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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海河流域是水资源开发程度最高的流域，也是我国水污染最

严重的流域。流域水资源量占全国的 1.3%，面积占 3.3%，人口

占 10%，GDP 占 12.9%，水环境问题复杂。海河流域尽管“十一

五”期间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仍然“有河皆干、有水

皆污、有水皆争”，治理任务艰巨，协调管理难度大。 

《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大纲》（以下简称《规

划大纲》）提出，“十二五”期间应集中力量解决三大重点问题：

一是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优先保障饮水安全；二是加强流域

环境综合整治，努力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三是加强协调与监管，

建立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减少跨界水污染冲突。 

《规划大纲》围绕着力解决海河流域突出环境问题，明确优

先保障饮用水安全、持续推进节水减污、全面提高污水处理水平、

积极开展重点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监管措

施等重点任务。 

《规划大纲》划定 7 个控制区，30 个分控制区，73 个控制

单元，作为流域水环境保护基础框架。初步筛选饮用水安全保障

型、城市水环境改善型和跨界水协同治理型等 3 类 15 个优先控

制单元，重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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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规划实施评估和现状分析 

“十一五”期间，海河流域各级政府加大了水污染力度，水污

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趋势得到初步遏

制，水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流域水体整体污染仍十分严重，饮

用水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协同开展水污染防治的机制亟待建立。 

）项目实施取得积极进展 

《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06～2010）》共安排了 524

个项目。截至 2009 年，已完工项目 343 个，占 65.46%；处于调

试阶段项目 39 个，占 7.44%；在建项目 92 个，占 17.56%；处于

前期阶段项目 35 个，占 6.68%；未启动项目 15 个，占 2.86%。

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和内蒙古自

治区项目完成率分别为 84.38%、77.42%、57.6%、56.33%、30.43%、

30.77%和 25.0%。工业治理项目进展较好，完成率 81.41%；其

次是城镇污水处理项目，完成率 49.15%；较差的是区域综合治

理项目，完成率为 42.86%。524 个项目计划投资 294.97 亿元，

累计完成治理投资 183.2 亿元，占计划投资的 62.11%。 

表 1 海河流域规划项目执行情况 

项目执行情况比例（%） 投资完成情况 

类别 规划项

目（个） 

规划投

资（亿

元） 完成 调试 在建 前期 未启动 
投资

（亿

元） 

比例

（%）

按项目类型 
工业治理 269 65.37 81.41 4.46 7.43 4.83 1.86   

城镇污水 234 213.53 49.15 10.68 26.92 8.97 4.27   
区域综合

治理 
21 16.07 42.86 9.52 42.86 4.76 0.00   

按行政区汇总 
北京 23 33.78 30.43 13.04 17.39 39.13 0.00 15 44.40 

2 



项目执行情况比例（%） 投资完成情况 

类别 规划项

目（个） 

规划投

资（亿

元） 完成 调试 在建 前期 未启动 
投资

（亿

元） 

比例

（%）

天津 39 49.59 30.77 10.26 20.51 20.51 17.95 22.9 46.18 

河北 158 89.93 56.33 10.76 26.58 3.16 3.16 46.1 51.26 

山西 99 39 57.60 13.10 19.20 4.00 6.10 37.9 97.18 

内蒙古 16 7.87 25.00 6.25 37.50 18.75 12.50 3.42 43.46 

山东 96 36.64 84.38 2.08 13.54 0.00 0.00 24.68 67.36 

河南 93 38.16 77.42 13.10 1033.33 5342.40 9.68 33.2 87.00 

流域合计 524 294.97 65.46 7.44 17.56 6.68 2.86 183.2 62.11 

（二

（三

）总量目标完成情况 

2005 年 COD 排放量为 144.2 万吨，根据总量削减 14.2%的

目标，2010 年 COD 排放量应降低到 123.7 万吨，2009 年排放量

降低到约 128 万吨。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

内蒙古（全省口径）COD 排放分别为 9.88 万吨、13.3 万吨、57.01

万吨、34.44 万吨、64.7 万吨、62.62 万吨、27.85 万吨，分别比

2005 年下降了 14.8%、8.9%、13.8%、11.0%、16.0%、13.1%、

6.2%。 

）水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对于国控断面，按水环境质量标准 23 项指标（不含总氮）

进行评价，2009 年Ⅰ-Ⅲ类、Ⅳ、Ⅴ和劣Ⅴ类的断面比例占 31.5

％、8.6%、15.7％、44.3％。与 2005 年相比，Ⅰ-Ⅲ类断面比例

上升了 10%，劣Ⅴ类断面从 2005 年的 60%降为 44.3%（附表 1）。

2005～2009 年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磷是主要的污染因子，2009

年超标率分别达到 47.1%、40%和 38.6%；其它超标因子还包括

高锰酸盐指数和石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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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十一五”经验总结 

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建立了规划实施评估机制，强化了

环境目标责任制。“十一五”期间，流域内加大了饮用水源保护力

度，完成了水源地环境调查，建立了严格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

护制度，密云水库、于桥水库、王快水库等大中型水库水源地都

得到了严格保护。各省也创造性建立了一系列水污染防治机制，

河北省、河南省都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严格的跨界断面考核和补

偿机制，强化污染减排和治理，落实各跨市河流环境保护责任；

河北省建立了总量减排“双三十”制度，抓住流域内污染排放大、

负荷重的县市和企业，作为控制重点，推动减排；山东省通过提

高造纸行业环境标准，通过完善标准体系，并开始实施河流生物

考核指标，逐步恢复河流水生态等。 

）规划实施存在问题 

一是项目实施与规划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城镇污水处理厂

配套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和运营管理亟待加强，部分污水处理厂实

际污水处理量尚未达到设计标准。污水处理厂的管理水平需进一

步提高。项目建设规模与规划内容存在差距，存在实际建设规模

减小的问题。 

二是环境质量差、污染压力大、环境风险高的形势依然严峻。

除了上游山区及滦河水系之外，基本没有自然径流，污染物排放

量远超过环境容量。国控断面中劣Ⅴ类断面占到 44.3%，60%以

上断面仍超标。饮用水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水源保护区内的污染

源和风险源较多，污染事故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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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经济发展与水环境保护矛盾尖锐，流域上下游、左右岸

等跨界管理协调难度大等问题突出，需要进一步创新水污染防治

政策机制。 

四是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点位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十一

五”环保部监测的国控 85 个断面中，2009 年枯水期断流的断面有

13 个，部分监测断面点位布局不合理，部分重要的跨省界河流、

重点城市河流段以及重要水源地缺乏控制断面。 

（六

二、

（一

1、污

）对深化评估工作的要求 

海河流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需全面评估“十一五”以来

的治理成效、进展和问题，具体包括：（1）评估“十一五”规划

项目与资金落实情况，明确“十二五”项目设计与资金保障方案；

（2）全面评估治污措施成效，分析环境监管的问题及需求；（3）

评估环境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情况，筛选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机制。 

“十二五”水污染形势分析 

“十二五”期间，海河流域水资源短缺、水质差的局面难以扭

转，水污染物排放量大、水环境负荷重的压力难以缓解，经济快

速增长、城镇化持续发展的趋势仍将继续，在此情景下，饮用水

安全保障、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以及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成为

“十二五”期间海河流域尤为紧迫的三大问题。 

）压力分析 

染物减排任务艰巨 

按照“十二五”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形势，在现有处理水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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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污染物排放总量将增长 35-40%，未来海河流域污

染将更加严重，流域整体性污染问题将更加突出。产业结构需要

进行重大调整，污水处理配套设施需要大力完善，处理水平和排

放标准要显著提高，才可能进一步推动污染减排取得成效。 

2、水

3、城

4、城

环境承载能力低 

海河流域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低，但流域经

济社会发展迅速，用水需求压力大，海河流域现状水资源开发率

106%，多年平均缺水量 101 亿 m3，缺水率 22%，地下水超采约

80 亿 m3。2020 年前，在南水北调、引黄工程顺利实施的情境下，

流域总断流河段长度仍将占总长度的 27%。水体生态基流难以保

证，即使企业和污水处理厂实现了达标排放，但其入河总量仍远

超出河流自身承载能力，河道水质仍然达不到地表水Ⅴ类标准，

因此海河流域需要制定更为严格的控制制度和排放标准。 

乡饮水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北京、天津供水主要依靠密云水库、于桥水库，已经逼近供

水极限；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大量的河流断流，地表水污染

严重，供水主要依靠山区水库和地下水，水质恶化，水量不足，

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饮水安全日益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

环境问题，也将成为影响人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 

市水环境污染问题更加突出 

北京、天津市是我国重要经济引擎，滨海新区是我国重要的

经济增长极，环渤海地区是我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圈之一，工业化

城市化快速发展，对城市水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河北、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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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内蒙古都处在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发展的过渡阶段，工业

