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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型线性水利工程政策处理的工作机制
—以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为例
周 骅，徐锋杰，曹 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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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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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 ( 以下简称“配水工程”) 是浙江省重大民生供水工程，经浙江省

发改委核准建设，并列为省重点建设项目 [1]。针对这样的大型线性水利工程政策处理工作中存在的区域社会发展
水平差异性大、群众生产生活习俗差异性大、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差异性大、施工单位与群众沟通相处的水平差异
性大等难点问题，结合配水工程的市县上下联动，摸索了一套科学合理的工作模式，确保工程建设氛围的和谐稳
定及建设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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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2

建立统筹指挥机制

目前，频繁的水污染突发事件对现有河道型水源地构

杭州市政府成立千岛湖配水工程建设指挥部（以下简

成了严重的威胁。解决单一水源，提高供水抗风险能力，

称“市指挥部”），履行总牵头、总协调、总督查等职责，

构建大城市的多水源供水安全保障体系，是杭州市保障民

各区、县分别成立工程建设分指挥部，主要负责各自区、

生建设世界名城的客观需要。通过建设配水工程，形成以

县境内的征地、拆迁、维稳等政策处理工作。

千岛湖为主，钱塘江、东苕溪为辅的多水源供水格局，切

2.1 组织体系

实提高杭州城市供水安全保障程度、改善饮用水品质。千

市指挥部下设“一办五分指”：综合办负责指挥部日

岛湖配水工程从新安江水库淳安县境内取水，通过输水隧

常工作，全面组织协调、宣传发动、督查指导项目建设有

洞将水引至杭州市余杭区闲林水库。千岛湖 — 闲林水库

关工作，由各成员单位配合做好工程推进的各项事宜；区、

输水线路长 112.34 km，其中输水隧洞混凝土衬砌段长约

县分指挥部，负责配水工程过境段工程相关工作。

102.39 km，采用平底圆形断面，衬后直径 6.7 m；其余部分

沿线所涉乡镇（街道）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切实落

为钢衬段或埋管段，钢管内径 5.0 m[2]。设计流量 38.8 m³/s，

实属地负责制，抓好征（借）地、维稳等工作，合理解决

为 I 等工程，施工总工期 42 个月，总投资约 106 亿元。工

群众诉求，保障工程顺利推进（见图 1）。

程永久征地共 44.04 hm2（660.58 亩），临时借地共 223.80
hm2 (3 356.96 亩 )，涉及 5 个区、县（市）的 17 个乡镇，
32 个行政村，约 8 000 户的群众政策处理工作。为尽早发
挥工程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市、县各级政府及各职能
部门的密切配合和支持，采用市、县上下联动，由杭州市
统一领导 , 区县各自包干的原则，签订了市、区（县）政策
处理工作《包干协议》。建立科学的工程建设工作机制，
高效地确保了工程建设政策处理工作的及时到位，为工程
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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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图

2.2 指挥部办公联席会议制度
指挥部办公联席会议制度一是召开指挥长会议。由总
指挥或常务副总指挥召集副总指挥，每季度召开指挥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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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分析实施阶段矛盾与问题，明确下阶段工作重点。二

工进展情况，分析稳定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切实

是召开成员单位会议。由副总指挥牵头，每月召集属地相

可行的措施方案，做到既保证本地工程顺利推进，又保证

关部门、乡镇（街道）具体研究商定有关问题。三是召开

属地社会稳定。

分指挥部办公例会。加强分指挥部内部各办（组）协调联系，

全面协调的根本目的，就是消除分歧、化解矛盾、统

由常务专职副总指挥或专职副总指挥每半月召集各办（组）

一思想、达成共识，共同保障工程的顺利实施。市、县上

负责人召开分指挥部办公例会，通报半月工程实施情况，

下联动，部门、乡镇合力攻坚，在推进过程中处置各类政

对各地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保障信息畅通，确保处置及时。

策处理问题的过程中起到了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形成合

在推进工程建设的顶层设计上，在全局的战略角度上
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并作出科学决策。统筹指挥机制充分
发挥了市、县、乡级政府在政策处理中的主导功能，起到
了关键性的牵头指导作用。

