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政办发„2020‟23 号

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舟山市 2020 年治水治污大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功能区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舟山市 2020 年治水治污大会战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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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 2020 年治水治污大会战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打好“五大会战”，建设“四个
舟山”决策部署，聚焦聚力高标准打好 2020 年治水治污大会战，
全面提升我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践行“两山”理念，紧
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按照“绝不把污泥浊
水带入全面小康”“五水共治只能加强，不能放松”的要求，坚
持以水环境质量高位持续提升为主题，以“展成效、提水质、抓
重点、健体系、固长效”为工作主线，高水平推进治水体系和治
水能力现代化，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治水治污工作
向纵深发展，向更高水平提升。
二、总体目标
以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目标，以水环境质量高位持续提升
为主题，深入实施“碧水行动”，高标准高质量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和碧水保卫战。到 2020 年底，确保临城河国控断面水质达
到“水十条”考核要求，近岸海域水质、入海河流（溪闸）断面
水质达到考核要求，2 个省控断面Ⅲ类及以上水质比例达 50%以
上，3 个省级交接断面达标率 100%，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 100%，彻底消除劣 V 类水质断面，水生态健康状况明显
改善。“品质河道”创建工作圆满收官，全市累计创建 100 条。
岱山县、嵊泗县争取率先达到“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标准，确保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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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市 60%镇（街道）建成“污水零直排区”。继续实施治污水、
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和环境污染整治等重点工程，
抓好涉水涉污民生实事，确保涉水涉污领域基本不出问题，城乡
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三、主要任务
（一）高质量建设“品质河道”“美丽河湖”。
1.“品质河道”建设。积极探索舟山海岛治水模式，加大治
水特色品牌建设，通过强化源头治理、水系沟通、生态修复、水
岸同治等措施，继续打造一批以“水下森林”等模式为代表的清
澈见底、水岸同治的“品质河道”，2020 年建成“品质河道”30
条。（牵头单位：市治水治污办，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功
能区管委会）
2.“美丽河湖”建设。以打造“防洪保安全、优质水资源、
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的美丽河湖、幸福河湖为出发点，严
格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强化水生态修复与保护，持续开展河
湖“清四乱”“百江千河万溪”工程，全面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划
界，县级以上河道全面完成无违建河道创建。进一步完善重点河
湖蓝藻水华防控措施，推行河湖健康评价制度，提升河湖水生态
健康水平。2020 年新建省级“美丽河湖”3 条，启动 4 个“乐水小
镇”、15 个“水美乡村”建设。（牵头单位：市水利局，责任单位：
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二）高标准推进“污水零直排区” 建设。
高标准严要求，深入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污水零直
排区”建设有力支撑美丽乡村、美丽城镇的建设和生态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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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基础上，推动全域“废水无直排”建设。
3.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做到工业园区内雨、污
水收集系统完备，雨、污管网布置合理、运行正常，纳污处理设
施与污水产生量匹配。所有企业实现雨污分流，工业企业废水经
处理后纳管或达标排放。排水户位于城镇排水设施覆盖范围内
的，应取得排水许可证。工业园区内所有入海（河）排污口完成
整治。2020 年完成定海工业园区、岱山经济开发区、普陀经济开
发区 3 个省级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完成白泉工业区
块、甬东工业区块等 4 个省级以下工业园区年度创建任务。（牵
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局，责任单位：相关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园区管委会）
4.城镇生活小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深入开展城镇生活
