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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市人民政府，省级有关单位： 

《钱塘江流域综合规划》、《瓯江流域综合规划》、《杭嘉

湖区域水利综合规划》已经省政府批复同意，现予印发。请你们

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工程的实施要严格遵照投资项目

和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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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钱塘江流域综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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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钱塘江流域综合规划》（浙政发〔2000〕23号文）是目前钱塘江流

域开发、治理、保护和管理的主要依据。经过十多年的组织实施，规划推

荐的近期工程多数已顺利实施，流域防洪、供水能力得到显著提高，有力

地保障和促进了流域经济社会发展。 

随着浙江省城镇化推进和经济快速发展，流域经济社会状况、水事水

情都发生显著变化，省委、省政府关于“两富”、“两美”现代化浙江建设及

“五水共治”重大战略决策，对流域保护、治理、开发和管理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为加强流域系统治理，维护河流健康，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更好地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组织编制《钱塘江流域综合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 

《规划》构筑了流域防洪减灾、水资源保障、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修

复、流域综合管理四大体系，确定了流域综合治理格局，制定了规划主要

控制指标，对全流域系统治理进行了全面的部署和安排，是规划期内流域

保护、治理、开发和管理的重要依据。 

本报告高程系统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指导思想 

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要求，省委省政府关于“两富”、“两美”现代化浙江建设的

重大战略部署，根据浙江省主体功能区定位，以保障防洪安全与供水安全

为重点，加强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修复，强化流域综合管理，维护母亲河

健康，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二条  规划原则 

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统筹规划、系统治理；立足保障、加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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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约束、综合管理。 

第三条  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2011年）； 

《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13年修正）； 

《浙江省水资源管理条例》（2002年）； 

《浙江省钱塘江管理条例》（1998年）； 

《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条例》（2007年）； 

《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浙政发〔2013〕43号文）；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发改地区〔2010〕1243号文）； 

《钱塘江流域综合规划》（浙政发〔2000〕23号文）； 

流域内各市、县（市、区）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 

第四条  规划范围 

钱塘江流域之江水文站断面以上的浙江省部分，面积35324平方公里。 

第五条  规划定位 

规划重点对钱塘江干流及重要一级支流提出了防洪减灾、水资源保

障、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修复工程布局和流域管理要求。防洪减灾体系确

定了控制性防洪水库和干流堤防的布局；水资源保障体系确定了县级以上

城市及重点保障区域的水资源配置格局；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修复体系明

确了流域纳污总量和主要控制断面的生态基流；流域综合管理明确了主要

控制指标和涉水事务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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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规划期限 

规划基准年2010年；规划水平年2020年。远景展望至2030年。 

第二章  概    况 

第七条  流域概况 

钱塘江是浙江省第一大河，芦潮港以上流域面积55558平方公里，主

流长度668公里。之江水文站断面以上流域面积41769平方公里，主流长度

465公里。南源兰江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青芝埭尖东麓，至建德市梅城与

新安江汇合，河长302.5公里。北源新安江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六股尖北

麓，河长358.5公里。钱塘江主流在衢江双港口以上河段称常山港，为上

游段；自双港口至马公滩称衢江，自马公滩至梅城称兰江，为中游段；自

梅城至闻家堰称富春江，为下游段；闻家堰以下称钱塘江。流域面积在10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有江山港、乌溪江、金华江、分水江、浦阳江和曹娥

江。 

钱塘江流域浙江省境内分属杭州、衢州、金华、绍兴、丽水五个市，

27个县（市、区）。据2010年统计资料，域内浙江省人口1185万，耕地596

万亩，其中水田519万亩。 

第八条  治理成效 

钱塘江流域初步形成以新安江水库、湖南镇水库为骨干控制性工程，

配以中小型水库、干支流防洪堤、引调水工程的防洪排涝、供水、灌溉保

障体系。清洁可再生的水能资源得到了科学合理开发。 

全流域已建成水库2434座，总库容302.7亿立方米，兴利库容153.1亿

立方米，防洪库容27.2亿立方米。其中大中型水库79座，总库容287.6亿立

方米，兴利库容142.2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6.1亿立方米。 

全流域已建成防洪堤1055公里，其中50年一遇防洪堤287公里，20年

一遇防洪堤607公里，保护人口339万人，保护耕地196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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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2010年新增城镇年供水量2.6亿立方米，新增灌溉年供水量