结构偏重，污染负荷重。流域内有河皆干有水皆污，依靠大量人

工设施维持的城市水系缺乏水源补给，管网和垃圾收集等设施配

套不完善，城市水系缺水、水污染严重的问题更加突出。 

5、跨

（二

界水污染矛盾协调难度大 

上游地区要求加快发展和下游地区要求保护水源的矛盾更

加尖锐。很多河流作为省市界河，上下游污染协同治理的矛盾更

加突出。跨界环境污染事件进入高发期，协同监测处置预警机制

亟待建立。随着水资源日益严重短缺和污水资源化，跨界河流基

流更加难以保障。跨流域调水规模越来越大，调水区与用水区亟

待建立调水补偿机制。 

）机遇分析 

全国环境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促进了各省（区）

各部门合力治污、共同改善海河流域水环境质量的良好局面。流

域规划年度考核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年度核查机制的建立有

效提升了治污目标在地方政府综合决策中的权重。环境监测、监

察能力的不断加强有力促进了企业废水达标治理水平的提高。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投融资渠道的不断拓展为流域水污染防治

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基础。公众对水环境的日益关注逐渐成为监督

企业排污行为的重要力量。 

海河流域是南水北调主要受水区之一，“十二五”期间，随着

南水北调工程的建成投产，流域内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局面将得到

一定程度缓解，饮用水的安全保障将得到提高，部分地下水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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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将得到一定减少，为维护流域饮水安全、改善环境质量提供了

重要机遇。 

三、

（一

（二

1、重

2、切

“十二五”规划总体设计 

）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为理

念，以维护流域水环境安全为目标，以饮用水安全保障、城市水

环境改善和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三水”为重点，依托流域骨干水

污染防治工程，根据流域水资源配置方案，创新水污染防治政策，

规范重大经济开发活动，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海陆兼顾，节水

优先、增流为本、贴近民生、跨界协调，集中解决海河流域突出

的水环境问题，为海河流域 2020 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提供环境

安全保障。 

）基本原则 

点突破，以点带面 

在建立全流域水污染防治总体行动路线的基础上，针对流域

内水污染问题集中的区域和突出的环境问题，集中力量，重点突

破，带动流域全面建立区域部门协调、节水治污并重、源头控制、

过程管理和末端治理相结合的污染防治机制。 

实可行，贴近民生 

客观分析流域内环境现状形势，优先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健康

和环境安全的突出环境问题。积极创新，大力推进流域污染综合

防治的先进理念、先进模式和先进技术，同时充分考虑与现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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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接轨，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稳步推进流域污染防治

工作，力求实效。 

3、上

4、借

（三

（四

下联动，横向协调 

加强部门协调、区域协调，联防联治，形成合力，建立中央、

流域、省、市、县的分工协作机制，明确责任，提高规划的可操

作性。 

鉴创新，科学治污 

充分借鉴先进经验，研发引进先进技术方法，积极开展试点

示范，科学设计污染防治任务。 

）规划范围 

海河流域规划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河南、山东 7 省（自治区、直辖市），25 个地级市，221 个县（附

表 1）。 

）总体思路 

分区控制、“三水优先”、重点突破。建立以问题为导向、以

水定陆、水陆结合、落实目标管理的分区控制体系，作为流域水

污染防治与管理的基础框架，在与水功能区划充分衔接的基础

上，筛选优先控制单元。针对海河流域水污染严重的现实，初步

确立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应优先解决的三大问题，即饮用水安全

保障、城市水环境质量改善和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重点突破。 

节水减污，综合管理，务求实效。本着改善环境、保障民生、

切实可行、保持延续的原则，设计流域水污染防治重点任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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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开展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大力推进节水减污，全面提高城镇

污水处理水平，加强重点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更加严格的

环境监管，创新政策机制，以维护饮用水安全、改善重点城市及

跨界水体水环境质量、努力推进和谐流域建设。 

（五

1、分

2、优

（六

1、指

）分区体系 

区方案 

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技术方法，按照以问题为

导向、流域全覆盖、水陆结合、结合水功能区目标、动态调整等

原则，建立海河流域流域、控制区、控制单元三级分区管理体系。

形成覆盖全流域的 7 个控制区、73 个控制单元方案（附表 2）。 

先控制单元 

将污染物排放量大、水环境质量差并环境风险高、对社会民

生可能造成较大影响作等为筛选优先单元的基本准则，经初步筛

选，确定 15 个优先控制单元，其中北京 1 个，天津 1 个，河北

5 个，河南 3 个，山西 3 个，山东 1 个，内蒙 1 个。优先控制单

元分为饮用水安全保障型、城市水环境改善型、跨界水协同治理

型等三种类型。 

）目标指标 

标体系 

（1）水质指标 

水质指标包括四类：一是《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表 1 中除

总氮、总磷、粪大肠菌群三项指标外的 21 项指标；二是富营养

化指标，包括总氮、总磷等；三是粪大肠菌群 1 项指标；四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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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流域特征污染物指标。以上四类指标分别进行考核，河流不考

核富营养化指标。考核断面包括跨省界断面、主要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重点城市重要水体水质等三种类型。 

（2）总量控制指标 

流域性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各地可根据水环

境质量状况及工业行业排污构成进行区域性特征污染指标的选

取。 

2、规划目标 

规划基准年为 2010 年，目标年为 2015 年。 

（1）总体目标 

到 2015 年，防范环境风险，切实保障流域城乡饮水安全。

实施综合防治，改善重点城市水体水质。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努

力减少劣Ⅴ类断面，改善省界断面水质，减少跨界水纠纷。 

（2）流域目标 

水质目标。各地需按照水功能区保护目标要求，根据“十二

五”期间水质改善需求，综合考虑治污工程项目对水体水质改善

支撑作用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确定水质目标。 

总量目标。各地需结合功能区纳污能力和水质目标要求，参

考流域的限制排污总量意见，提出海河流域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总

量控制目标，提出各控制单元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削减要求。 

（3）优先控制单元目标 

优先控制单元目标原则上不低于总体目标，主要控制指标包

括：（1）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2）主要污染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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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总量和削减量；（3）重点城市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4）城

市污水处理率和污泥无害化处理率；（5）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6）再生水利用率；（7）跨省界劣Ⅴ类水体主要污染物浓度降

低比例，省界水体水质达标率等。 

优先控制单元根据不同类型确立规划目标。以高功能水体保

护为主的单元，环境监管和风险防范能力显著增强，汇水区内环

境污染得到全面整治。重点城市控制单元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度

削减，水质明显改善。跨省界等环境敏感的单元，环境监管预警

能力得到加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建立协调管理机制。 

四、优先控制单元方案 

基于优先控制单元的初步筛选结果，进行了 15 个优先控制

单元的问题识别，初步确定了治污目标和思路，提出了水污染防

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框架并提出了应进一步收集的主要资料清

单。 

各地需进一步针对优先控制单元新鲜用水量、废水排放量、

污染物排放量、废水入河量、污染物入河量及主要断面水质资料

等，进行数据有效性校核，建立排污-水质之间的输入响应关系。

编制优先控制单元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确定总量控制目

标；将水污染防治方案进行水质模拟，确定可支持的水质改善目

标。确定重点骨干工程项目，对水质目标－工程项目－环境效益

－治污费用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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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潮

2、北

）饮用水安全保障型控制单元 

白河北京控制单元 

潮白河水系北京控制单元，为北京地表饮用水源保护区，水

质状况及水资源供给与上游承德地区水质保障关系密切，京承地

区已建立了初步的协调和协同保护机制。 

（1）问题识别 

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区内人口约为 2 万，搬迁安置难度大。上

游地区资源开发的环境风险高。潮河上游有铁矿和钼矿等采选，

白河上游有金银矿采选。挖沙导致河道防渗层破坏，造成水下渗、

减少河流水量。 

（2）治污目标与思路 

确保饮水安全，严格防范风险，保障密云水库水质达到 II

类。 

（3）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禁止采沙，保证上游来水水量；中心镇污水处理厂全面建设，

集中村设集中处理站。实施居民搬迁和保护区修复，矿产资源开

发环境整治，河道生态修复工程以及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工程等。 

三河天津市控制单元 

北三河山区天津市控制单元为天津饮用水源保护区，对于

保障天津全市饮用水安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问题识别 

入库来水总氮、铁超标，不能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及饮用水

要求。引滦沿线农业源污染尚未得到有效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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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治污目标与思路 

饮用水入境断面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含总氮），于桥水库

出口（国控断面）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含总氮）。在水源保护

与污染治理任务设计，应考虑引滦上游河北、内蒙古汇水区的环

境影响和政策需求。 

（3）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综合开展污水收集处理工程，垃圾收集处理工程，居民搬迁

和保护区修复工程，矿产资源开发环境整治工程，河道生态修复

工程以及能力建设工程等。建立上下游水污染防治的协调联动机

制。 

3、永定河册田水库上游大同市控制单元 

大同位于桑干河上游，是山西省主要城市，山西省万家寨引

黄工程北干线预计 2011 年 10 月实现通水，黄河水被引入大同，

当地水资源利用和水环境状况将可能得到改善。 

（1）问题识别 

大同市为缺水城市，地下水资源超采严重。桑干河干流基本

断流，区域内来水主要为大同市区及上游的御河、十里河汇流雨

水和区域内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册田水库坝下出水常为劣Ⅴ

类。大同市区人口近百万，以煤炭、电力、医药、化工为主，未

来医药和机械装备将有较大发展，水污染防治压力很大。 

（2）治污目标与思路 

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提高污水处理水平，争取消除劣 V

类断面水体，出省断面水质在“十一五”水平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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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优化大同经济发展结构和发展模式，提高黄河引水保障水