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做到“能分则分、难分必截”。对现有截流
式合流制排水系统和阳台污水合流制排水系统进行改造。新建小
区必须严格实行雨污分流，阳台污水设置独立的排水系统。2020
年开展 77 个城镇生活小区的“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确保完成
省定 30 个创建任务。（牵头单位：市城管局，责任单位：各县<
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5.乡镇（街道）“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要求辖区内污水管
网基本全覆盖，实现雨污全分流、污水全收集、全处理；辖区内
工业园区（工业集聚区）类，生活小区类和其他等三大类建设单
元完成“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沿河排水口“晴天无排水、雨天
无污水”；入网排水户的排水许可证审查核发基本完成。2020 年
确保完成盐仓街道、白泉镇、桃花镇、登步管委会、高亭镇、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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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镇、菜园镇、嵊山镇、黄龙乡等 9 个乡镇（街道）试点任务，
临城街道、千岛街道、朱家尖街道 3 个街道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牵头单位：市治水治污办，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功能区
管委会）
（三）全力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
6.推进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建设。推进县级以上饮用水水
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全面完成 32 个“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划、立、治”，建立保护区统一矢量数据库，开展保护区边
界标志设立及保护区内环境问题整治。（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7.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综合整治。实施定海区虹桥水库生
态安全调查评估及环境保护方案编制项目。实施城北水库、长弄
堂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完成基湖水库缓冲拦
截区建设，实现生物隔离并有效拦截面源污染。（牵头单位：市
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责任单位：定海区政府、嵊泗县政府）
8.推进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贯彻落实《舟山市渔农村
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的实施方案》，实施渔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
工程。2020 年完成涉及农村 9.3 万人的饮用水达标提标建设任务，
全面建立健全县级统管长效管护机制。（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
9.实施饮用水水源保障工程。优化取水排水格局，科学实施
引水工程，加快推进大陆引水（三期）建设工程，完成大沙水库
主体工程、实施岛际引水、宁波陆上管线和信息化等工程。完成
白沙、洋山、花鸟海水淡化工程，菜园海水淡化工程完成前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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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新建供水管网 10 公里。（牵头单位：市水利局，责任单位：
相关县<区>政府、市水务集团、市自来水公司）
（四）深入实施水环境整治。
10.推进水环境质量提升。全面落实断面水质达标任务，确保
县控以上断面水质全面达标，今年继续实施临城河水质巩固提升
工程、城关河水质攻坚工程、环南河整治提升工程；继续深化剿
灭劣 V 类水，全域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果。针对新城新花小花河、
普陀里西河、外西河、大湾河等易反复反弹的问题河道，科学制
定“一河一策”综合治理方案，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水环境质量
有效改善。（牵头单位：市治水治污办、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
局，责任单位：相关县<区>政府）
11.深化河湖生态修复和保护。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保
护，完成岑港烟墩片、大沙片河库连通和六横岛台门段（梅峙至
小铜盘闸段）水系治理工程，实现中小河流治理 25 公里。完善
河道保洁长效机制，继续实施生态清淤，健全完善轮疏机制。（牵
头单位：市水利局，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五）有效提升城乡污水处理能力。
12.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以项目为抓手，继续加快推
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全市新建、改造污水管网 15.5
公里。继续实施城镇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全面提升城
镇污水处理能力。2020 年重点推进舟山市污水处理厂一期及配套
主管网工程、舟山市三江污水处理厂 1 万吨/日一期工程；完成嵊
泗县泗礁本岛污水处理厂 1.2 万吨/日迁建工程 50%；实施岱山县
高亭污水处理厂 2 万吨/日扩建项目；实施朱家尖区域污水处理厂
—6—