1.5亿立方米。 

全流域已建成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35万千瓦，年发电量58.7亿千瓦时。 

第九条  存在问题 

随着流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步伐加快，城区范围不断扩张，

人口和产业要素进一步集聚，新建城区防洪能力不足，源头常山港缺少防

洪控制性工程，亟需完善防洪工程体系。 

流域内人口增长、产业发展，城乡生活和生产用水需求大幅增长。开

化、常山、江山、衢州等源头地区供水水源单一，缺少应急备用水源；金

华江义乌、永康等地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凸显；钱塘江河口地区饮用水源

仍以河道为主，应对突发水污染事件能力不足。需要优化配置水资源，并

加强用水管理。 

钱塘江干流总体水质良好，衢江、新安江基本达到Ⅱ～Ⅲ类水标准，

金华江和兰江部分河段受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放影响，水质相对较差。

由于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水环境质量有下降趋势，局部河段水生态系统

退化，迫切需要加强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修复。 

钱塘江流域管理目前主要是以行政区域、单一工程为主的分散管理模

式，富春江电站以下干流由省钱塘江管理局负责涉河涉堤事务管理。流域

防洪、水资源、水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更加紧密，涉水事务不断增加，

需进一步完善流域管理体制和机制。 

第十条  发展需求 

根据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保护自然生态为

前提、以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为基础进行有限有序开发。 

开化县、淳安县属于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应强化江河源头地区的生

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限制导致生态功能退化的开发活动，确保流域生态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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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县、桐庐县、建德市、临安市属于省级生态经济区，应加强流域

综合治理，控制水土流失，提高生态系统功能，保护钱塘江上游水源。 

衢江区、江山市、龙游县属于国家农产品主产区，应加强农田水利配

套建设，保障农业生产能力。 

柯城区、金华市、义乌市、永康市、东阳市、诸暨市属于省级重点开

发区域，要在避免水资源过度开发的前提下，充分保障资源承载能力，改

善生态环境。 

杭州市、富阳区属于国家优化开发区域，要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布局，

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严格保护耕地、水面、湿地、林地等自然资源，

保护好城市之间的绿色开敞空间，改善人居环境。 

第十一条  重点保障区域 

钱塘江流域重点保障区域为“两平原”、“两区”、“二十二城”、“四十

九镇”。“两平原”为金衢盆地平原、河口平原，“两区”为浙中城市群和杭

州湾城市群，“二十二城”为十一个县级及以上城市所在地，“四十九镇”为

四十九个省级中心镇和试点小城市。 

流域重点保障对象 

河段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二十二城 四  十  九  镇 

常山港 3385 
开化县 华埠镇、马金镇 

常山县 辉埠镇、球川镇 

衢江干流 8092 

江山市 贺村镇、峡口镇 

柯城区 航埠镇 

衢江区 廿里镇、高家镇 

龙游县 湖镇镇、溪口镇 

兰江 12087 兰溪市 游埠镇、诸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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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二十二城 四  十  九  镇 

