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期 总第 215 期
2018 年 1 月

浙 江 水 利 科 技

No . 1 Total No . 215
Jan 2018

Zhejiang Hydrotechnics

对大中型水库标准化管理长效机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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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前浙江省在稳步推进水库标准化管理工作，其中部分大中型水库已完成标准化创建并实施标准化

管理，使水库的运行管理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针对大中型水库标准化创建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对运行管理长效机制进行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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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标准化创建工作，大幅提升水库的运行管理水平，取得了

浙江省分布着大小水库 4 300 余座，其中大中型水库

良好效果。但在实际运行管理过程中，各水库管理水平参

190 余座，数量庞大的水库工程，一方面夯实浙江经济社会
发展基石，另一方面也面临着确保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的压
力。大中型水库一旦出现安全问题，“水利”就有可能变
成“水害”。
2016 年 2 月，浙江省水利厅印发了《全面推进水利工
程标准化管理实施方案（2016 — 2020）》，明确到 2017
年年底，力争建立较完善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体系和运
行管理机制，到 2020 年年底，力争全省大中型水利工程的
标准化管理合格率达到 100%。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包括工程管理责任具体化、工程
防汛和安全运行管理目标化、工程管理单位（岗位）人员
定岗（编）化、工程运行管理经费预算化、工程管理设施
设备完整化、工程日常监测检查规范化、工程维修养护常
态化、运行管理人员岗位培训制度化、工程管理范围界定
化、工程生态环境绿化美化、工程管理信息化等工程管理
的“十一化”。

差不齐，部分水库仍存在管理基础薄弱，技术管理不到位、
岗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水库的安全运
行就难以得到保障，工程效益也难以保障。

2 水库标准化创建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2.1 标准化管理手册
根据标准化管理的要求，浙江省各大中型水库都编制
了标准化管理手册，但在标准化创建过程中发现存在管理
事项不全面、工作要求不明确、针对性不足，不符合规程
要求、缺乏实用性等问题。部分水库根据标准化创建验收
时专家的意见对手册进行修订，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
完善和细化，使之逐渐结合工程实际得到落实。但部分水
库在通过标准化创建验收后，不及时对手册进行修订和完
善，手册仍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仍沿用老旧的管理模式。

2.2 运行管理工作

标准化管理工作开展以来，浙江省印发试行了《浙江

有些水库虽然编制了符合规范的标准化管理手册，但

省大中型水库运行管理规程（试行）》等各类管理规程，

实际工作却与管理手册脱节。如水工建筑物日常巡查的频

完成制（修）订水利工程定岗定员、维修养护定额、标识牌、

次、闸门巡检的频率等低于相关规程频次要求；水工建筑

管理手册编制指南、考核验收等相关标准、规定和办法。

物巡查部位的内容和要求不满足相关规程要求；闸门操作

全省各级成立了标准化管理领导小组，并落实人员和经费，

流程等仍沿用老旧的管理流程，操作记录与管理手册中的

全面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到 2017 年 6 月底，全

记录要求不一致等。有些水库还存在“两层皮”的问题，

省共有 50 多座大中型水库通过标准化管理验收。通过实施

无管理手册却上报按管理手册操作。

2.3 责任分工
有些水库虽然根据标准化创建的要求编制了“人员 —
收稿日期：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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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 — 事项”对应表，编写岗位责任制，但在实际工作中，
水库的运行管理工作分工仍沿用原来的管理模式，岗位责
任不落实，分工不明确；有些水库的运行管理工作因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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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工，导致工作互相推诿，影响标准

了水库运行管理的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事项的流程、标准、

化工作的正常开展。

台账记录等都有明确、详细的要求。在手册的初期使用过

2.4 信息化管理

程中，应根据具体工作和相关规程，不断地完善、修订，

部分水库管理单位的运行管理平台在创建验收时存在

使之更加切合实际、简洁易懂。在管理手册的编制和完善

模块功能不完善、设置不合理、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录

过程中，做到水库管理单位全员参与，各个岗位上的工作

入的电子台账不齐全等问题。

人员，应根据自身的工作职责和遇到的实际问题，对管理

在创建验收后，部分水库运行管理平台不及时根据验

手册提出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建议。

收专家的意见进行完善，仍存在管理模块设计不合理，不

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按照“手册”的要求落实各项工

切合管理实际、使用率不高等问题。且部分水库管理人员

作，如规范工程日常巡查和安全检查工作，加强工作的台

由于年龄和知识结构等原因，信息化手段的使用跟不上，

账记录管理，及时、规范填写相关工作记录表格等。

导致运行管理平台的使用率降低，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
息化管理。

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库的管理水平，

2.5 形象面貌
部分水库在标准化创建专家验收前“临时抱佛脚”，
提前打扫卫生、美化环境、张贴标准化标识标牌，外观形
象看起来耳目一新，达到了“工程生态环境绿化美化”的
要求。但过段时间再去现场，便发现“此一时彼一时”，
角角落落“重现”了多处垃圾，部分标准化标识标牌也老
化破损，之前的“美好形象”一去不复返。