改扩建工程。岱山县完成长江经济带整改问题高亭老城区纳污管
网维护建设工程。（牵头单位：市住建局、市城管局，责任单位：
相关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市水务集团）
13.加强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深入实施《浙江省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管理条例》，全面推广农村污水标准化运维，完成日
处理能力30吨以上处理设施标准化运维93个，累计完成190个，
实现30吨以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标准化运维全覆盖。开展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改造工作，根据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专项规划制定年度计划并实施。（牵头单位：市住建局，责任单
位：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六）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
14.深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大力推进生猪增产保供行动，严
把“六化”标准，创建省级美丽牧场 1 家。加快推进肥药“两制”改
革，力争农药“两制”改革涉农县全覆盖，化肥“两制”改革 2 个农
业绿色发展先行县实施方案全落地，新建省级“肥药两制”改革
示范农资店 20 家，先行县省级规模以上生产经营主体化肥、农
药定额施用覆盖率达 90%；创建省级绿色防控示范区 2 个，推广
商品有机肥 2 万吨，不合理施用化肥减量 20 吨、农药减量 4 吨。
新建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示范系统 1 条。力争农药废弃包装物
回收处置率均在 90%以上，废旧农膜回收处置率达到 90%以上，
农膜回收处置机制全覆盖。（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
社，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15.推进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创建 18 家省级水产健康养殖示
范场，完成嵊泗县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验收工作，新启动创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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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省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牵头单位：市海洋与渔业局，责
任单位：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七）深化近岸海域污染防治。
16.深化入海污染源排查整治。推进实施《浙江省近岸海域污
染防治方案》，完成 4 个县（区）入海污染源排查，实施入海河
流氮磷减排，加强入海排污口管理，确保在线监测设施稳定运行、
入海排污口稳定达标排放。开展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调查与保
护。（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功
能区管委会）
17.推进渔船渔港环境整治。实施沈家门渔港环境综合整治工
程，推行渔船配备油水分离器、码头配备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渔
船垃圾清理等，杜绝渔船和码头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海。开展渔
港污染物收集设施建设，完成船长 35 米以下渔船防污染设备设
施安装。（牵头单位：市海洋与渔业局，责任单位：各县<区>政
府、功能区管委会）
18.完成海岸线整治修复任务。严格落实《浙江省海岸线整治
修复三年行动方案》，2020 年实施 27.571 公里海岸线整治修复
工程，确保完成海岸线整治修复三年任务。（牵头单位：市资源
规划局，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八）加强防洪排涝节水工程建设。
19.补齐防洪设施短板。实施《舟山市城区防洪排涝能力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夯实城市防洪排涝工作基础。全
面启动海塘安澜千亿工程，加快开展对海塘及沿塘水闸加固和提
标，构建现代安澜海塘工程及管理体系。全面实施水库安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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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隐患清零等行动，进一步提升洪水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全面
优化防洪减灾体系。2020 年，实施 19 座水库除险加固、完成 8
座，实施海塘提标加固 22 条 22 公里、完成 4 公里，实施 14 座
沿塘闸站建设、完成 8 座，完成 9 座山塘综合整治建设，完成水
利工程安全鉴定（技术认定）40 个。实施水利工程管理产权化、
物业化和数字化“三化”改革，水利工程确权颁证率达到 25%以
上，物业化管理覆盖率达到 25%以上。（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责任单位：市水务集团、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20.提高排涝能力。坚持城市外围“防、调、泄”，城市内“蓄、
滞、排”的原则，全面完善排水防涝体系，提高排水防涝设施标
准和能力。全面完成县城暴雨精细化监测预报预警工程，提升气
象精细化保障能力。新建雨水管网 5 公里、清淤排水管网 800 公
里，新增应急设备 0.25 万立方米/小时，完成易淹易涝点整治 10
处，新建改建水文测站 18 座。（牵头单位：市水利局、市住建
局、市城管局、市气象局，责任单位：市水务集团、各县<区>政
府、功能区管委会）
21.推进节水工程。贯彻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深入实施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全面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创建 1 个节水示范酒店、1 个节水示范企业、6 个节水示范小区
和 10 个公共机构节水示范单位。新建 100 处雨水收集系统，改
造节水器具 5000 套。全面开展农业节水示范引领，加强农业节