新安江 5797 
淳安县 汾口镇、威坪镇 

建德市 乾潭镇、梅城镇、寿昌镇、大同镇 

富春江干流 7176 

桐庐县 分水镇、横村镇、富春江镇 

富阳区 大源镇、新登镇、场口镇 

萧山区 临浦镇、河上镇 

临安市 昌化镇、於潜镇 

江山港 1946 江山市 贺村镇、峡口镇 

金华江 6782 

婺城区 汤溪镇、白龙桥镇 

金东区 孝顺镇 

义乌市 佛堂镇、苏溪镇、上溪镇 

东阳市 巍山镇、横店镇、南马镇 

永康市 古山镇、龙山镇、芝英镇 

武义县 柳城镇、桐琴镇 

浦阳江 3452 

浦江县 黄宅镇、郑宅镇 

诸暨市 
大唐镇、店口镇、枫桥镇、牌头镇、

次坞镇 

 

第三章  规划目标 

第十二条  总体目标 

以实现流域水利现代化为目标，进一步健全“上蓄下挡、蓄泄兼筹、

分级设防、保弃有序”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构筑“水库为主、多源供水、

区域平衡、优化配置”的水资源保障体系，构建“严控源头、管治并举、保

护优先、良性循环”的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修复体系，建立“各方参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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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协商、共同决策、分工负责”的流域综合管理体系，形成与流域经济社

会发展相适应、与涉水行业发展相协调的流域综合治理格局。 

第十三条  规划目标 

至2020年，县级及以上城市和省级中心镇达到防洪标准；县级及以上

城市具备两个及以上水源，集中式水源地水质全面达标；流域水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水功能区和水环境功能区基本达标；基本建立流域综合管理体

系，健全流域水法规和管理制度，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基本实现

流域水利现代化。 

第十四条  远景展望 

至2030年，全面建成完善的流域防洪减灾、水资源保障、水资源保护

与水生态修复和流域综合管理四大体系，实现流域水利现代化。 

第十五条  约束性指标 

流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不超过35%；河口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不超过

20%。 

2020年流域用水总量58.4亿立方米，2030年60.8亿立方米。 

2020年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80%，2030年达标率95%；县

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流域内市、县（市、区）万元

GDP用水量、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省政府考核要求。 

大中型水库坝址生态基流不小于多年平均流量的10%。 

2020年流域水土流失面积比例下降到7%以下，2030年下降到5%以

下。 

第十六条  规划预期性指标 

（一）防洪排涝 

杭州城区（上泗片）防洪标准为100年一遇；县级及以上城市和省级

中心镇防洪标准为20～50年一遇；建制镇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万亩以上

成片农田和村庄防洪标准为10～2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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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排涝标准10～20年一遇。 

（二）水资源开发利用 

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和重要工业用水供水保证率95%及以上，一般工业

用水供水保证率90%，灌溉用水供水保证率75～90%； 

2020年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0.6，2030年0.65。 

（三）流域水利管理 

2020年，大中型水利工程管理能力达标率100%。健全流域水利管理

基础设施建设和非工程措施建设，水利工程监控、预警、调度实现信息化，

标准内工程安全高效运行，遇超标准预警及时、措施有力。流域水利管理

基本实现现代化。 

2030年，流域水利管理全面实现现代化。 

第四章  规划布局 

第十七条  干流河段 

常山港：以钱塘江源头水生态保护为主，合理建设调蓄工程，适度进

行河道综合整治，保障区域防洪和供水安全，形成良好的钱江源自然景观

和水生态保护为一体的生态区。 

衢江：以优化调配域内湖南镇、沐尘等大中型水库水资源为主，新建

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库，保障衢江区、龙游县国家农产品主产区建设和柯城

区、金华市城市化发展的用水安全。修建和加固干流堤防，提高城市新区

防洪标准。 

兰江：以建设和加固堤防为主，通过水利工程的合理调度，保障兰溪

市省级重点开发区域的防洪安全。 

新安江：浙东、浙北沿海开发地区的重要战略水源，以水资源保护为

主，优化新安江水库调度，保障钱塘江河口地区的防洪和供水安全。 

富春江：以河口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为主，控制河道岸线，加强堤防建



 