平，进一步加大工农业节水减排力度，加大重点水污染源治理力

度，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建立城市水景观改造与湿地处理系统，

排水经湿地进一步处理，加强监管、提高风险防范水平。 

4、永

5、滦

定河册田水库上游朔州市控制单元 

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北干线预计 2011 年 10 月实现通水，

黄河水将被引入朔州，通过置换减少地下水资源的开采和利用。 

（1）问题识别 

位于永定河水系上游，恢河、七里河、源子河汇流后称桑干

河，源头河道断流较严重，补水主要来自位于源子河上的神头泉

排泄。山阴县境内桑干河干流上建有东榆林水库，经水库截流后

下游河道基本常年断流。桑干河灌区用水不足。水环境污染较重。 

（2）治污目标与思路 

提高饮用水水源达标率，大幅度削减污染物排放，改善城市

水环境质量，努力消除劣 V 类断面水体。 

（3）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优化大同经济发展结构和发展模式，提高黄河引水保障水

平，进一步加大工农业节水减排力度，加大重点水污染源治理力

度，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建立城市水景观改造与湿地处理系统，

排水经湿地进一步处理，加强监管、提高风险防范水平。 

河锡林郭勒盟控制单元 

滦河锡林郭勒盟控制单元涉及正蓝旗、正镶白旗、太仆寺镇、

15 



 

多伦县 4 个旗县。 

（1）问题识别 

滦河锡林郭勒盟控制单元属于锡林郭勒盟境内水资源丰富

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对水环境造成压力较大。 

（2）治污目标与思路 

转变广种薄收、高成本低效率的散养等农牧业粗放式经营模

式，加强源头水保护。 

（3）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采取围封禁牧、退耕还草、退牧还草等措施，加强源头地区

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加强风蚀沙化区域治理。加强集约化养殖

和高产蔬菜基地建设，优化农牧业种养结构，大力发展肉、乳、

菜、薯等产业，延伸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链条，降低环境压力。全

面控制农牧业面源污染。 

（二

1、子

）城市水环境改善型控制单元 

牙河平原石家庄控制单元 

（1）问题识别 

石家庄控制单元主要有三条河流：洨河、汪洋沟、邵村排干，

分别接纳市区生活污水、高新技术开发区及经济开发区工业废

水、辛集废水，主要产业为制药及淀粉工业、制药、皮革等，污

染负荷中，水质皆为劣Ⅴ类。 

（2）治污目标与思路 

国控断面基本达到Ⅴ类标准。 

（3）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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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产业结构，加大重点水污染源治理力度，加强环境监管

提高稳定达标水平。加强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建设。大力发展循

环经济和集中治污。 

2、子

3、子

牙河平原邯郸市控制单元 

（1）问题识别 

承纳上游岳城水库泄水，入邯郸市区前，水质达到地表水三

类标准，在曲周断面水质降为Ⅴ类或劣Ⅴ类。 

（2）治污目标与思路 

国控断面基本达到Ⅴ类标准。 

（3）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优化产业结构，加大重点水污染源治理力度，加强环境监管

提高稳定达标水平。加强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建设。大力发展循

环经济和集中治污。 

牙河平原邢台市控制单元 

（1）问题识别 

本区域接纳邢台市区及部分县生活、生产废水经宁晋汇入釜

阳河，艾辛庄断面水质为劣Ⅴ类。主要污染源以造纸企业为主，

区域城市污水处理率不高。 

（2）治污目标与思路 

国控断面基本达到Ⅴ类标准。 

（3）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优化产业结构。以造纸工业污染治理为重点，加强环境监管

提高稳定达标水平。加强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建设。大力发展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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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经济和集中治污。 

4、子

5、卫

牙河平原衡水市控制单元 

（1）问题识别 

以畜禽加工和粮食产品加工为主，基本无水源补给，生态水

主要靠外流域调水补充，接纳衡水市区及部分县生活生产废水，

断面水质为劣Ⅴ类。 

（2）治污目标与思路 

国控断面达到好于Ⅴ类标准要求。 

（3）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加强畜禽加工和粮食产品加工污染防治，加强环境监管提高

稳定达标水平，加强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建设，大力推进清洁生

产，发展循环经济，园区开展集中治污。 

河新乡市控制单元 

（1）问题识别 

资源性缺水极为严重。城市污水配套管网建设不完善，部分

老城区生活污水未能收集进入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问题日益突

出。 

（2）治污目标与思路 

考虑河流无天然径流，合理确定水质目标。 

（3）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结合“十一五”国家重大课题水专项等研究成果，科学治污，

大力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削减造纸、化工等重污染行业污染，

完善管网等配套设施，提高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水平，加强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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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处置。 

6、卫

7、漳

河安阳市控制单元 

（1）问题识别 

资源性缺水极为严重。城市污水配套管网建设不够完善，污

泥处置问题日益突出。安阳市水环境监管、风险应急、饮用水水

质监测能力急需进一步加强。 

（2）治污目标与思路 

考虑河流无天然径流，合理确定水质目标。改善安阳河景观

水体环境质量。 

（3）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结合“十一五”国家重大课题水专项等研究成果，科学治污，

大力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削减造纸、化工等重污染行业污染，

完善管网等配套设施，提高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水平，加强污泥

处理处置。 

卫河山区长治市控制单元 

与辛安泉泉域基本重合，是海河流域少有的相对富水区，水

资源基本采补平衡。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资源和水环境压

力也在逐步加大。 

（1）问题识别 

这一区域主导产业为煤炭、电力、冶金、焦炭、化工，流域

内部分地区产业集聚造成环境压力过大，水质恶化。 

（2）治污目标与思路 

消除部分劣 V 类断面，出省断面维持在 III 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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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加强对重点水污染源治理力度，提高城镇污水处理水平，加

强城市水环境治理，建设湿地处理系统，提高监管能力，防范环

境风险。 

8、徒

（三

1、徒

骇马颊河德州控制单元 

（1）问题识别 

单元内造纸、印染、农副产品深加工等行业发展势头迅猛，

污水排放量大，局部生态系统破坏，河流自净能力减弱。尽管近

年来水质有明显改善，但干流多数时段水质仍处于劣Ⅴ类。 

（2）治污目标与思路 

将重点行业废水深度治理与生态修复相结合，提高污水处理

水平和再生水利用率，到 2015 年，徒骇马颊河德州市控制单元

水质比 2010 年有较大改善。 

（3）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提高流域内再生水利用水平，

实施重点行业废水深度治理，运用河流水质净化与生态修复技

术、推进沿河生态带建设，加强流域面源污染防治。 

）跨界水协同治理型控制单元 

骇马颊河濮阳市控制单元 

（1）问题识别 

马颊河是典型的季节性河流。城市污水配套管网建设不够完

善，污泥处置问题日益突出。 

（2）治污目标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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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无天然径流的实际情况，加强上下游协调，合理确定水

质目标。提高重点企业污染治理水平。 

（3）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结合“十一五”国家重大课题水专项等研究成果，科学治污，

大力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削减造纸、化工等重污染行业污染，

完善管网等配套设施，提高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水平，加强污泥

处理处置。建立跨界水体污染协同治理机制。 

2、漳卫南运河德州市控制单元 

德州境内主要包括卫运河、南运河、漳卫新河部分河段，漳

卫新河由减河、岔河交汇而成。除城区段外，大部分河段为冀鲁

界河。 

（1）问题识别 

资源性缺水极为来严重。南运河出境第三店断面、岔河田龙

庄断面、漳卫新河小泊头断面水质均为劣Ⅴ类。人口的持续增长，

部分城市污水处理厂能力不足。污泥处置问题日益突出。工业源

需要进一步集中深度处理。漳卫南运河大部分河段为冀鲁界河，

需共同治污、共同推进。 

（2）治污目标与思路 

加强跨界协调，以南运河为重点，水质目标为稳定恢复鱼类

生长。 

（3）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设计 

结合“十一五”国家重大课题水专项等研究成果，科学治污，

大力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削减造纸、化工等重污染行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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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管网等配套设施，提高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水平，加强污泥

处理处置。建立跨界水体污染协同治理机制。 

（四

五、

（一

）应收集的主要资料 

收集用水量、废水排放量、污染物排放量、废水入河量、污

染物入河量及主要水质断面的水质数据，用于建立输入关系。按

入河排污口和污染物因子分别统计入河排污量、排污量、排水量

和用水量，可在分区县收集，进行汇总分析。 

工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所确定的排污量、排污口、现有主要

治理设施运行情况（负荷率、处理量、污染物削减量、设施运行

问题等）、清洁生产审计报告、节能减排方案，以及重要工业园

区污染集中控制措施等有关资料。 

重大工业源涉水的特征性有毒有害污染物、主要减排污染物

排放及相关生产原料等风险信息，及跨市、县界水质纠纷、污染

事件等。 

骨干工程项目名称、位置、规模、工艺、出水浓度、出水量、

排水去向、执行排放标准、日污染物排放量、削减量、分水期污

染物排放量变化特征、污染物削减量等。 

重点任务 

）优先保障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 

开展全流域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评估。结合海河流域社会经

济发展形势，制定符合海河流域特殊情况的饮用水安全保障的总

体战略。 

建立最严格的水源地环境保护制度。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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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流域饮用水源环境监测体系，加强水源地环境监测，定

