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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政办函〔２０１７〕１５
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１７ 年省政府直属单位重点工作清单的通知

省级有关单位：

《２０１７ 年省政府直属单位重点工作清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将作为 ２０１７ 年度省政府直属单位目标责任制考核的

主要内容，请认真抓好落实，并按季度报送重点工作清单进展情

况。

２０１７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各单位要按照“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要求，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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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省政府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的要求，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确

保各项任务全面完成，为我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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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省水利厅

一、二类目标 重点工作举措

一

类

目

标

（一）以“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

为目标，按照“两个坚持、三个转

变”的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

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依法防控、科

学防控、群防群控，全力抓好防汛防

台抗旱工作，最大程度减少洪涝台

旱灾害损失。

１．全面落实防汛防台抗旱责任制，深入排查治理防汛防台隐患，督促、指导各地修订完善预案，
落实防汛抢险队伍和物资并开展演练，及时处置洪涝台旱灾害。

２．深入开展以乡（镇、街道）“七个有”和行政村（社区）“八个一”为主要内容的群测群防体系
建设。督促防汛防台重点村（社区）在汛前完成防汛防台形势图。

３．建设基层防汛防台体系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基层防汛防台行政负责人和网格责任人的动态
管理。组织并指导基层开展防汛防台业务知识培训。

（二）全力推进“五水共治”水利建

设，提速实施“百项千亿防洪排涝

工程”，完成年度投资比上年增长

２６％以上，完成水库除险加固 １００
座、海塘干堤加固 １００ 公里。全年
完成水利投资 ５００ 亿元。

１．加大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力度，主动争取相关部门支持，合理交叉推进前置审批，加快完成开
化水库等前期项目前置审批。

２．督促指导各地抓紧做好政策处理、工程招标等施工准备工作，确保湖州治太两大后续工程等
项目提前开工建设。

３．坚持日排、月算、季查，加强统计核查，继续推行进度通报制度，确保新昌县钦寸水库等工程
提前完工发挥效益、苕溪清水入湖等工程加快建设进度。

（三）严格抓好水利工程标准化管

理，完成 ２００ 个大中型水利工程、
６００ 座小型水库、４０ 座水电站的标
准化管理建设。完善水利工程标准

化管理监督和服务平台，实现工程

管理数据互联互通，提升省市县各

级水利工程运行安全监管效能。

１．继续加快标准体系建设，完成《小型水库运行管理规程》等标准的立项评估。

２．完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监督和服务平台，实现工程管理数据互联互通，确保标准化管理有
章可循、有据可查，提升省市县各级水利工程运行安全监管效能。

３．建设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平台，完善有关工程运行、维修养护、隐患治理、移动巡查、视频图像
监控等模块和功能，强化工程运行“痕迹化”管理，提升水利工程管理水平。

（四）大力发展农村水利，深入推进

高效节水灌溉“两个百万工程”，加

快大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新增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２５ 万亩，整治圩

１．深入推进高效节水灌溉“两个百万工程”，加快大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杭嘉湖圩区综合
整治等工程建设。

２．统筹推进农田水利“五小”工程建设。—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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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类目标 重点工作举措

一

类

目

标

区 ３０ 万亩。统筹推进农田水利
“五小”工程建设，整治山塘 ５００
座。完成滩涂围垦 ５ 万亩。

３．科学利用滩涂资源，加快推进温州瓯飞一期等重点围垦项目建设。

（五）进一步落实河长制，强化水域

保护和管理，巩固河道保洁全覆盖

成果。深入推进河湖库塘清淤，完

成清淤 ８０００ 万立方米，探索建立常
态化轮疏机制。坚持流域（区域）

系统治理，推进“百河综治”，完成

河道清淤整治 ２０００ 公里。

１．建立省水利厅河长制办公室及工作机制，制订省水利厅贯彻落实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
督促指导曹娥江河长制工作。

２．指导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开展依法依规设置的入河排污口登记工作，初步建立入河排
污口信息管理系统。

３．开展实施中小流域河流治理，完成河湖清淤整治 ２０００ 公里，完成河湖库塘清淤 ８０００ 万立方
米。

二

类

目

标

（一）严格水资源管理，落实水资源

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加快

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强化“三条

红线”刚性约束。加强取水计划管

理和取水许可监督管理，严格实施

水资源费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提

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１．完成国家对我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２０１６ 年度考核的自查迎检工作，修订完善省对设区
市考核办法和实施方案，完成对设区市的年度考核。

２．启动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印发实施方案，指导第二批 ２０ 个县（市、区）深入
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３．组织开展取用水管理专项检查，指导开展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分类管理和规划水资源论证
工作。

（二）加快水生态文明试点建设，加

强水功能区监督管理，重要江河湖

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７６％。
完成水土流失治理 ４００ 平方公里，
开发治理低丘红壤 ８０００ 亩。完成
农村电站增效扩容和生态修复 ７３
座。

１．加快宁波市、湖州市等 ６ 个国家级水生态文明城市和安吉县、浦江县、仙居县等 ３ 个省级水
生态文明县建设，完成 ２ 个国家水利风景区建设。

２．启动水功能区纳污能力分析和限制排污总量意见修订工作，开展国家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
全保障达标建设。

３．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改善 ８０ 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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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类目标 重点工作举措

二

类

目

标

（三）强化依法治水，配合完成《浙

江省钱塘江管理条例》修订，继续

开展“无涉水违建县”创建，加大违

法采砂治理力度。完善全省水利规

划编制体制，加快推进钱塘江等流

域规划编制进度，开展河湖岸线保

护利用规划编制。

１．以省级、市级、县级三类河道为重点，推进“无违建河道”创建工作，实现全省省级河道基本
无违建。

２．强化河湖管理，完成桐庐县等 ６ 个河湖管理体制机制全国试点，加大违法采砂治理力度，严
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