 — 15 — 

设，保障河口两岸用水与防洪安全。 

第十八条  主要支流河段 

江山港：充分利用江山港流域丰富的水资源，通过碗窑、白水坑水库

的合理调度，结合下游堤防建设，保障江山市国家农产品主产区用水安全

及城市发展防洪安全。 

金华江：充分发挥金兰、横锦、杨溪等大中型水库供水能力，加强节

水，以外域引水为补充水源，逐步形成一体化联网供水格局，加强水生态

修复与保护，保障金华市省级重点开发区域用水安全。 

浦阳江：围绕省级生态经济区建设，加强水资源保护，提高水资源保

障能力，建立以防洪水库、堤防、滞洪区为骨干的防洪保安体系，保障流

域城市化发展。 

第五章  防洪减灾 

第十九条  防洪工程 

（一）常山港 

现状常山港干流总体防洪能力在10年一遇左右。规划兴建钱江源水库

和干流堤防，局部设开口堤，使常山港干流防洪能力由10年一遇提高到20

年一遇以上，开化、常山城区基本达到50年一遇，衢江干流农村及大片农

田达到10年一遇以上。远期兴建密赛水库后，常山港流域总体防洪能力达

标。 

（二）衢江干流 

现状衢江干流衢州、龙游城区防洪能力超过20年一遇，衢江农防整体

防洪能力基本达到10年一遇。规划增加湖南镇水库、碗窑水库防洪库容，

中下游进一步修建加固完善堤防，使城市防洪能力达到50年一遇，乡镇及

大片农田达到10～20年一遇。江心洲以修建防冲开口堤和生态保护为主。 

（三）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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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兰溪市城防防洪能力已达到50年一遇，农村堤防防洪能力为10

年一遇。规划修建防洪堤，使兰江农防达到20年一遇。 

（四）新安江 

现状新安江河道防洪能力已基本满足新安江水库下泄洪水的防洪要

求。规划继续完善建德市规划城区防洪堤建设与农防加固。 

（五）富春江干流 

现状桐庐新区和富阳城区已达到50年一遇。部分农村已达到20年一

遇。规划继续完善城市防洪堤和农防高程不足堤段的建设和加固。 

（六）江山港 

现状江山港农村总体防洪能力在10年一遇以下。规划增加碗窑水库防

洪库容，新城区建闭合堤，乡镇及农村建开口堤或护岸，使江山市城区防

洪能力达到50年一遇，乡镇及大片农田防洪能力达到10～20年一遇。 

（七）金华江 

现状金华江东阳、义乌等城市防洪能力已基本达到50年一遇，农村防

洪能力为10～20年一遇。规划继续建设和加固未达标堤防，使规划城区防

洪能力达到50年一遇防洪标准，乡镇及大片农田防洪能力达到20年一遇。 

（八）浦阳江 

现状浦阳江干流整体防洪能力达到10年一遇。规划实施高湖蓄滞洪区

改造工程和干流堤防建设，优化安华、陈蔡、石壁等水库防洪调度，使诸

暨市城区防洪能力达到50年一遇，重要湖畈防洪能力达到20年一遇，农村

及农田防洪能力达到10年一遇。规划远期实施山塘畈分洪、蒋村湾裁弯等

工程，进一步提高流域防洪能力。 

第二十条  流域防洪调度 

开化水文站、常山水文站作为常山港的防洪控制断面，规划控制开化

水文站50年一遇流量不超过3000立方米每秒；规划控制常山水文站20年一

遇流量不超过3500立方米每秒，50年一遇流量不超过4500立方米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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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水文站作为衢江干流的防洪控制断面，规划控制衢州水文站（樟