期开展全指标监测和分析，建立饮用水源监测预警制度。开展饮

用水源地污染排查和整治，不符合环境要求的建设项目和企业坚

决清退。加强水源保护区环境保护和修复治理，保障城乡饮用水

源地水质安全。 

优先开展上游山区河流、湖库饮用水源环境保护。针对内蒙

古、山西、河北、北京、河南海河水系上游的山区河流、水库水

源地，划定保护区，实施严格的保护和管控措施；对主要的汇水

区域和水源涵养区，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加强平原水库水源地

环境保护，划定平原水库水源保护区和汇流影响区，实施严格的

保护和管控，严格控制养殖和面源污染。开展地下水水源地回补

与保护行动。针对以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源的地区，严格地下水水

源环境保护，开展地下水饮用水源环境监测与评估，划定地下水

水源保护区，其中有条件的地区及时开展地下水压采与合理补给

的研究和行动。积极加强南水北调工程沿线环境保护，建立南水

北调水源保护区，加强渠道、调蓄水库影响范围内的污染控制。

根据南水北调调水及分配方案，设计饮用水源替换方案，逐步减

少对地下水的抽采。 

各地需在 2010 年年底前重点完成如下工作： 

（1）根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供水量、服务人口、水质

现状、服务区未来发展趋势等因素，筛选重点饮用水水源地清单。 

（2）完成饮用水水源地水污染防治方案编制。对存在超标

现象或环境风险较大的重点饮用水水源地，结合已完成的调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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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工作和供水厂处理工艺调查，提出治理任务、工程措施和管理

要求等。 

（二）持续推进节水减污 

实行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用水效率控制红线、水功能

区限制纳污控制红线等三条红线的管理制度。大力推进农业节

水、工业节水、生活节水，降低水资源消耗。加大农业节水减污

力度，调整种植结构、建立节水灌溉设施和耕作方式，降低农业

耗水。加大高耗水行业的淘汰力度，积极推进工业节水，提高工

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大力倡导城市建设和生活节水，调整城市地

面建设和绿化方式，增加透水性地面，选择耐旱或者本地乡土树

种、草种，降低绿化用水消耗。推广节水龙头、马桶等民用节水

技术、设备，降低生活用水消耗强度等。 

全过程控制，加大工业污染治理力度，减少水污染物排放量。

严格环境准入，严格限制高耗水、水污染物负荷高的项目建设。

不断收严水污染排放标准和淘汰标准，加大污染重、规模小的造

纸、纺织、化肥、食品加工等产业的淘汰力度。加强清洁生产审

核，不断推进清洁生产。加强末端治理，在污染严重、水资源缺

乏的地区要实施深度治理。 

各地需在 2010 年年底前完成如下工作： 

（1）根据流域内水资源利用和节水发展的基本情况，分析

流域节水潜力和主要措施；完成在节水前提下的治污规划任务设

计。 

（2）筛选流域重点工业源（含工业园区）清单。提出重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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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产业优化调整方案，制定重点工业企业废水达标治理、深度治

理及回用方案。编制重点工业园区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方案和循环

经济方案。 

（三

（四

）全面提高城镇污水处理水平 

强化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加快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及其配套管

网的建设，全面启动并争取基本完成县县污水处理厂建设工作，

同时考虑推进重点建制镇的污水处理厂建设。 

对污水处理厂实行提标改造，加大再生水设施和配套管网建

设，促进新、老污水处理厂实现稳定达标。有条件的地方结合湿

地等生态恢复工程，对污水进行深度处理。对污水处理厂强化污

泥安全处置方案，全面启动污泥安全处置处理。 

各地需在 2010 年年底前完成如下工作： 

（1）完成新建、扩建污水处理厂建设方案和再生水利用方

案，完成现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升级改造方案。 

（2）完成污水收集管网完善改造方案。 

（3）完成区域性污泥处置中心建设方案。 

）积极开展城市水系环境综合整治 

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全力改善优先控制单元河段水环境质

量，将优先控制单元作为“十二五”流域污染防治重点，制定污染

防治方案，落实治理责任。 

针对北京、天津、石家庄、德州等重点城市，开展城市河段

水系综合整治，促进河流水系生态恢复，增加环境基流，逐步消

除城市劣 V 类水体，改善城市水系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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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需在 2010 年年底前完成如下工作： 

（1）提出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城市清单和主要河系、

水体清单。 

（2）提出各城市初步的整治目标及整治方案。 

（五

六、

（一

）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监管 

加强水质监控系统、污染源监控系统、水污染预警系统建设，

建立点面结合的排污监控体系和长短结合的污染预警体系。 

充分发挥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和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作用，

以入河排污口为纽带，研究建立污染源与水体环境质量对应关系

的方法和步骤，建立污染源监督管理和水质监测分析之间的动态

关联，实现污染源-入河排污口-断面水质的一体化管理。 

优化水质监测断面（点位）布局。地级以上城市初步建立饮

用水源地水质全指标监测分析体系。完善建立跨省界自动监测体

系、重点源在线监控系统、流域区域协同的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

处置体系，促进跨界水质有所改善。 

加大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各省需对监测、监管、风险应

急能力等方面内容进行细化，全面推进基础工程、人才工程和保

障工程建设。 

规划项目及投资 

）规划项目 

结合规划普适性要求和优先控制单元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

方案，确定规划重点工程项目，按照以下类别进行汇总和项目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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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构建“十二五”水污染防治项目库，形成规划项目清单和骨干

工程项目清单。 

1、规划项目类型 

根据海河流域水环境问题和保护需求，结合 “十二五”规划

思路和重点任务，规划项目分为以下七大类： 

（1）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项目 

根据 7 个控制区 14 个重点城市 102 个饮用水源地，确定水

源地以及敏感水域保护与管理工程。包括水源地保护区划定、水

源地保护能力建设、水源地污染综合防治、水源地和生态保护、

水源地和敏感水域风险防范、水源地水质监测与监控、水源保护

区规范化建设等。 

（2）工业污染治理项目 

主要是对实现“三水”目标有贡献的、优先控制单元的工业

废水处理和清洁生产项目，包括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工程、重

点企业提标深度处理项目、清洁生产项目等。对于水专项在本流

域优先推广示范的工业水污染综合治理技术，地方也要优先安

排，提高工业污水处理效率和效果。 

（3）城镇污水处理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根据流域重点城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城市水体改善规划

目标，重点提出实现这些规划目标的城镇污水处理工程。包括“十

一五”未完成建设的污水处理厂续建、“十二五”新建污水处理厂

和城市污水管网、污水处理提标升级改造、污泥处理处置、再生

水利用、重点城市初期雨水处理及雨水利用等工程，给出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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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模、处理能力、投资规模、运行成本等技术经济指标。地

方筛选城镇污水处理工程时，应注意与住房建设部门的城镇污水

处理与再生水“十二五”规划项目相衔接。 

（4）农业源污染防治项目 

结合国家农业源污染排放总量控制计划，重点实施农业源

源头防治工程（如种植结构调整、科学绿色施肥、农药污染综合

防治）、畜禽养殖业污染控制、农村分散型生活污水处理、农业

秸秆综合利用、粮食主产区污染防治综合（种植－加工－饲养）

示范等工程。优先选择对实现“三水”目标有显著贡献、在优先控

制单元的工程项目。其中，规模化畜禽养殖治理，纳入污染源普

查范围内的养殖场都应实现达标排放。 

（5）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流域水环境综合管理项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

主要是继续加强流域水环境综合管理（水质水量联合监测、环境

基流管理、跨界水质监测考核、跨省界水质生态环境补偿技术体

系等）技术支持平台建设；二是结合地方开展一些治理有基础的、

预计“十二五”期间有治理成效的、对改善水体水质有较大贡献、

对当地老百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的河流或水系，设立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体系。 

根据 7 个控制区 25 个地级城市“十二五”城市发展和水环境

改善要求，重点提出城市河流、城市湖库、城市湿地等水体质量

改善综合治理工程。对于利用城市再生水改善城市水体的综合工

程优先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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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环境能力建设项目 

提升流域监管能力的工程，主要包括：（1）流域、省（区）、

市、县级站监测能力提升项目；（2）风险防范与预警能力提升项

目；（3）水环境监督、执法、综合管理能力提升项目；（4）水环

境信息平台建设项目等。 

（7）区域污染综合防治科技示范工程 

结合《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科技专项“十二五”计划，

重点推进水专项河流、城市、饮用水、预警监测、战略政策主题

在海河流域的科技示范工程。主要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有毒

有害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城市污水处理与再生利用工程、重点

行业水污染物减排工程、规模化畜禽养殖水污染物减排工程、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流域水环境综合管理与政策示范等项目。 