3

力、克难攻坚的统筹实施作用。

4

建立稳控应急机制
各施工点附近的稳定工作和应急处置责任主体为项目

业主单位和施工单位。各乡镇（街道）、村根据属地负责

建立全面协调机制

原则做好维稳信访工作，分指挥部负责相关事宜处置的各

为有效保障千岛湖配水工程顺利实施，政策处理工作

方协调，情况通报和督查督办。

协调有力，充分调配优势资源，进行实体化运作，建立全
面统筹协调工作。市指挥部把握政策标准，共性问题统一

4.1 建立信访维稳信息周报告制
各乡镇（街道）建立信息收集报送制度，组建基层信

协调，重大专项“一事一议”。

息员队伍，落实专人，每周向分指挥部发送信访维稳信息，

3.1 加强市、区（县）联动机制建设

仔细排查涉稳问题重点人和重点事，做到底子清、情况明；

分指挥部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市指挥部反映，同时与业

形成快速反应机制，乡镇（街道）、村和施工单位，第一

主驻地办事处保持紧密沟通联系，明晰市指挥部有关政策

时间妥善处置，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各施工单位如有维

信息，随时掌握工程动态和相关信访稳定信息，提前谋划，

稳信息须第一时间与所在乡镇、村领导汇报，做到“无缝

及时介入，适时处置相关事宜。同时与周边县（市、区）

对接”。

对接沟通，学习借鉴相关经验及方式方法。

4.2 召开维稳研判会

3.2 召开项目推进协调会

信访维稳工作情况研判会由分指挥部维稳办或所涉乡

由分指挥部负责召集乡镇（街道）负责人、业主单位

镇（街道）牵头，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业主单位、

代表、施工单位负责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每周适时召开

施工单位，分析研判信访维稳情况，制定完善的应急举措

项目推进协调会，通报工程进展情况，施工点周边稳定情况，

和工作对策，把信访维稳情况研判作为每月召开的乡镇部

分析研究各阶段实际问题，形成统一意见，推进项目建设。

门联席会议的重要内容，必要时，随时召开信访维稳工作

3.3 重要节点专项协调会

会议。

施工单位在各环节动工前（特别在施工单位进场施工

4.3 重要节假日值班和应急处置机制

前、爆破施工前、土石方运输前、砂石加工前等），由施工

根据重要节假日安排，各乡镇（街道）、施工单位提

单位负责牵头向分指挥部报告。报告内容包括：①相应方

前排定值班人员，提前 3 d 将值班表报分指挥部备案。值班

案（爆破实施方案、交通组织方案、道路运输组织方案等）

期间，值班人员不得随意换班，确保 24 h 通讯畅通，并提

有否制定、报批、评估。如开工前的人、材、物是否到位；

前制定信访维稳应急预案。若发生安全、维稳、信访等事件，

②有否在施工点所涉村、组开展对接工作，并对施工可能

做到第一时间报告到位、人员到位、处置到位。

对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是否制定应

4.4 爆破计划报送机制

急处置预案；③有否征得属地乡镇（街道）及相关部门的

各施工单位爆破计划的制定须充分考虑到施工点周边

同意及配合支持等。分指挥部审核同意后根据施工单位提

群众生产生活，并在征得属地乡镇（街道）同意的情况下，

出的申请，负责召集乡镇（街道）、有关部门、业主单位、

报分指挥部备案。爆破方案每周一报，每周五报一周爆破

施工单位等召开重要节点专项推进协调会。

计划。若临时改变爆破时间，提前 1 d 重新提交爆破方案。

3.4 乡镇（街道）项目推进工作例会

方案中必须明确爆破间、爆破药量及实施爆破主要负责人

各乡镇（街道）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至少每半月召集
业主单位代表、施工单位负责人、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等，
召开项目推进工作例会，分指挥部列席会议。会上通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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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4.5 安全施工工作经验交流会
（下转第 48 页）
由业主单位负责，每月组织各施工单位、

毕忠飞：浅谈低弹模混凝土防渗墙在龙头堰枢纽中的应用

加强后期正常运行工况下防渗观测，并总结设计、施工经验。

[2] 李煊明 . 土石坝低弹模混凝土防渗墙设计关键技术 [J]. 水利水
电技术，2013(9)：61 - 63.

参考文献：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SL 174 — 96 水利水电工程混凝土防
渗墙施工技术规范 [S]. 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

[1] 尉高洋 . 低弹模混凝土防渗墙设计实例分析 [J]. 水利水电技术，

（责任编辑

2006(5)：51 - 53.

姚小槐）

（上接第 41 页）监理单位、属地乡镇（街道）、分指挥部

矛盾、清扫障碍、保障工程顺利推进起到了激励工作成效

等，召开安全施工工作经验交流会，互通情况、互相监督、

的助力剂作用。

取长补短，促进工程施工顺利进行。
稳控机制在工程推进的各阶段过程中，及时掌握情况，
高度警觉，早发现、早报告、早化解，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中，
为工程的顺利推进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5

6

结

语

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具有工程战线长、牵
涉面广、利益相关体多、社会关注度高。随着工程建设推
进的不断深入，爆破施工、环境影响以及矿渣处置和运输

建立督查考核机制

等与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矛盾集中点也随之发生

充分营造和谐稳定的建设氛围，促进工程顺利有序地

变化，给工程建设维稳工作带来持续挑战，政策处理的压

建设推进，为确保上级单位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

力持续存在。通过千岛湖配水工程政策处理工作机制的摸

加强政务督查和目标考核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

索和实施，从政企合作平稳推进工程建设入手，统一指挥、

以工程进度和社会稳定为重点制定了《考核细则》。

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化解矛盾。例如：桐庐县境内共完

5.1 开展督查指导

成征（借）地 38.78 hm2（581.76 亩），提前 20 d 完成交地

一是分指挥部会同有关乡镇（街道）每月对各施工点

任务。各区（县）按时间节点完成了各项政策处理工作，

进行督查，督查内容包括文明施工、安全生产、社会稳控

维护了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稳妥处置好各方面政策处理

等，并形成督查专报；二是分指挥部总指挥或常务副总指

重难点问题成为保障工程顺利推进的根本。实践证明工程

挥召集各副总指挥及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专题调研指导，

建设指挥部成员单位与业主、施工单位紧密配合，规范操作，

并在指挥长会议或成员单位会议上通报相关情况，布置相

制定科学的工作机制，采取合理的处置措施是做好工程建

关工作，并限期整改，形成书面反馈市指挥部。

设政策处理工作的根本保障。此举也为类似工程的政策处

5.2 建立信息互通及考核机制
市指挥部搭建信息互通平台，以短信、微信为载体，

理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汇总施工单位、乡镇（街道）动态信息，每日发送至分指挥部、
乡镇（街道）、业主单位、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由市指
挥部对分指挥部的工作推进及社会稳定进行考核。分指挥
部还将对所辖乡镇（街道）、施工单位，分层制定考核细则。
明晰任务与目标，推进施工有序进行。
督查和考核机制的实施为了解情况、及时处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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