树潭断面）10年一遇流量不超过6000立方米每秒，20年一遇流量不超过

7000立方米每秒，50年一遇流量不超过8500立方米每秒。 

建德白沙大桥断面作为新安江干流控制断面，规划控制20年一遇流量

不超过5500立方米每秒，50年一遇流量不超过8000立方米每秒。 

富春江水库坝址作为富春江干流防洪控制断面，规划控制20年一遇下

泄流量不超过15000立方米每秒，50年一遇下泄流量不超过18000立方米每

秒。 

分水江水库坝址作为分水江干流防洪控制断面，规划控制10年一遇下

泄流量不超过3000立方米每秒，20年一遇下泄流量不超过4000立方米每

秒，50年一遇下泄流量不超过5000立方米每秒。 

浦阳江高湖蓄滞洪区工程当诸暨市城区的太平桥水位预报将超过

12.64米，实测上涨至12.44米左右时，开启高湖分洪闸；当太平桥水位退

至12.14米，视湖畈安全情况，可结束分洪。 

第六章  水资源保障 

第二十一条  供水保障 

（一）常山港 

开化县以马金溪和新建钱江源水库为主水源，茅岗水库作为备用水

源。常山县城以芙蓉水库和新建龙潭水库为联合供水水源，互为备用。 

（二）衢江干流 

衢州市区以湖南镇水库为主水源，新建寺桥水库、九华水库为备用水

源。龙游县城以社阳水库、沐尘水库和新建高坪桥水库为联合供水水源，

互为备用。 

铜山源水库和新建峡川水库保障衢江北岸农灌用水。乌溪江引水工程

和新建罗樟源水库保障衢江南岸农灌用水，并供衢南区远期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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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兰江 

兰溪市区以芝堰水库和钱塘垅水库为主水源，新建泉满山水库为备用

水源。 

（四）新安江 

淳安县和建德市以新安江水库为主水源，淳安县新建洄溪水库为备用

水源，建德市新建里绪水库为备用水源。规划新安江水库向杭州市区供水。 

（五）富春江干流 

桐庐县以富春江和新安江水库为主水源，以分水江水利枢纽为备用水

源。富阳区以富春江和新安江水库为主水源，新建横坑坞水库作为备用水

源。 

新建双溪口水库、候树岭水库和前溪滩水库，解决分水江、壶源江流

域内的乡镇用水。 

规划保留狮子岭水库坝址。 

（六）江山港 

江山市以碗窑水库为主水源，以白水坑水库、峡口水库为备用水源。

完成碗窑水库灌区的渠系配套改造。 

（七）金华江流域 

磐安县城以马蹄坑水库、扩建花溪水库为主水源，互为备用。东阳市

以横锦水库为主水源，新建石马潭水库为备用水源。 

义乌市以八都水库、巧溪水库、横锦水库引水为主水源，互为备用。

以双江水利枢纽为工业一般用水水源。规划域外引水作为远期供水水源。 

永康市以杨溪水库、太平水库、扩建黄坟水库为主水源，互为备用。

规划从瓯江流域好溪引水为补充水源。规划新建永祥水库、柿口水库为远

期供水水源。 

武义县以源口水库为主水源，新建石峡水库、扩建溪里水库为补充水

源和备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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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区以沙畈水库、金兰水库、安地水库、九峰水库为供水水源，