同时，地方项目按照饮用水安全保障、城市水环境改善、

跨界水协同治理等分类汇总，形成项目清单。 

2、项目申报要求 

作为规划的重要环节，为提高项目申报的有效性，项目申报

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工程项目申报需要的基础材料：项目所在地区、所在

控制单元、项目名称、经纬度坐标、针对的环境问题、项目内容、

项目规模、项目投资与渠道、建设时间段、筹备进展、污染物削

减量或其他效益、排污去向等一般信息，并根据项目类型增加有

关信息，如污水处理设施规模、进水浓度、出水浓度、污水与污

泥处理工艺、执行标准，污水收集管网覆盖范围、长度，再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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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量和利用方式等。 

（2）工程项目及投资申报按照国家统筹设计、地方申报与

匡算、国家审核与统筹、最后纳入规划的方式步骤予以推进。 

（3）项目需要有环境效益分析，重点说明项目的污染物削

减作用（项目实施前后的对比，需注意与普查数据的衔接）、对

周边水体水质的改善作用、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等。 

（4）对已有前期工作准备的项目，应提供有资质单位编制

的前期工作准备材料，如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

告。若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已获得相关部门的审批，则还需提供相

应的批复文件（如当地环保部门、发改部门、土地等相关部门的

批件等。对没有前期工作准备的项目，应提交项目建设方案。 

（二

1、项

）项目优化要求 

目库项目 

构建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项目库，初步确定项

目筛选原则如下： 

（1）规划项目必须在重点流域规划范围内。 

（2）已列入其它渠道或其它部委专项《规划》或《计划》

的项目可列入本规划，但需作出说明。 

（3）工业治理项目重点支持深度治理和污水回用项目。 

（4）项目需符合海河流域规划重点任务或优先控制单元任

务需求。 

（5）严格执行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符合国家、流域或区

域、地方规定的环境准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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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产业政策； 

（7）入库项目的材料必须完整、真实、合理，治理规模、

治理工艺及投资合理。 

（8）项目需要有环境效益分析，重点说明项目的污染物削

减作用、对周边水体水质的改善作用、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

用等。 

（9）项目必须在“十二五”期间（即在 2015 年前）建成并稳

定运行，且有利于水环境质量改善或降低污染风险。 

2、规划项目 

在项目初步筛选的基础上，以优先控制单元或重点任务的需

求为基础，综合考虑“项目的技术经济可行性、控制内容的优先

性、项目实施对水质改善的重要性”等因素，进一步优选出，形

成规划项目清单。初步确定项目优选原则如下： 

（1）项目去除主要污染物与控制单元水体主要超标指标一

致的项目； 

（2）有效解决优先控制单元重点污染问题或流域内重点任

务的项目； 

（3）污染物减排效益大的项目； 

（4）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项目； 

（5）有利于提高污染防治水平且具有示范意义的项目； 

（6）水质超标控制单元汇水范围内的项目； 

（7）清洁生产、循环经济项目或治理工艺在行业内具有示

范意义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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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区域特色的水环境问题或水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的项目，如生态修复项目。 

（9）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和突出问题

的应急处置和治理设施的建设项目。 

3、骨干工程项目 

围绕流域宏观要求和优先控制单元的具体需求，按照因地制

宜、突出重点的原则，综合考虑各重点工程项目规模、工艺、投

资等基本参数，以控制单元为单位对规划项目进行综合优化，形

成海河流域规划的骨干工程项目清单。 

各重点项目以规模合理，工艺合理，投资合理，符合规划大

纲污染控制思路，保障目标可达性为基本原则，综合各控制单元

水环境特征，分别对各重点工程进行工艺优选、重复性筛除、规

模及投资合理化、项目控制方案等方面的优化。并注意包括各类

项目关键参数的优化，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再生水利用量和途

径，重点工业园区（工业企业）清洁生产技术和循环经济产业链

设计，畜禽养殖企业治理工艺、标准、规模计综合利用途径，灌

区治理生态拦截工程设计的合理性等。 

综合控制单元各重点工程，进行控制单元工程方案分析。根

据输入响应关系，综合水质目标-工程项目-环境效益-治污费用分

析，依据水污染防治目标，结合项目环境效益，分析优先控制单

元项目方案的空间布局合理性、结构合理性（污染源削减的结构，

工业、生活、面源消减比例与目标一致性）、有效性（重点源控

制、削减量、水质目标可达性），优选整合各类重点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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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控制单元项目方案综合优化。 

结合海河流域“十二五”国家和省两级规划方案，围绕本规划

流域层面规划任务需求、重点控制片区规划任务需求，按照因地

制宜、突出重点和服务于“三水”目标的原则，设置海河流域水污

染防治的骨干工程项目。 

（三

1、主

2、项

）项目资金来源分析 

项目资金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治污资金、国家财政资金、

企业自筹资金和其他途径融资。 

要融资渠道 

（1）地方政府治污资金。地方政府为开展本规划相关工作

能够匹配的地方财政资金，包括可能利用的其他地区政府对口支

援资金。该项资金需要列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投入额度与地方

财力有关。 

（2）国家财政资金。包括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和中央预算内

投资，根据国家财力统筹安排。 

（3）企业自筹资金。企业为落实本规划相关工作需要筹措

的资金。该项资金主要用于达标排放前的工程投入以及企业清洁

生产投入。 

（4）其他途径。主要由责任部门和承担单位组织落实，作

为具体项目的补充资金。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商业建设运作委

托、社会与民间募集等。 

目融资机制 

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项目资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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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投资为主，中央财政通过不同途径予以支持。落实企业

治污责任，出资完成有关工业治理项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通

过银行贷款、社会募集等方式筹措规划资金。 

七、

（一

1、环

2、社

3、经

效益分析 

围绕“三水”环境问题提出的骨干工程项目和一般治污项目，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进行分析，估算规划实施以及

各优先控制单元环境、社会与经济各单项与综合效益。 

）规划实施效益综合分析 

境效益 

对各控制单元规划项目和控制监测断面进行输入响应分析，

通过水环境质量改善程度、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率的提高、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情况等方面，确定控制

单元及流域的水环境效益。深入分析主要工程项目技术先进性、

促进排污总量削减和改善水环境质量的有效性论证。重点分析项

目实施对保障饮用水安全，改善城市环境水体质量的效益。 

会效益 

从人民群众环境改善需求、饮用水安全保障、粮食安全保障、

跨界水质纠纷现象减少、景观娱乐用水质量改善、区域投资环境

改善等方面分析实施规划的社会效益。分析环境质量改善对减少

跨界环境污染纠纷，促进和谐流域建设的效应。 

济效益 

分析流域“十二五”期间实施的污染治理项目和监管能力建

设项目的投资需求对流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预测规划实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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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环境服务业以及对财政和就业的贡献率。 

（二

1、饮

2、城

3、跨

（三

）优先控制单元效益分析 

用水控制单元效益分析 

对于饮水安全保障类型的优先单元，重点分析水质达标率、

非点源污染物处理水平、流动源环境事故应急，应急监测与方案

强化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等方面因素，分析其环境、社

会与经济效益。 

市水控制单元效益分析 

对城市水环境改善类型的优先控制单元，重点分析城市水体

水质达标率、工业节水重复利用率、万元 GDP 耗水、污水处理

厂提标、污泥处理、管网收集率、污染削减量、人民群众关注的

城市河湖景观娱乐水体质量改善、区域投资环境改善对经济的拉

动等方面等指标因素，分析其环境、社会与经济效益。 

界水控制单元效益分析 

对于跨界水协同治理型优先控制单元重点分析水环境质量、

跨界水污染纠纷、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应急、跨界环境会商协调机

制、环境经济政策等方面，估算其环境、社会与经济效益。 

）可达性与不确定性分析 

从工程、措施、政策等多角度综合分析总体目标的可达性与

不确定性。一方面从污染减排和环境保护治理的角度，分析规划

和项目实施对产业结构调整力度、项目建设周期，新增污染物控

制，生态需水量保障、饮水安全保障，企业达标率，规划资金落

实等方面的可达性及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从社会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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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污染治理的技术水平，环境保护管理水平以及社会环境意识、

文化发展水平等角度，分析规划实施的可行性。另外需要从自然

环境变化、社会经济发展形势、重大项目及工程建设实施、环境

协同保护管理制度建设进程、项目实施及投资的风险等方面，分

析规划任务实施及规划目标实现的不确定因素。 

重点依据控制单元水文、水质及排污等相关数据资料，通过

水质模型模拟，建立污染源与水质目标之间的响应关系，计算骨

干工程对规划水质目标的支持程度，模拟与评估规划项目方案能

否达到控制单元水质目标要求。 

八、

（一

1、建

政策措施 

从政策、组织、技术三个方面入手，基于国家和地方事权划

分的前提，由各省根据本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水环境问题特

点，开拓思路，勇于创新，探索实践适合流域内各水系、各单元

实际情况的水污染防治政策，提出“十二五”期间海河流域水污染

防治的政策保障措施，促进规划编制与规划实施的紧密结合。  

）政策保障 

立基于跨界断面考核的生态补偿机制 

完善流域跨界水质监测体系，基于流域水功能区划和跨界政

府之间的协商，探索建立跨界生态补偿制度。继续完善流域内河

北、河南、山东等地方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法规，在地方试点工作

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有关法规条文、政策与技术方案，制定和

实施海河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条例或者办法，规范保障流域生态补

偿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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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