3

（3）加强水库形象面貌管理。水库的形象面貌如卫生、
保洁、标识标牌、工程设施外观方面，是水库标准化管理
应长期保持水库美观的形象面貌，并加强管理设施的保护
和维护，为标准化管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4）加强运行管理平台日常运用和完善。运行管理平
台是水库运行管理实现信息化管理的基础载体，是水库实
现标准化管理的重要手段，水库的工程检查、安全监测、
维修养护、调度运行、应急管理、视频监控等各项工作都
应在平台中进行“痕迹化”管理。各个水库运行管理单位

水库标准管理长效机制研究的意义

应进一步完善运行管理平台各个模块，完善电子台账记录，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部分大中型

加强日常使用与维护，确保正常运行。

水库通过了标准化创建验收，但在后期运行管理中，许多
工作未按标准化的要求执行。因此非常有必要研究水库标
准化管理的长效机制

[1]

，结合浙江省水利工程标准化工作

的推进，进一步跟踪相关工作开展和执行情况，摸清问题

4.2 外部监管机制
对于水库管理部门，应加强外部监管，并强化督查和
考核 [2]，以确保各个水库能按照标准化要求执行到位，提
高水库的运行管理水平。

和难点，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水库工程标准化管理长效

（1）加强行业监督。对于大中型水库，建议开展标准

机制。为进一步制定完善的水库运行管理标准和制度提供

化管理督查工作。根据标准化管理的要求，每年对各个大

依据，规范水库管理各个环节，提升浙江省水库的安全运

型水库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对于中型水库，由于数量多，

行管理水平。同时可以对省内其他水利工程的标准化运行

可进行相应的抽查。以便及时掌握各水库的标准化运行管

管理提供参考。

理工作落实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4

要求水库管理单位负责人明确水库管理的要点和工作职责，

加强水库标准化长效管理的对策

4.1 内部提升机制
对于水库管理单位，为保证各项运行管理工作按照标
准化管理要求落实到位，应提升内在管理水平。

同时加强水库管单位负责人的学习培训和考核工作，
熟练掌握运行管理平台的使用，起到模范引领作用。
（2）强化督查和考核。目前，浙江省已初步建立了省、
市、县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监管平台，可充分利用大数据、

（1）加强水库全体运行管理人员的业务学习与培训。

信息化手段，分解各项运行管理指标，建立科学、系统的

水库标准化工作对水库的运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

评价体系，将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分对比，按季度和年度

求“依标管理”“依规管理”。各个水库管理单位一方

进行评比排名，纳入政府考核，实施优奖劣罚，促使各个

面应根据标准化管理创建的要求编制“水库标准化管理手

水库不断提升标准化管理水平。

[3]

册” ，并根据工程实际进行更新，把“手册”作为各项

4.3 标准化管理长效化保障机制

运行管理工作开展的依据和基础。另一方面应加强对“手

（1）组织保障。水库管理部门应加快推进水库工程产

册”的宣传贯彻和培训工作，使标准化管理的意识深入人

权制度改革，落实工程管理责任主体，按照定岗标准设置

心，并把“手册”作为工作开展的依据和准绳。

岗位和配备好人员。对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行物

（2）不断完善、落实标准化管理手册。“手册”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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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管理的工程，应在物业管理合同中（下转第 58 页）

钟壬琳：浙江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5）克服畏难情绪，向拖延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建

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1）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当地政府及有关部

设单位发出催缴通知单，若建设单位仍拒不缴纳，则严格

门出台的文件、会议纪要、抄告单中与水土保持补偿费减

按照新水土保持法的相关规定，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

免相关的内容，凡是与《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

处室密切协作，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都要书面提出废止或修改意见。除《水

4

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可以免征的情形外，
一律不得减免。

结

语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是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的一项重要

（2）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召开座谈会、培训班、

工作，也是法律赋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尽

发放宣传册和主动上门服务等形式，加强与生产建设单位

管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只要高度重视，把握好相应的

的沟通和交流，宣传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对策和建议，依法合规认真履职，就一定能把这项工作做好，

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收缴意义及拒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并防止失职渎职行为的发生。

相关法律责任，从而保障征收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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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生产建设项目形成跟踪机制，掌握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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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换领手续，收费项目应明
确为“水土保持补偿费”，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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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专户。同时，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核定 —

黄

超）

告知 — 缴纳”的征收流程和浙江省规定的征收标准，依法
依规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上接第 56 页）明确管理岗位和人员等相关要求，切实做

行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通过开展水库标准化管

到水库“有人管、管得好”。

理工作，可以进一步提升水库的运行管理水平，保证水库

（2）经费保障。水库标准化管理涉及建设支出、维修

的安全运行。但在实际工作中，部分水库存在标准化管理

养护、信息化提升等多方面的经费投入。水库主管部门应

落实不到位、不具备可持续性等问题，应进一步加强水库

测算好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必需的资金，将标准化管理经

运行管理长效机制的研究和实践，保证标准化管理工作不

费列入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提请财政部门落实到位，建立

走形、不变样，切实提升水库的安全运行管理水平。

完善标准化经费保障长效机制，确保标准化管理工作持续
顺利开展。
（3）制度保障。根据浙江省水库标准化创建和运行管
理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现行的相关规程如《浙江省大中型
水库运行管理规程》
（试行）、
《浙江省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
验收办法》等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地完善和细化，
并出台水库运行管理督查办法、管理考核办法等，建立完
善的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以更好地指导全省大中型水库
的运行管理工作，更好地为水利工作标准化工作提供依据。

5

结

语

大中型水库的安全运行很重要，国家对水库的安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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