水增效，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 1.21 万亩，新建农田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 0.18 万亩。（牵头单位：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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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健全河（湖）湾（滩）长制。
22.不断深化河（湖）长、湾（滩）长制。全面推行全市河（湖）
长制提档升级工作，规范河（湖）长制体系和制度建设，研究出
台《舟山市河（湖）长制工作规范》，建立健全履职评估与考核
机制，提升河（湖）长制管理信息化体系，实现“有名”到“有实”
“有效”的转变。探索实施以河（湖）湾（滩）长制为核心的流
域联动机制和部门联动机制，提升水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
力。（牵头单位：市治水治污办，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功
能区管委会）
23.继续保持“民间河长”活力。推广公众护水“阿拉当河长”
活动，发动鼓励公众参与巡河、参与治水、监督治水护水工作，
与基层河（湖）长形成合力。（牵头单位：市治水治污办，责任
单位：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十）深化环境污染整治。
24.实施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全面落实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海洋督查及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深化环境污染
整治，实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驻点研究。（牵头单位：市生
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25.实施大气治理重点项目。推进锅炉和工业炉窑整治行动，
淘汰 9 台 35 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基本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
造。加快全市小微空气自动监测网络建设，完成 5 个小微空气自
动站的建设并与生态环境部门协同管理平台联网。开展重点区域
大气环境监控工作，提高大气环境精准监管能力。（牵头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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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实施固废治理重点项目。开工建设舟山市污水处理厂配套
污泥处置设施（固废处理）项目，完成定海岑港危险废物填埋场
项目建设，舟山市纳海固体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油泥处置技改
项目能够试运行，切实提高全市固废处理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
化水平。（牵头单位：市住建局、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市
城投集团、定海区政府）
27.实施重点区块行业企业环境整治。组织开展修船、水产等
特色行业环境整治，以排污许可证发放为契机，倒逼企业提高环
境管理水平。推进重污染企业综合治理，完成定海区电镀行业入
园整治、东方印染有限公司迁建工程建设并投产；立足实效，因
地制宜，实施干览工业区块、展茅工业区块、浦西工业区环境综
合整治，提高区域污染防治水平。（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信局，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把治水治污工作作为深
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之举，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构，落实人员力量，精心组织实施，持
续高效推进，确保年度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二）明确工作职责。牵头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组织
实施，指导协调，推进落实等工作。责任单位要按照本实施方案
及任务清单要求，制定具体的年度工作计划及进度安排，紧扣时
间节点，倒排任务，按时有序推进落实。治水治污办负责抓好统
筹谋划、综合协调、任务分解、督办考核等工作。
（三）落实要素保障 。各地各部门要将重点治水治污项目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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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本级财政预算，全力保障实施。同时要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向
上争取国家和省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治水治污项目建设和运
营。要结合“最多跑一次”审批制度改革，对治水治污项目开通
绿色通道，加快审批流程。要强化治水治污技术支持，积极引进
第三方技术力量参与治理，确保项目实施科学合理有效。
（四）强化督查考核。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的作用，坚持问
题导向和效果导向，优化考核办法。对治水工作重视不够、问题
较多、矛盾突出的县（区）实行“五水共治”重点管理。加大“三
服务”力度，实现从监督检查为主向督促指导“三服务”转变，各县
（区）、功能区也要加强对治水治污工作的监督、检查、指导。
治水治污大会战完成情况将纳入县（区）、功能区和市级相关单
位年度绩效考核，具体由市治水治污办会同市五大会战办等相关
部门组织实施。
（五）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发挥电视、广播、网络、微信、
微博等媒介的舆论导向作用，积极引导各类社会团体、民间组织、
志愿者队伍参与治水治污活动。及时总结推广好典型、好经验、
好做法，供各地学习借鉴。加大环保、水利等法律法规宣传，增
强公众环保自律意识。加强信息公开，拓宽公众参与平台，畅通
监督渠道，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治理的浓厚氛围。
附件：2020 年度治水治污大会战重点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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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治水治污大会战重点项目清单
（治水治污大会战共 76 个项目，总投资 28.5 亿元）
序
号