3、建

立对饮用水保护区的补偿机制 

结合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保护规划，明确划定饮用水保护

区范围，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落实饮用水保护区资源开发与产业发

展的环境要求，同时明确饮用水保护区的受益者范围，由受益者

给水源保护区提供补偿。在流域上游及大中型水库汇水区建立重

要生态功能区，增加对上述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大环境保护

建设的投入力度。 

立再生水利用的优惠政策 

充分运用市场手段促进节水减污。提高地下水资源费征收标

准和征收范围，对取用深层地下水的农业用水征收水资源费；对

超用取水指标的单位和个人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将自来

水、河水、地下水水价上浮部分，作为再生水基金补贴到再生水

水费中，利用价格杠杆鼓励用户使用再生水；提高污水处理费和

排污费征收标准；利用价格杠杆鼓励农业降低 ET 消耗，促进农

业节余水量向城市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流动。 

运用财税政策扶持再生水产业发展。再生水产业作为污水处

理产业的发展和延伸，同时又具有供水行业性质，应尽快实施国

家污水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参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

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建议对再生水费免征水

资源费、增值税，对再生水经营企业免征营业税、所得税。 

利用证券市场支持水产业发展。选择已经上市环保企业进入

再生水产业。支持环保企业上市融资，通过获得来自证券市场的

资金，推动环保企业加大在城市污水厂项目上的投资力度，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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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建设。 

4、建

（二

1、落

2、加

立和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 

进一步完善流域内排污权的有偿取得制度，并建立排污权的

交易机制，优化流域内资源与环境容量利用，建立生态补偿的市

场机制。利用天津排污权交易所平台，建立华北地区或海河流域

水污染物排放交易中心，包括农业源减排和点源总量减排交易。 

）组织保障 

实流域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加强地方政府监管和执法力度，特别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

管，建立省界断面水质达标责任制以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责任

制。加强监测和考核，对地方政府水环境保护问责，逐级建立行

政边界主要指标统计制度、监测办法、考核办法，加强统计执法

检查和巡查，强化跨省界断面的水质情况考核；增强政府的监管

动力，在考核办法中增加一票否决制和责任追究制两项内容，将

主要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

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强跨界地区环境管理和区域统筹 

将跨界影响纳入规划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强化跨界河

流地区的环境管理工作，将跨界区域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分析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之中，从源头防范污染及其跨

界污染事件的风险。增加关于跨界地区环境质量保护的量化指

标，强化地方政府在支持跨界河流地区污染防治和能力建设等方

面的责任。在水质常规监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跨界水体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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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方面的背景信息，明确区域跨（省）界水体的水质控制目

标，确定相关行政区水环境保护责任。完善目标考核与责任机制，

明确目标考核的责任在地方政府而不是地方环保部门。  

3、建

（三

1、严

2、节

九、

（一

立流域生态补偿的协商与仲裁制度 

在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协调组织下，流域上下游政府与有

关利益团体，建立流域生态补偿的协商平台，就开展流域生态补

偿的各项问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磋商和对话。对于一些无法取

得共同意见的问题，由上级政府或有关部门进行协调。 

）技术保障 

重缺水地区水环境综合管理技术 

针对海河流域环境保护管理中的关键环节，根据饮水安全保

障、跨界水污染防治协调、城市水系水环境恢复、水资源联合调

度、生态基流保障等工作的实际需要，开展攻关研究，研究制定

符合地区特点的管理制度、区划、标准和技术规范，并充实基层

技术力量，构建科学化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 

水减污技术 

从农业、工业、生活、城市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等多个环节，

大力开发引进水资源节约和水污染治理高效适用技术，不断加大

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力度，不断提高清洁生产和水资源利用、

回用标准，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手段促进海河流域节水治污。 

任务分工与进度安排 

）任务分工 

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编制组将在国家重点流域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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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十二五”规划编制领导小组、规划编制指导专家组、规划编

制总体组的领导和指导下，与 7 省市（区）以及环保、发改、工

信、住建、水利、农业等部门密切合作，编制完成海河流域水污

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1、水

2、海

污染防治规划领导小组  

（1）协调流域各省（区）、重点城市提供“十二五”社会经

济发展规划、控制指标和投资规模等有关数据，协调国家水专项、

有关科研单位提供海河流域“十二五”规划可应用成果。 

（2）组织七省（区）所辖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

划文本和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文本审查，并征求地

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意见。 

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编制小组 

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编制小组主要由环境保护部环境

规划院、海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和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等

单位组成，编制组成员包括有关研究单位专家和 7 省市（区）政

府部门官员和专家。规划编制组全面负责规划编制技术工作。 

（1）指导各省（区）完成辖区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

划编制工作。 

（2）汇总资料，分析问题，组织开展规划编制工作。包括：

划分控制单元，建立规划分区体系；进行水质评价，分析水环境

问题及成因，排列水环境问题清单，对控制单元进行分类排序；

预测 “十二五”水环境需求和污染减排压力；提出重点任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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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汇各省（区）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内容，制定骨干工

程方案；确定污染物减排量，协调水利部门进行水质模拟计算，

分析控制断面水质改善效果。 

3、流域内各省（区）编制小组 

省市区规划编制组主要由地方环境保护和相关部门政府官

员和专家组成。主要负责本地涉及的优先控制单元规划方案制定

和重点工程项目编制、本地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编

制。7 个省市区设立规划编制技术组、规划联络员。 

各省（区）规划编制小组主要负责收集基础资料，分析环境

问题与设计任务，编制所辖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包括： 

评估“十一五”期间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的进展及存在的问

题；校核辖区内控制单元；在控制单元划分的基础上，协调各部

门收集辖区内规划编制所需基础材料；提出确定优先控制单元的

建议；根据优先控制单元突出水环境问题，分析在现有技术经济

条件下解决问题的可行性，确定规划拟解决的重点问题与拟实施

的重点任务，制定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确定重点领域水污

染防治任务；分析规划项目的环境效益；依据输入响应关系，分

析目标可达性，确定辖区内规划治理目标；完成所辖海河流域水

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编制。流域各相关部门分工如下： 

（1）环保。收集流域水质监测空间点位（分国控、省控、

市控等），分析水环境评估水质现状及“十一五”期间的水质变化

趋势，超标断面的时间、空间分布情况和主要污染指标的超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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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同主要入湖河流的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现状及变化趋

势，规划项目的建设情况及资金投入情况等。流域干流、支流、

湖泊等主要水体水环境现状，“九五”以来水污染防治工作进展及

存在的问题；主要规划项目的环境效益。流域工业污染治理和环

境风险状况，包括重点污染源治理及风险防范状况，排放和产生

重金属等有毒有害污染物企业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十二五”环境

准入要求。海河流域污染源普查数据及报告（包括农业面源和农

村生活）、2009 污染源普查数据更新数据，工业污染源空间分

布图。 

（2）发改。分析“十二五”城镇发展及产业园区等重大项目

建设、及产业发展状况及未来规划，预测对水环境的需求和压力；

配合规划编制小组制定流域污染防治骨干工程方案工作。 

（3）水利。依据流域水功能区的纳污能力和流域水资源规

划，提出优先控制单元内水功能区的限制排污总量意见；配合规

划编制小组完成制定流域污染防治骨干工程方案工作；根据规划

确定的污染物减排量，进行水质模拟计算，分析控制断面水质改

善效果。 

（4）住建。提供流域内城镇用水、排水和污水处理厂、配

套管网等设施建设资料。人口和城镇发展对设施建设需求预测。

整理流域已建成和在建污水处理厂现状，评估 “十一五”污水处

理厂建设、运营情况；分析预测“十二五”期间城镇生活污染面临

的形势和压力，提出污水处理的控制指标、污水处理率、管网覆

盖率、污水再生利用率、污泥处置率以及污水厂运营监管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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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要求；提出污水处理厂的工艺改造、增效方案，包括污水

厂建设及其配套管网的建议方案和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方案等，提

出相应的配套管网建设、污水处理厂运营和污泥处理处置的分类

政策和对策的建议。配合规划编制小组完成制定流域污染防治骨

干工程方案工作。 

（5）工信。评估重点工业行业“十一五”污染控制及清洁生

产状况，判断各行业对流域水污染的贡献，分析“十二五”工业污

染控制需求；预测行业“十二五”发展趋势，分析“十二五”期间工

业污染形势及治污压力，从技术进步、污染治理、产业政策调整

等角度分析行业污染减排潜力，提出流域重点行业污染控制目

标；提出不同行业水污染治理指导性意见，包括行业产业政策建

议（淘汰力度）、规模和布局调整方案、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方

案、水污染治理技术推荐方案和可实现的污染物削减量方案等，

提出重点行业水污染控制对策；提出重点污染源的清单；配合规

划编制小组完成制定流域污染防治骨干工程方案工作。 

（6）农业。分析农灌区污染排放现状，分析农业面源对流

域水质影响；提出“十二五”农业节水改造、农药化肥减量、农田

退水控制等可行性的生产技术调整及控制措施；确定农业面源的

污染防治目标和污染防治方案；开展农灌区污染防治示范工程；

配合规划编制小组完成流域污染防治骨干工程方案制定工作。 

（7）财政。整理分析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一五”期间国

家和地方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分析水污染防治资金筹措、使用

存在问题；提出“十二五”财政经济政策和资金保障措施；配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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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编制小组完成流域污染防治骨干工程及资金方案的制定工作。 

