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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7 年，水利部

海河水利委员会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积极践行中

央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在水利部党组的领导下，聚焦海河

流域水问题，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水资源开发、

利用、配置、节约、保护全过程，谋定新思路，

强化新举措，持续发力推进流域水生态文明建设，

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管源头

——落实双控行动，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

水是生态之基。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绿色发展、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性支

撑。海河流域水资源禀赋差，资源性缺水严重，供

需矛盾突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水资源破题，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从源头上拧紧水资源管控阀门。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全力建设美丽海河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等重大国家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水利部海河水利

委员会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谋定流域水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思路，从强化水资源管理、

推进重点河湖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提升流域综合治理能力等处着重发力、真抓实干 ,

将“绿色”描绘成海河流域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美丽底色。

海
委

组织实施“引岳济沧”为大浪淀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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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海委坚持节水优先方针，扎实落实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行动，深入开展京津冀晋水资源管理专项监督

检查，完成对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三条红线”

指标 2016 年度落实情况考核工作。大力开展流域跨

省河流水量分配，推进用水定额和计划用水管理，

与京津冀晋四省（直辖市）确认用水定额评估成果。

加快实施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建设，加强

取水许可监督管理，严格重大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

源论证，水资源承载能力成为区域发展、城市建设、

产业布局、项目实施的重要条件。

强化节水型社会建设，把节约用水贯穿于

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全过程，坚持以水

定产、以水定城，不断调整优化用水结构。截至

2017 年年底，海河流域 13 个试点城市（区）获

得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区称号，建设广度、

深度进一步拓展，为推动全流域节水起到积极带

动示范作用。

海委还注重加强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和优化配

置，开展京津冀等省（直辖市）南水北调中线年度

水量调度的监督检查，规范受水区水量调度。完成

拒马河水量调度总体方案编制，为下一步水资源科

学调配提供支撑。持续做好委属工程供水工作，潘

家口、大黑汀水库全年累计向河北供水 4.89 亿 m3。

利用岳城水库汛期雨洪资源，实施“引岳济衡”“引

岳济沧”应急供水1.25亿m3，有效缓解了两市城市、

生态和农业用水紧张局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

海河流域京津冀地区
六河五湖

滦 河、 潮 白 河、 北 运
河、永定河、大清河、
南运河六条重点河流。

白 洋 淀、 衡 水 湖、 七
里 海、 南 大 港、 北 大
港五大重点湖泊湿地。

屈家店水利枢纽（谢连山 / 摄）

引黄入冀（补淀）供水协议签署 晋冀两省 2017 年度向北京市集中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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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重点

——践行绿色发展，打造京津冀生态廊道

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生态环保领域率先突破，离

不开水利的坚实支撑。近年，针对京津冀水生态环

境问题突出的现状，海委在水利部指导下，先后完

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六河五湖综合治理与生态修

复总体方案》《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

等多个规划方案的编制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水

生态保护工作作出了顶层设计。

2017 年，海委在各项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大工作力度，着力推动《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

态修复总体方案》的落地实施。配合水利部、国家

林业局完成京津冀晋四省（直辖市）实施方案编制

复核工作；协助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制定印发《永

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三年滚动任务清单和项目

清单（2017—2019 年）》，督导各地有序推进项目

前期工作，积极推进“智慧永定河”建设。目前，

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已经全面启动，

2017 年 11 项水利工程中，3 项已正式开工建设，2

项完成实施方案批复，3 项完成可研批复，3 项正加

紧开展前期工作。

2017 年 4 月中央宣布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后，海

委积极响应，靠前谋划，迅速启动雄安新区水安全

保障研究工作。会同有关单位编制完成《雄安新区

水安全保障方案研究报告》，其中就白洋淀生态保

护等工作提出具体方案。强化雄安新区水资源配置，

协调推进引黄入冀（补淀）输水工作，着力保障雄

安新区供水和白洋淀生态安全。

同时，海委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年度工作安排，

起草了《关于严控环北京周边地区水资源开发强度、

加强水生态空间管控的意见》。组织编制了《永定

河水量调度管理方案》《永定河水资源实时监控与

调度系统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启动了潮白河综

合治理与生态修复规划、大清河流域综合规划编制

工作。开展了永定河流域上游大中型灌区退灌还水

北京市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成效显著 白洋淀

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施方案复核

潘家口水库新貌

开展雄安新区水安全保障专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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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节水工作调研，编制了《永定河流域农业节