1

2

3

4

5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及形象进度年度目标

定海完成林家支河、西堠南河、西堠北河、千金岙
叉河、草塘河、大丰老大河、穆岙南河、小支河、
十字路河、北蝉外支河、北蝉内支河 11 条“品质河
道”建设。
普陀完成大浦河、滚龙河、大涂面河、吴家岙河、
珍珠河、河嘴河、平地水库、鲁家峙 1 号河 8 条“品
质河道”建设。
“品质河道”“美
岱山完成大蛟支河、磨心北二河、芭弄河、中段河
丽河湖”创建
道（二期）
、桔场河 5 条“品质河道”建设。
新城管委会完成临城河部分河段（定沈路临城桥—
海天大道翁浦桥）
、临城河支河部分河段（临城河
主河—财富酒店西）
、田螺峙河部分河段（海天大
道翁浦桥—田螺峙东桥）3 条“品质河道”建设。
普朱管委会完成西荷河、
五眼畈河、
何家河 3 条
“品
质河道”建设。

年度投资
（万元）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市治水治污办

各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

1700

1270
1125

17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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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岑港河库水系、
凤舞河、
桂太长河 3 条省级“美
丽河湖”。

6
7
8
9
10
11
12
13

“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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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4 个 “乐水小镇”、15 个“水美乡村”建设。
完成定海工业园区、岱山经济开发区、普陀经济开
发区 3 个省级工业园区
“污水零直排区”
创建任务。
定海区开展 5 个生活小区“污水零直排区”创建，
确保完成 4 个省定任务。
普陀区开展 30 个生活小区“污水零直排区”创建，
确保完成 8 个省定任务。
岱山县开展 22 个生活小区
“污水零直排区”创建，
确保完成 8 个省定任务。
嵊泗县开展 6 个生活小区“污水零直排区”创建，
确保完成 3 个省定任务。
新城管委会开展 10 个生活小区“污水零直排区”
创建，确保完成 5 个省定任务。
普朱管委会开展 4 个生活小区“污水零直排区”创
建，确保完成 2 个省定任务。
定海完成盐仓街道、白泉镇（含白泉工业区块）2
个镇（街道）“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任务。
普陀完成桃花镇、登步岛管委会 2 个乡镇 “污水
零直排区”建设任务。
岱山完成高亭镇、衢山镇 2 个镇“污水零直排区”
建设任务。
嵊泗完成菜园镇、嵊山镇、黄龙乡 3 个乡镇“污水
零直排区”建设任务。

1700
市水利局

相关县（区）政府、
园区管委会

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县（区）政府、
园区管委会

市城管局

各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

市治水治污办

相关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

300
5425
300
1500
1500
300
400
200
4000
2000
4500
2000

新城管委会完成临城街道（含甬东工业区块）
“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年度任务；千岛街道（含勾山工
业区块）完成“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面排查。
普朱管委会完成朱家尖街道（含顺母工业区）“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年度任务。

19

20

推进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

21

22

23
24

饮用水源保障

全面完成 32 个“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
立、治”，建立保护区统一矢量数据库，开展保护
区边界标志设立及保护区内环境问题整治。
实施定海区虹桥水库生态安全调查和评估及环境
保护方案编制项目。
实施昌国街道城北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污染
综合整治。

2150
600
40

1800

市水利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水务集团、各县
（区）政府、功能
区管委会
各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

118
市生态环境局

定海区政府

200

25

完成基湖水库生态缓冲拦截区试点建设。

300

26

实施长弄堂水库光催化净水治理工程。

250

27

实施渔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工程，新增渔农村饮用
水达标提标人口 9.3 万人，实施管网改造（新建）
。

10990

28

舟山市大陆引水三期工程，完成大沙水库主体工
程、
实施岛际引水、
宁波陆上管线和信息化等工程。

18000

29

完成白沙、洋山、花鸟海水淡化工程，菜园海水淡
化工程完成前期工作。

3300

嵊泗县政府
各县（区）政府
市水利局

市水务集团、定海
区政府、岱山县政
府
普陀区政府、嵊泗
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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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新建供水管网 10 公里。

1000

31

380
480
450
1600
300

37

实施新花小花河整治工程。
完成临城河水质达标提升工程。
实施大湾河、芦西河、茅洋河整治工程。
实施里西河、外西河整治工程。
实施城关河、环南河整治提升工程。
完成中小河流治理 25 公里，包括岑港烟墩片、大
沙片河库河库连通、六横岛台门段（梅峙至小铜盘
闸段）水系治理工程。
实施舟山市污水处理厂一期 15 万吨/日建设项目。

42000

38

实施舟山市三江污水处理厂 1 万吨/日一期工程。

10000

32
33
34
35

水环境整治

36

39

40
41

城乡污水处理
能力提升

42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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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舟山市污水处理厂配套主管网工程，年度完成
新建管网长 5 公里。
实施嵊泗县泗礁本岛污水处理厂迁建工程（日处理
污水 1.2 万吨）
，完成工程量的 50%；完成配套管
网工程项目年度任务 5 公里。
实施完成高亭老城区纳污管网维护建设工程。
实施岱山县高亭污水处理厂 2 万吨/日扩建项目，
完成工程量 25%。
实施朱家尖区域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完成工程
量的 20%。
新增日处理能力 30 吨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标准
化运维设施 93 个。

