
水源建设。 加快推进湖南省重要饮用水水源
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和规范化建设， 建立饮
用水水源地的定期巡查制度和水质安全状况
年度评估制度。 应急水源应以河流、水库、湖
泊等地表水源为主，地下水源为辅。 应急水源
应当具备不少于 7天的供水能力， 且供水水
质应优于Ⅲ类水标准。2018年底前，完成长沙
市和衡阳市应急水源配套工程建设， 完成株
洲市等其他 12个城市的应急水源规划。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株洲市等 12个单一水源供
水的地级城市双（多）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

———加强取排水口监控，提高水资源管
控能力。 加强取水口、 入河排污口和饮用水
水源地监测监控体系建设。 2018 年底前，对
方案实施范围内河道外总取水许可水量的
80%以上和总用水量的 50%以上实现取用
水在线监测，对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实现监
测全覆盖。 2020年底前，全面提高饮用水水
源地监测频次，国家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和省
级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实现在线监测全覆盖。
结合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建立覆盖省
市的水资源监控平台，实现水利、环境保护、
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信息共享。

浏阳市株树桥水库优质水源直供长沙市区，也是长沙应急水源。 汤卓鹏 摄

位于蓝山县湘江源国
家森林公园境内的三分
石， 将水流一分为三，是
湘江正源和珠江源头的
分水岭。 童迪 摄

郴州市秧溪河水生态文化园美不胜收。 江文辉 摄

岳阳市设立铁山水资源生态保护专项资金，全面加强对全市“大水缸”———铁山
水库水资源的保护。 童迪 摄

� 列入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
名录的长沙市湘江水源地。

童迪 摄

战略部署，合理布局和有效管理“两口一源”一

目标明确，2020年基本形成城市供水安全保障体系二

系统治理，聚焦四大主要任务三

严格考核，确保方案落地有声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