（8）国土。分析矿产资源开发现状及未来状况，评估对水

质的影响，筛选流域环境风险，评价流域地下水水源地环境状况；

提出海河流域矿山开发风险防范及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治理

的主要任务、骨干项目和保障措施；配合规划编制小组完成流域

污染防治骨干工程方案制定工作。 

（二

十、

）进度安排 

2010 年 11 月-2011 年 3 月，各省（市、区）完成省级水污

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初稿）和本省（市、区）内优先控制单元

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方案（初稿）。 

2011 年 4-5 月，完成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征

求意见稿）。 

2011 年 6-7 月，完成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送

审稿）。 

2011 年 8-9 月，完成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报

批稿）。 

数据资料收集与分析要求 

流域、区域、行业的废水及主要污染排放数据均采用 2010

年环境统计数据，可先利用 2009 年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数据进

行相关的分析工作，2011 年上半年完成数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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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相

2、主

）流域资料收集与分析 

关政策法规、项目报告收集与分析 

（1）收集各级人大、政府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如：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跨界断面考核评估办法，

产业结构调整办法，水资源分配保护办法等。 

（2）收集各级发展改革委有关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淘汰落

后产能计划等。 

（3）收集水利部门有关海河流域综合规划、实施“三条红线”

的有关要求；建设部门有关“十二五”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建

设规划，截止“十一五”末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行、评估报告；工

信部门有关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方案；农业部门有关农村面污染源

控制的指导意见；国土资源部门有关土地利用、矿产开发、复垦

的有关规划。 

（4）收集有关水源地保护、工业污染源控制、污水处理厂

和垃圾处理场控制、农业灌溉等方面的标准、规范和指南，并收

集有关贯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标准的建议。收集水利部门

水功能区划的标准及贯标指导意见。 

要数据收集与分析 

（1）水质 

分 12 个月按单项指标收集全部监测数据（2006～2010 年）。 

包括主要江河、湖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等水体（国控、

省控、市控）监测断面，水功能区控制断面。 

（2）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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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水资源总量，提供海河流域水资源总量特征值，不同频

率年水资源总量。 

（3）排污总量：重点收集 2006～2010 年相关数据。 

流域内分省收集废水排放量（工业、城镇生活及其它）、主

要污染物排放量、区域特征污染物排放量，水利系统水功能区各

入河排污口实测入河排污量（2007、2010 年）、住建系统城市

（镇）区域用水量、排水量和污水处理厂废水处理量及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重点工业点源执行排放标准监测报告和污染源主要污

染物及特征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水量、排放去向等有关排污数

据。 

以上数据有不同来源如环统、污染源普查，不同部门如水利、

住建都应收集，即使不在规定时间段的不可替代数据也应收集。 

（4）项目 

收集 7 省（市、区）政府“十一五”期间待建项目的可研报告

以及环评报告书；“十二五”期间，各省区拟新增项目包括选址、

规模、处理工艺、投资等。 

（5）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收集流域内现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类型、水质类别，饮用

水源保护区划分情况及保护区内的相关污染源信息等，以及各省

区政府对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对策及建议。 

3、数据分析要求 

（1）利用全部水质断面数据按水功能区保护目标和规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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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进行分水期单因子评价，分水期、分指标开列水质超标断面清

单，并说明超标倍数、超标历时。 

（2）汇总分析“十一五”规划项目地方资金和中央资金的落

实情况；根据“十一五”治污规划要求，分析“十一五”治污未解决

的水环境问题。深入分析重点区域污染防治项目执行率低的症结

所在。 

（3）并根据“十二五”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的治污压力和

新的治污需求，对拟在“十二五”期间解决的水环境问题进行综合

决策，并排列优先顺序。 

（4）根据各部门和相关省市提供的法律、法规、规划等材

料，和有关部门及省市政府共同确定“十二五”治污应重点解决及

突破的水环境问题和优先控制单元。 

（5）从流域层面对重点水环境问题和优先控制单元需要具

体开展的重点污染防治工作、工程任务、政策与技术指导提出具

体意见。 

（二

1、工

）重点领域资料收集与分析 

业污染防治 

收集重点工业污染源及污染集中排放区域排污量、工业增加

值数据，分析评价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COD、氨氮和重金属等

毒害污染物排放绩效，找到工业污染防治突破口，明确需开展清

洁生产、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废水深度治理、应急设施等项目

建设的重污染行业及重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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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

3、农

4、流

镇污水垃圾处理 

收集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情况，从管网配套、污水处

理效率、氮磷脱除情况、进出水浓度、负荷率水平、污泥处置、

收费运营等角度进行分析评价，明确现有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和

升级突破口，对各城市、县分别提出污水处理厂建设规模需求，

提出“十二五”新建污水处理厂布局、工艺和标准技术方案，提出

城镇污水处理率目标。提出适应高寒地区的污泥安全处置方案，

确定污泥安全处置的示范工程名单、位置、规模等。 

业源防治 

收集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镇（村）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垃圾

处理需求、生态拦截沟建设需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产生

量等资料，分析农业源强度和降雨径流相关性，考虑农业部门有

关农村面污染源控制的指导意见，提出不同农业源污染防治重点

方向和建议。 

域环境监管 

收集不同区县的环境监管机构、人员、仪器设备、监测断面、

应急监测、环境执法等现状，分析不同区县现有环境监管能力对

水环境改善和风险管理的制约作用及存在问题需求，提出水环境

监管能力建设、环境执法、水环境监测断面优化布控、水环境监

测指标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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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河流域规划范围表 附表

地级行政区 县级行政区 
北京市 11 个县区 

北京市 北京市区、延庆县、密云县、怀柔、昌平、大兴、顺义、房山、平谷、通州、门头沟区 
天津市 9 个县区 

天津市 天津市区、蓟县、宁河县、滨海新区、武清、宝坻、市开发区、保税区、市高新区 
河北省 11 个地市 34 个市辖区、23 个县级市、115 个县 

石家庄 长安区 桥东区 桥西区 新华区 郊区 井陉矿区 鹿泉市 辛集市 藁城市 晋州市 新乐市 深泽

县 无极县 赵县 灵寿县 高邑县 元氏县 赞皇县 平山县 井陉县 栾城县 正定县 行唐县 

张家口 桥东区 桥西区 宣化区 下花园区 张北县 康保县 沽源县 尚义县 蔚 县 阳原县 怀安县 万
全县 怀来县 赤城县 崇礼县 宣化县 涿鹿县 

秦皇岛 海港区 山海关区 北戴河区 青龙满族自治县 昌黎县 抚宁县 卢龙县 

唐山 路北区 路南区 古冶区 开平区 新区 遵化市 丰南市 迁安市 丰润县 滦县 滦南县 乐亭县 
迁西县 唐海县 玉田县 

廊坊 安次区 霸州市 三河市 大厂回族自治县 香河县 永清县 固安县 文安县 大城县 

保定 
新市区 北市区 南市区 定州市 涿州市 安国市 高碑店市 易县 徐水县 涞源县 定兴县 顺平

县 唐县 望都县 涞水县 高阳县 安新县 雄县 容城县 蠡县 曲阳县 阜平县 博野县 满城县 
清苑县 

沧州 新华区 运河区 泊头市 任丘市 黄骅市 河间市 献县 吴桥县 沧县 东光县 肃宁县 南皮县 
盐山县 青县 孟村回族自治县 海兴县 

承德 双桥区 双滦区 鹰手营子矿区 宽城满族自治县 兴隆县 平泉县 滦平县 丰宁满族自治县 隆
化县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承德县 

衡水 桃城区 冀州市 深州市 枣强县 武邑县 武强县 饶阳县 安平县 故城县 景县 阜城县 
邢台 桥东区 桥西区 南宫市 沙河市 临城县 内丘县 柏乡县 隆尧县 任县 南和县 宁晋县 巨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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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行政区 县级行政区 
新河县 广宗县 平乡县 威县 清河县 临西县 邢台县 

邯郸 邯山区 丛台区 复兴区 峰峰矿区 武安市 大名县 魏县 曲周县 邱县 鸡泽县 肥乡县 广平县 
成安县 临漳县 磁县 涉县 永年县 馆陶县 邯郸县 

河南省 5 个地市 17 个县市 
焦 作 焦作市区、修武县、博爱县、武陟县 
新 乡 新乡市区、卫辉市、辉县市、新乡县、获嘉县 
鹤 壁 鹤壁市区、淇县、浚县 
安 阳 安阳市区、安阳县、汤阴县、滑县、林州市、内黄县 
濮 阳 濮阳市区、清丰县、南乐县、濮阳县 

山东省 5 个地市 25 个县市 
滨 州 滨州市区、惠民县、无棣县、沾化县、阳信县 
聊 城 聊城市区、临清市、阳谷县、莘县、茌平县、东阿县、冠县、高唐县 
济 南 济阳县、商河县 