３．完成钱塘江、瓯江、浦阳江流域防洪规划编制，完成曹娥江、鳌江、椒江、飞云江流域综合规划
复审，推进中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编制。

（四）加强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

督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平台

试点，实行“痕迹化”管理。加大专

项检查、稽察和“飞检”力度，完成

５０ 个重大水利项目稽察。

１．组织开展水利安全生产大检查、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治理、“安全生产月”等活动，推进水利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建设工作。

２．以姚江上游“西排”工程为试点，探索建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平台，将业主以及
设计、监理、施工等各环节信息和工作记录纳入平台统一管理。

３．进一步强化在建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检查，加大专项检查、稽察和“飞检”频次，发现问题及
时督促整改，严肃处理违规责任单位和人员。

（五）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充分利

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机
制，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水利领

域。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做好省级水行政许可事项的调整和

下放。创新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机制，调动受益主体积极性。

１．积极争取国家专项建设基金、省农业发展投资基金等基金支持，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充分
盘活水利资产，引导更多社会和金融资本通过 ＰＰＰ等模式投入水利领域。

２．完善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审批流程，做好省市县三级行政审批网上办理相关对接工作，提高省
级项目联审的速度和质量。修订完善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推进行政审批“最多跑一次”

改革。

３．探索完善农田水利工程“三自一权”（自愿申报、自主建设、自我管护，明确工程所有权）和
“两证一书”制度（所有权证、使用权证、管护责任书），调动受益主体的建设积极性。

—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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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省政府重点推进的阶段性工作

“最多跑一次”改革、“三改一拆”工作、“五水共治”工作、浙

商回归工作列入 ２０１７ 年考核的省政府重点推进的阶段性工作，具

体由牵头部门组织实施，考核成绩并入相关单位一类目标。

三、共性工作内容

（一）执行力建设。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各项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省政府全体会议、省政府常务

会议、省政府专题会议议定事项；认真完成中央、省领导同志重要

批示和重要政务督查事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

变，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执行效能建设有关规

定，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切实治理“庸懒散”现象，进一步提能增

效，积极推进工作落实。深入推进以“最多跑一次”为主要内容的

“放管服”改革，深化“四张清单一张网”建设。

（二）廉政建设和机关作风建设。党委（党组）严格执行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严明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严格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完善主抓直管机制，全面实施约

谈提醒制度。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要自觉主动接受派

驻纪检机构的监督，支持其履行监督责任。全面执行《关于禁止

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的若干规定》《关

于防止领导干部在公款存放方面发生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的办

法》等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积极推行公款竞争性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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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人“五不直接分管”等制度。深化

廉政风险防控，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强化对公共资金、公

共投资、国有资产管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坚持高标

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有关要求，驰而不息纠正“四

风”。深入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国务院“约

法三章”的要求，严格执行公务接待、职务消费等配套制度，加强

公车改革后公务用车配备使用行为的监管，不断推进作风建设常

态化。充分发挥行政职能部门的监管作用，严肃整治和查处各种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三）预算绩效管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预算绩

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各项规定，按照建立现代财政制

度的要求，坚持绩效结果导向，深入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绩效管理责任，切实做好预算绩效管理

各项工作。完善“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

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规范预算

绩效目标管理，明确财政资金的产出和效益；加大财政资金绩效评

价和绩效监控的力度，真实准确反映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情况；充分

应用各项绩效结果，及时反馈、整改绩效方面存在的问题，全面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政务公开。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

的意见》实施细则的各项要求，着力推进行政决策公开、执行公

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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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和群众关注事项，着重加大重点领域的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力

度；对发布的各项重大政策，要进行权威解读，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健全政务舆情的监测、研判、回应机制，切实提高政务舆情处置能

力。适时通过第三方机构对政务公开质量和效果开展独立公正的

评估。围绕“最多跑一次”改革要求，不断深化“互联网 ＋政务服

务”工作。全面推广“在线咨询、网上申请、快递送达”办事模式，

推进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文件归档应用，基本实现非涉密服

务事项网上申请全覆盖，大幅提高网上办事比例。按照“一窗受

理”要求，推进省级部门业务专网、业务系统与各地行政服务中心

互联互通。加大“浙江政务服务”移动客户端应用汇聚力度，深化

浙江政务服务网统一公共支付平台应用。加快推进公共数据整合

归集和共享利用，完善全省人口、法人综合数据库和公共信用信息

库建设。

（五）政务信息。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中心工

作及领导关注的重大问题，贯彻省政府有关政务信息工作的规定

和要求，准确、及时、全面地报送本单位、本系统重大工作进展情

况、重要的社会经济动态，加大对重要文件、重要会议、领导重要批

示反馈信息的报送工作，切实做到重大、紧急等重要信息不漏报、

不迟报。

（六）依法行政。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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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省委、省政府有关法治政府建设等决策部署要求，建立健全依

法行政相关制度，切实落实重大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合法性

审查和行政程序规定等制度，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度，推进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着力推进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积极推进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有效履行社会矛

盾纠纷预防化解职责，不断提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水平，促进政府管理各项工作法治化，努力确保

我省法治政府建设继续走在前列。

（七）建议提案办理。认真贯彻落实建议、提案有关办理规则

和制度，按照职能分工及时核查签收交办的建议、提案，制订办理

工作制度和办理工作计划，领导带头办理，落实办理责任，规范办

理程序，提高问题解决率、办理工作面商率、办结反馈满意率，按时

办结并及时总结报送办理工作情况。稳步推进答复内容的公开工

作。加强对上年度办理的建议、提案承诺事项的复查落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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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监委，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法院，省

检察院，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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