水工程实施体制机制改革方案》，并获水利部批复。

加快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以密云水库上游五

县京冀协作共建生态清洁小流域为突破口，统筹区

域主要生态功能区布局，不断建设和巩固京津冀地

区生态安全屏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相关各地齐心发力、协作共治，一幅贯穿京津

冀的绿色生态图景正徐徐展开。

严监管

——狠抓监督管理，维护河湖健康生态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海河流域解决水生

态环境问题，必须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全

面强化监督管理，加强河湖湿地水质监测和生态修

复，着力维护河湖健康。

2017 年，海委进一步加大水环境监测、水功能

区和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力度，完成海河流域 52 个

省界水体、230个重要水功能区、16个重要水源地、

598 个地下水井、京津冀晋 2260 个成井、白洋淀等

流域“五湖”水生态监测任务；组织开展流域入河

开展流域省界断面水质监测

白洋淀

排污口调查监测工作，调查口门 1600 多个，监测

400多个，定期通报流域重要水功能区达标评估情况，

水环境保护各项基础工作不断夯实。

大力加强重要水源地管理与保护，出台《海

河流域重要水源地管理与保护方案》，指导督促

地方开展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工作，完成流

域 30 个地表水水源地监测和 55 个重要饮用水水

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检查评估。突出抓好引滦

工程源头潘家口、大黑汀水库的水质恢复、库区

管理和保护工作，协助推进水库网箱养鱼清理，

截至 5 月下旬清网清鱼全部完成。昔日网箱密布、

水质恶化的潘家口、大黑汀水库库区面貌、水质

情况显著改善。

同时，海委深入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河

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组织完成 2017 年河湖健康评

估工作，开展了流域重要湿地调查；配合环保部、

住建部完成《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黑臭水体治

理情况检查考核，合力促进流域水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协调强化流域地下水超采区压采治理，着力提

升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水平，用实际行动守护海

河流域的绿水青山。

潘家口水库网箱清理工作现场

潘家口水库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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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治理

——推进流域协同，提升河湖治理能力 

推进流域水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综合治理能力

是关键。2017 年，海委党组深入落实陈雷部长在海

委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流域水利工作

实际，谋定了流域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思路，强

调要充分发挥流域管理职能，坚持系统治理、突出

重点，树立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思想，推进重

点河湖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着力打造绿色生态廊

道，恢复河流生态功能，为新时代海河流域水生态

文明建设明确了主攻方向。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完善水治理体系、解决复杂

水问题、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重大举措。2017 年，

海委深入落实中央和水利部党组决策部署，举全委

之力扎实推进流域片河长制工作。成立组织领导机

构，制定工作方案，举办专题培训班，深入开展督

导检查，着力解决河湖管理保护方面的突出问题，

流域片落实河长制工作稳步推进，水生态空间管控

措施更严、更实。

积极创新流域水生态保护有关工作机制，建立

流域水利、环保部门重要水功能区和省界水体信息

交换与共享机制，加强沟通协作，合力提升流域水

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完善流域新批大型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机制，对大型项目实行水土保

持全过程监管和流域与区域协调联动监管，不断提

高水土保持监管效能。

着力强化水资源管理和水生态保护措施，加

快水政监察基础设施建设，严格开展水行政执法。

积极探索无人机、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在水资

源管理与保护领域的应用，大力开展相关科学研

究和国际交流，为流域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

的科技支撑。

突出社会公众在水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大力开展水生态文明宣传。抓住“世界水日”“中

实施生态补水后重新焕发生机的衡水湖

利 用 无 人 机
技 术 开 展 水
土 保 持 重 点
工程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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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水周”等重要节点，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积极开展流域水情教育，提高公众珍惜水资源、

保护水生态的自觉性，凝聚爱水、惜水、亲水、

护水共识，营造了流域社会关心参与水生态文

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党的十九大将建设生态文明上升到关系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的高度，首次提出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宏伟目标，描绘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宏伟

蓝图。新时代，海委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在水利部党组的领导下，聚焦解决流

域水生态问题，持续大力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奋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丽海河，

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新的贡献。

文 /陈泓亮 薛程 图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
整编 /郑爽 设计 /杨桦

实施生态补水后重新焕发生机的衡水湖

开展河长制工作督导检查

深入开展水情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