7000

市水务集团、市自
来水公司
市治水治污办
市城管局
市生态环境局

新城管委会
普陀区政府
定海区政府

市水利局

普陀区政府、定海
区政府

市城管局

市水务集团
市水务集团

10000

嵊泗县政府

8000
550

岱山县政府
8000

市住建局

3000

普朱管委会

—

各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

45

肥药“两制”改革 2 个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县实施方
案全落地。

—

普陀区、岱山县

46

新建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示范系统 1 条。

60

普陀区政府

47

农业面源
治理

48
49
50
51

52

近岸海域
污染防治

实施海岸线整治修复工程 27.571 公里以上。

53

54

55

新建省级“肥药两制”改革示范农资店 20 家，先
行县省级规模以上生产经营主体化肥、农药定额施
用覆盖率达 90%；创建省级绿色防控示范区 2 个，
推广商品有机肥 2 万吨，不合理施用化肥减量 20
吨、农药减量 4 吨。
创建美丽牧场 1 家。
新创建 18 个省级以上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新启
动创建 1 个省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定海区）
，
完成嵊泗县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验收工作。
开展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调查与保护。
实施沈家门渔港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推行渔船配备
油水分离器、完善码头配备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渔
船垃圾清理等。
开展渔港污染物收集设施建设，完成船长 35 米以
下渔船防污染设备设施安装。

防洪排涝节水

实施 19 座水库除险加固、完成 8 座，实施海塘提
标加固 22 条 22 公里、完成 4 公里，实施 14 座沿
塘闸站建设、完成 8 座，完成 9 座山塘综合整治建
设。
完成水利工程安全鉴定（技术认定）40 个。

市农业农村局
100

各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

60

普陀区政府

200

市海洋与渔业局

相关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

500

市生态环境局

市生态环境局
普陀区政府

70
市海洋与渔业局
1000
15000

45000

市资源规划局

市水利局

各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
各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
市水务集团
各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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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新建雨水管网 5 公里、清淤排水管网 800 公里，新
增应急设备 0.25 万立方米/小时，完成易涝积水点
整治 10 处省定任务。

4000

57

新建改建水文测站 18 座。

200

58

新建 100 处雨水收集系统，改造节水器具 5000 套。

100

59

创建 1 个节水示范酒店、1 个节水示范企业、6 个
节水示范小区和 10 个公共机构节水示范单位，完
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 1.21 万亩。

50

60

新建农田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0.18 万亩。

100

市农业农村局

150

市治水治污办

市生态环境局

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

61

62
63
64
65

开展河（湖）长制数据支撑能力建设，研发集数据
健全河（湖）湾 分析、研判预警、问题处置、信息发布等于一体的
（滩）长制
应用模块，为我市河、湖等生态环境精准化治理，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技术支撑。
实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驻点研究。
关闭淘汰 9 台 10-35 蒸吨燃煤锅炉。
全市小微空气自动监测网络建设，完成 5 个小微空
环境污染治理
气自动站的建设并与生态环境部门协同管理平台
联网。
大气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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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局
市住建局

市水利局

各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
市水务集团
各县（区）政府
市水务集团
各县（区）政府
市水务集团
定海区政府、普陀
区政府
各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

700
—
210
130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开展重点区域大气环境监控工作,完成二个工业园
区空气自动站和二个物流大通道空气自动站建设
工作。其中绿色石化基地管委会负责完成绿石化基
地工业园区自动站建设工作，海洋产业集聚区管会
负责海洋产业集聚区工业园区自动站建设工作；定
海区和海洋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分别负责 1 个物流
大通道自动站建设工作。
舟山市污水处理厂配套污泥处置设施（固废处理）
开工建设。
完成定海岑港危险废物填埋场项目建设。
纳海固体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油泥处置技改项
目试运行。
深化船舶行业污染整治。
开展水产行业污染整治。
完成定海区电镀行业入园整治建设并投产。
完成东方印染有限公司迁建工程建设并投产。
干览工业区块综合环境整治。
展茅工业区块综合环境整治（含完成普陀海洋生态
创新谷污水处理厂 5000t/d 工程年度任务）
。
浦西工业区块污水管网整治。

853

6000

市住建局

市城投集团

15400
1000
3000
2100
3000
6000
16500
2200

市生态环境局

定海区政府
各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
定海区政府

市生态环境局
普陀区政府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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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舟山警备区，市法院，
市检察院，部、省属在舟单位，驻舟部队。
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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