互为备用。 

（八）浦阳江 

诸暨市以陈蔡水库、石壁水库为主水源，互为备用，规划新建永宁水

库、寺下张水库为补充水源。 

浦江县以通济桥水库、仙华水库、金坑岭水库为主水源，互为备用。 

萧山区以钱塘江、新安江水库为主水源，以湘湖、新建苍坞水库为备

用水源，远期新建雀山岭水库为补充水源。 

第二十二条  用水总量控制 

2020年控制流域用水总量58.4亿立方米，分河段用水总量：干流常山

港5.5亿立方米；衢江干流河段7.3亿立方米；干流兰江3.9亿立方米；富春

江干流河段10.7亿立方米；江山港3.6亿立方米；金华江16.5亿立方米；新

安江1.21亿立方米；浦阳江9.7亿立方米。 

2030年控制流域用水总量60.8亿立方米，分河段用水总量：干流常山

港5.7亿立方米；衢江干流河段7.6亿立方米；干流兰江4.0亿立方米；富春

江干流河段11.1亿立方米；江山港3.8亿立方米；金华江17.1亿立方米；新

安江1.26亿立方米；浦阳江10.1亿立方米。 

第七章  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修复 

第二十三条  水功能区划 

《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将钱塘江之江水文站断面

以上流域划分为267个水功能区及水环境功能区，河长4703.4公里，以保

护区、保留区、饮用水源区和农业用水区为主。 

第二十四条  水资源保护 

严格保护源头的生态环境。水库库区水体要加强富营养化的防治工

作，在湖库周边地区，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保护钱塘江河道水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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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的污水、废水均需达标排放。 

实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程，对县级以上城市的重要供水水库实施水

库水源地隔离防护工程、污染源综合整治工程、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水

土保持工程、在线监测系统工程等。 

第二十五条  河道生态基流 

充分发挥已建水库的生态补水作用，新安江、湖南镇等水库增加生态

补水功能；建设一批具有生态流量调节作用的钱江源水库、密赛水库、峡

川水库等；钱塘江干流、支流的水库（水电站）需保障坝址下游的生态基

流不小于多年平均流量的10%。 

生态基流控制：枯水期流量要求不小于控制断面处多年平均流量的

10%。大型水库最小生态流量：钱江源水库为3.2立方米每秒、密赛水库为

5立方米每秒、湖南镇水库为8立方米每秒、新安江水库为100立方米每秒、

富春江水库为150立方米每秒。 

第二十六条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水库库区，保护库周山体植被及其生态系统，对消落带进行生态修复

和植被复绿；干流与主要支流河道岸带，保护沿江河道、江心洲、河滩、

自然林带等，修复河滩自然地形特征，培育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农村河

道，做好环境整治长效管理，确保河道清洁畅通，有效改善和提升农村水

生态环境。 

第二十七条  水土保持 

新安江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淳安县、建德市，以保护水质为

核心，减少水土流失，控制入湖库泥沙和面源污染；加强预防保护，因地

制宜实施自然修复；保护与恢复林草植被，提高水源涵养能力。 

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开化县、衢江区大部分，常山县、柯城区

北部，江山市南部，龙游县，遂昌县、龙泉市西北部，武义县中部，义乌

市北部，东阳市东部和北部，浦江县西部，婺城区南部，兰溪市北部，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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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市西部，桐庐县东部和西部，富阳区东部，诸暨市西部。加强对重点预

防保护区的管理，保护现有植被和自然生态系统；加强局部地块的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恢复退化植被；划定生态红线，加强对区域内生产建设项目

的监管，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开化县东部，常山县、衢江区、柯城区的

中部。实施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为主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对废弃矿山、

尾渣存放地和裸露地进行生态修复，完善坡面截排水措施；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加强自然修复和封育保护，提高林草

植被盖度。 

第二十八条  纳污总量 

水质监测断面：常山港华埠和常山水文站，江山港双塔底水文站，衢

江干流衢州水文站和龙游水文站，金华江南王埠、对家地、金华水文站，

兰江兰溪水文站，新安江建德白沙大桥，富春江干流桐君山和之江水文站

等断面。 

90%水文条件下钱塘江流域CODCr的纳污能力为44万吨/年，NH3-N的

纳污能力为1.5万吨/年。流域内CODCr入河控制量为37.3万吨/年，NH3-N

入河控制量为1.3万吨/年。 

第八章  流域管理 

第二十九条  总体要求 

结合流域特点，创新流域管理体制与机制，建立“各方参与、民主协

商、共同决策、分工负责”的流域议事决策和高效执行机制；围绕促进流

域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防洪联合调度

制度、水资源统一调配制度、水生态共同保护制度基本建立，逐步形成与

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互相协调和促进，适应流域保护、治理和开发要求的现

代化管理体系，为推进流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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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流域管理体制与机制 