德 州 德州市区、禹城市、乐陵市、齐河县、平原县、陵县、宁津县、庆云县、临邑县、武城县、夏

津县 
东 营 河口区、利津县、垦利县（部分） 

山西 6 个地市 37 个县市 
大 同 大同市区、阳高县、天镇县、广灵县、灵丘县、浑源县、左云县、大同县 
阳 泉 阳泉市区、平定县、盂县 
朔 州 朔州市区、山阴县、应县、右玉县、怀仁县、平鲁区 

长 治 长治市区、潞城市、屯留县、长治县、襄垣县、平顺县、黎城县、壶关县、长子县、武乡县、

沁县、陵川县 
忻 州 忻州市区、原平市、定襄市、五台县、代县、繁峙县、宁武县、神池县 
晋 中 榆社县、左权县、和顺县、昔阳县、寿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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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行政区 县级行政区 
内蒙古 2 个地市 7 个县市旗 

锡林郭勒盟 多伦县、太仆寺旗、正蓝旗、正镶白旗 
乌兰察布 丰镇市、兴河县、凉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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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河流域控制单元划分 附表

编号 省份 控制单元 控制断面 区县 是否优先单元

1 北京 潮白河北京市控制单元 密云水库（密云水库）、古

北口（潮河） 密云 是 

2 北京 北四河下游平原北京市控制单元 
榆林庄（北运河）、昆明湖

（昆明湖）、向阳闸（潮白

河） 

通州、海淀区、顺

义 否 

3 北京 永定河册田水库至三家店区间北京

市控制单元 
沿河城（永定河）、谷家营

（妫水河） 门头沟、延庆 否 

4 北京 大清河山区北京市控制单元 大沙地（拒马河） 房山 否 

5 北京 大清河淀西平原北京市控制单元     否 

6 河北 滦河山区唐山市控制单元 大黑汀水库（滦河） 唐山市迁西 否 

7 河北 滦河山区秦皇岛市控制单元     否 
8 河北 滦河山区张家口市控制单元     否 

9 河北 滦河山区承德市控制单元 大杖子（一）（滦河）、大

杖子（二）（柳河） 兴隆县 否 

10 河北 滦河平原及冀东沿海诸河唐山市控

制单元 
涧河口（陡河）、姜各庄（滦

河） 
唐山市丰南、唐山

市乐亭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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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省份 控制单元 控制断面 区县 是否优先单元

11 河北 滦河平原及冀东沿海诸河秦皇岛市

控制单元 洋河口（洋河） 抚宁县 否 

12 河北 北三河山区唐山市控制单元     否 

13 河北 北三河山区张家口市控制单元 后城（白河） 赤城县 否 

14 河北 北三河山区承德市控制单元     否 

15 河北 北四河下游平原唐山市控制单元     否 

16 河北 北四河下游平原廊坊市控制单元 王家摆（北运河） 香河县 否 

17 河北 永定河册田水库至三家店区间张家

口市控制单元 

揣骨疃（桑干河）、温泉屯

（桑干河）、八号桥（洋河）、

老鸦庄（清水河）、左卫桥

（洋河） 

阳原县、涿鹿县、

怀来县、桥东区、

怀安县 
否 

18 河北 大清河山区石家庄市控制单元     否 

19 河北 大清河山区保定市控制单元     否 

20 河北 大清河山区张家口市控制单元     否 

21 河北 大清河淀西平原石家庄市控制单元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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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省份 控制单元 控制断面 区县 是否优先单元

22 河北 大清河淀西平原保定市控制单元 

焦庄（府河）、采蒲台（白

洋淀）、端村（白洋淀）、

圈头（白洋淀）、安州（府

河）、光淀张庄（白洋淀）、

烧车淀（白洋淀）、南刘庄

（白洋淀）、鸪丁淀（白洋

淀）、王家寨（白洋淀）、

新盖房（拒马河）、码头（拒

马河） 

南市区、安新县、

安新县、高碑店、

涿州 
否 

23 河北 大清河淀东平原保定市控制单元 采蒲台（白洋淀）、枣林庄

（白洋淀） 安新县 否 

24 河北 大清河淀东平原沧州市控制单元 青县桥（南运河）、阎辛庄

（子牙新河） 青县、黄骅市 否 

25 河北 大清河淀东平原廊坊市控制单元     否 

26 河北 大清河淀东平原衡水市控制单元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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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省份 控制单元 控制断面 区县 是否优先单元

27 河北 子牙河山区石家庄市控制单元 
地都（绵河-冶河）、岗南水

库自动站（滹沱河）、岗南

水库入口（滹沱河） 
井陉县、平山县 否 

28 河北 子牙河山区邯郸市控制单元     否 
29 河北 子牙河山区邢台市控制单元     否 

30 河北 子牙河平原石家庄市控制单元 南张村（石津总干渠） 辛集市 是 

31 河北 子牙河平原(滏阳河)邯郸市控制单元     是 

32 河北 子牙河平原邢台市控制单元 艾辛庄（滏阳河） 宁晋县 是 
33 河北 子牙河平原沧州市控制单元     是 
34 河北 子牙河平原衡水市控制单元 滏阳河（衡水） 武强县 是 

35 河北 漳卫河山区邯郸市控制单元 岳城水库出口（浊漳河）、

刘家庄（清漳河） 磁县、涉县 否 

36 河北 漳卫河平原邯郸市控制单元 龙王庙（卫河） 大名县 否 

37 河北 黑龙港及运东平原邯郸市控制单元 徐万仓（卫河）、曲周（滏

阳河） 馆陶县、曲周县 否 

38 河北 黑龙港及运东平原邢台市控制单元 临清（陈窑）（卫运河） 临西县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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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省份 控制单元 控制断面 区县 是否优先单元

39 河北 黑龙港及运东平原沧州市控制单元 

东宋门（岔河）、桑园桥（南

运河）、小泊头桥（漳卫新

河）、大口河口（宣惠河）、

李家堡一（南排河） 

吴桥县、海兴县、

黄骅市 否 

40 河北 黑龙港及运东平原衡水市控制单元     否 

41 河北 徒骇马颊河邯郸市控制单元     否 
42 河南 漳卫河山区安阳市控制单元     否 
43 河南 漳卫河山区鹤壁市控制单元 黄花营（淇河） 林州市 否 
44 河南 漳卫河山区新乡市控制单元     否 
45 河南 漳卫河山区焦作市控制单元     否 
46 河南 漳卫河平原安阳市控制单元     是 
47 河南 漳卫河平原鹤壁市控制单元     否 

48 河南 漳卫河平原新乡市控制单元 修武水文站（大沙河）、小

河口（卫河） 获嘉县、新乡市 是 

49 河南 漳卫河平原焦作市控制单元     否 
50 河南 漳卫河平原濮阳市控制单元     否 
51 河南 徒骇马颊河安阳市控制单元     否 

52 河南 徒骇马颊河濮阳市控制单元 南乐元村集（卫河）、南乐

水文站（马颊河） 南乐县 是 

53 内蒙 滦河锡林郭勒盟控制单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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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省份 控制单元 控制断面 区县 是否优先单元

54 内蒙 后河乌兰察布盟控制单元     否 
55 内蒙 饮马河乌兰察布盟控制单元     否 
56 山东 徒骇马颊河济南市控制单元     否 
57 山东 徒骇马颊河东营市控制单元     否 
58 山东 徒骇马颊河德州市控制单元 田龙庄（岔河） 德城区 是 

59 山东 徒骇马颊河聊城市控制单元 
张秋（金堤河）、毕屯（徒

骇河）、任堂桥（马颊河）、

称勾湾（卫运河） 

阳谷县、莘县、冠

县 否 

60 山东 徒骇马颊河滨州市控制单元 富国（徒骇河）、胜利桥（马

颊河） 沾化县、无棣县 否 

61 山西 永定河册田水库以上大同市控制单

元 册田水库出口（桑干河） 大同县 是 

62 山西 永定河册田水库以上朔州市控制单

元 
    是 

63 山西 永定河册田水库至三家店区间大同

市控制单元 
    否 

64 山西 大清河山区大同市控制单元     否 
65 山西 大清河山区忻州市控制单元     否 
66 山西 子牙河山区阳泉市控制单元     否 
67 山西 子牙河山区晋中市控制单元     否 
68 山西 子牙河山区忻州市控制单元     否 
69 山西 漳卫河山区长治市控制单元 王家庄（浊漳河） 平顺县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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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省份 控制单元 控制断面 区县 是否优先单元

70 山西 漳卫河山区晋中市控制单元     否 

71 天津 北三河山区（引滦入津）天津市控制

单元 

于桥出口（引滦入津）,大坝

（于桥水库）、三岔口（于

桥水库）、、库中心（于桥

水库）、 

蓟县 是 

72 天津 北四河下游天津市控制单元 

北运河土门楼（北运河）、

大套桥（潮白新河）、三岔

口（海河）、宜兴埠泵站（引

滦入津）、塘汉公路大桥（永

定新河）海河大闸（海河）

武清区、宝坻区、

蓟县,、静海县、河

北区、北辰区 
否 

73 天津 大清河平原天津市控制单元 
小河闸（子牙河）、工农兵

防潮闸（独流减河）、东港

拦河闸（黑龙港河） 
滨海新区 否 

 

 

 



 

1  海河流域行政区划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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