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41441万元， 其中长沙县金

井水库、 泸溪县甘溪桥水闸等15座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力口固

项目37941万元， 绥宁县秀水水库项目3000万元， 湖南水资源

监测能力（二期）建设工程500万元（详见附件1 ）。

二、 要严格按照《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等其他水利

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 加强

对资金使用的管理， 专款专用 ， 严禁违规截留、 挤占和挪用 。

三、 要督促项目县（市、 区）加大投入力度并对地方建设

资金筹措负总责， 协调相关部门及项目法人， 积极拓宽水利技

资渠道， 创造条件引入社会资本，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四、 要落实项目实施主体监管责任， 加强全过程监管， 力口

大计划执行重点环节监督检查力度，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提高

精细化管理水平， 履行好监管职责。 各项目的日常监管直接责

任单位要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实施日常监管直接责任。

监管责任人应随时掌握项目建设情况， 原则上应做到
“

三到现

场
”

， 即开工到现场、建设到现场、 竣工到现场， 并及时向上级

相关部门报告。 省发展改革委、 省水利厅将视情况组织进行抽

查和重点检查， 对发现问题进行通报批评或扣减、 收回、 暂停

投资计划， 并将监督检查结果作为下年度投资计划安排依据 。

五、 要积极推行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 鼓励对大中

型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力口固工程开展代建管理。

六、要抓紧落实工程建设各项条件，加快形成实物工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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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做好投资计划执行定期调度， 及时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 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建设项目库和水利部中

央水利建设投资直报系统， 每月底前在线填报本批计划项目开

工情况、 投资完成情况及工程形象进度等数据。

七、 要强化绩效管理。 本批计划的总体绩效目标：年度投

资计划执行良好 ， 保障建设质量和效益， 有效控制投资概算，

2019年完工项目可初步发挥效益（详见附件 2 ）。 加强对绩效目

标实现情况的监控， 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 确保绩效目标如期

保质保量实现。

附件：1、大中型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等水利工程 2019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表

2、大中型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力口 00等水利工程 2019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绩效目标表

抄送：省监察委员会， 省财政厅， 省审计厅， 省统计局。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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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大中型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等水利工程2019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表

单位： 万兀

日常监管
项目（法人）

序 建设 拟开工 拟建成 已下� 本次下 年度建设内
单位及项目

直接责任
备注建设规模 合计 总投资CJ 项目名称

性质 年份 年份 投资 达投资 合.,.., 
责任人

单位及监管τ王

责任人

合计 110305 20960 68921 

全省合计(17项） 中央预算内投资 63597 14156 41441 

地方投资 46708 6804 27480 

合计 2429 2429 
长沙县水务湖南省长沙县金井水库｜珠｜验加固 按批复方案

主体工程建 长沙县水务 资金拨忖长
工程 改建 消除水库病 2019 2020 中央顶算内投资 1457 1457 

设等
工程建设中

局－张磊华 ￥＇..） 且�，随

(2017-430121-76-0l-019008) 险 972 心－李建国
地方性资 972 

合ii ’ 7180 7180 
长灿、市黄材湖南省长沙市黄材水库除险加固 报批复方案 于体.T程建 长沙市水务 资金拨小l·� 

2 工程 改建 消除水库病 2019 2020 中央预算内投资 4308 4308 
设等

水库灌区管
局－曹彪 沙 － iii

(2018-430121-76-0l 一021957) 险 地方投资 2872 理局一李晖
2872 

湖南省宁乡市洞庭水库除险』n固 按批复方案
合i I 1251 1251 ？乡市水利

主体Ui建 建设投资｝f ？乡n-r ;J<.务 资金般付 ’ j
3 ：！丁程 改建 消除水库病 2019 2020 中央预算内投资 2552 2552 

设等 发有限公司 一 局－

＿：r智 勇 乡Hi
(2018-430124-76 01 026034) 险 地方投资 1702 1702 只11凯

什计 423：� 1233 
邵尔县流光湖南省ms东县流光岭水库除险加 按批复方案

主体E手里建 召［1尔县；｝（务 资金拨忖邢
因工和 改建 悄除水库饷 2019 2020 中央预算内投资 2540 2540 、L，』 L A飞."r 岭水库管理

局 － 罗！现 fJ、J-1兰、4 
(2017-43052] 76 0卜。16269) ｜哇 1693 所一赵少成

地方投资 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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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监管
项目（法人）

序 建设 拟开工 拟建成 己下这 本次下 年度建设内
单位及项目

直接责任
备注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合计 总投资

单位及监管
CJ 性质 年份 年份 投资 达投资 合""" 

责任人
亏

责任人

合计 2900 2900 
武JxJ "r-b"戚溪湖南省武冈市威溪水库除险加固 按批复方案

主体工程挫 武冈币
’

；j(不1] 资'iiH发1-·J-试
5 工程 改建 消除水库病 2019 2020 中央预算内投资 2320 2320 

设等
水库管理所－

局－f.儿中元 川市
(2018-430581一76-01-021163) 险 夏云发

地方投资 580 580 

合计 4886 4886 
华容县华 一按批复方案

主体工程建 华容县水利 资金拨付华
6 

湖南省华 一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改建 消除水库病 2019 2020 中央预算内投资 2931 2931 

设等
水库管理所－

局－王忠 容县(2018-430623-76-0l-020184) 
险 汪志

地方投资 1955 1955 

合计 4912 4912 
平江县发展湖南省平江县黄金洞水库除险加 按批复方案

主体工程建 平江县水务 资金拨忖平
7 固工程 改建 消除水库病 2019 2020 中央预算内投资 2947 2947 

设等 局－ 徐吕贵
和改革局－

江县
(2018-430626-76-0卜017706) 险 余握基

地方投资 1965 1965 

合 ii
’

5185 1667 3518 
桃源县黄石湖南省常德市挑源县黄七水库除 按批复方案

主体 ．仁程建 桃源县水利 资金拨忖桃
8 险加固工程 �建 消除水库病 2018 2020 中央预算内投资 3111 1000 211 l 

设等
水库灌区管

局一伍立元 源县
(2017-430725-76-0l-000479) 险 理局 －J栋生勇

地方投资 2074 667 1'107 

合计 2684 2684 
桃ff县莉螺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碧螺水库除 按批复方案

主体 l ：程建 桃江县水务 资金披付桃
9 险加固工程 改建 消除水库病 2019 2020 中央预算内投资 1610 1610 

设等
水库管理所，

局 －薛庆贤 H县
(2018-430922-76-0l-026089) 险 肖壮军

地方投资 1074 1074 

合计 3759 2500 1259 
零陵区猫儿湖嗣省永州市等陵区猫儿岩水库 按批复方案

主体工程建 零陵区水利 资金拨忖军
10 除险｝Jll 回工程 改建 消除水库病 2018 2020 巾j.(f,gi算内投资 2255 1500 755 

设等
岩水库管理

局－欧学钊 院 l豆
(2017-4:ll 102一76-01-000276) 险 所－ 李谊J曾

地方性资 1504 1000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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