突出流域统筹，建立健全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协调的管理体

制，划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事权。建立健全水资源保护监督考核机

制，实行流域重要控制断面水质、水量、入河污染物排放量考核。 

规划逐步建立由流域内水利（水务）部门、大中型水库（电站）管理

单位组成的流域管理协商委员会，定期协商流域防洪、水资源、水生态相

关事宜，逐步实现流域水务管理决策的系统化、民主化、科学化。 

深化水利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明确事权划分，处理好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坚持以政府为主，着重协调管理机制和综合能力建设，加强流

域水利管理的立法建章，充分发挥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统筹

防洪排涝、城乡供水、水资源综合利用、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保护，推进

水务一体化。 

深化水利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扩大市场化程度、拓

宽投融资渠道、拓展完善水利建设基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工程建设，

开拓水利建设中长期贷款支持等政策渠道。 

推进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产权，权责一致，创新管护机

制，倡导区域或农村自主管理，实行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市场化、物业化、

社会化。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立水利

工程统筹管理机构，强化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探索落实流域监测机构，整合现有资源，提高流域水文、水域、水量、

水质、水土保持、水工程、水政执法等涉水事务的监测监管能力。 

第三十一条  防汛防台抗旱管理 

健全完善防汛防台抗旱责任体系，进一步强化行政首长负责制、落实

各级相关部门职责、明确基层防汛责任人。加强落实钱塘江干流洪水调度

联席会议和钱塘江河口防汛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完善基层防汛防台组织体系建设和长效管理，实现“组织健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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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预案实用、预警及时、响应迅速、全民参与、救援有效、保障有力”

的运行目标。 

健全流域防汛防台抗旱预案体系，根据流域情况及时修订钱塘江干流

洪水调度方案和编制重要支流的防汛调度预案，编制水利工程控制运用计

划、在建工程安全度汛方案和应急抢险预案。 

进一步建设完善预警预报体系，完善水文监测站网建设，健全以大型

水库及重要中型水库和水文站等组成的水情通信网络，建立汛期预报、预

警和调度指挥系统。 

积极推进洪水控制向洪水管理转变，编制钱塘江流域及各县（市、区）

洪水风险图，探索推行洪水保险制度，制定流域性超标准洪水防御对策，

明确弃守顺序。城乡规划建设应合理确定建基面高程。 

逐步建立流域骨干水库与干流梯级电站的联合调度信息系统。 

特殊干旱年干旱期，应统筹流域用水，确保城乡居民生活和水生态环

境用水，合理安排工业用水，兼顾农业、航运等需要，保证流域供水安全，

必要时实行用水限制措施。强化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启用备用水源，最

大程度地满足基本生活用水要求。 

第三十二条  水资源管理 

完善流域开发与区域用水相协调的水资源管理体制，落实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制定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控制红线。围绕水资源的配置、节

约和保护，落实水资源管理考核制度。节水优先，优水优用，优质优价，

制定用水效率控制红线。 

进一步完善取水许可制度，实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健全钱塘江流

域水资源监测网络。 

探索流域水量分配和初始水权形成机制，逐步建立水权市场和水权交

易制度，发挥政府在水资源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提升水战略资源的市场化

配置能力。深化水价改革，落实水资源保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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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节水放在优先位置，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进一步强化用水需

求和用水过程管理，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十三条  水生态管理 

建立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协商解决流域水资源保护与

水污染防治的重大事项。 

强化水功能区监督管理，以水功能区划为依据，制定水功能区分级管

理方案，建立和完善入河排污许可、水功能区水质通报、水源地保护、损

害赔偿、责任追究等制度。以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为控制要求，引导流域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 

实行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坚持“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

“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完善对源头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

区域间建立生态补偿制度。 

第三十四条  水域岸线管理 

加强水域管理，加快推进水域划界工作，探索建立水域确权登记制度，

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按照确权

划界成果，加强堤线岸线管理，严格控制侵占河道、湖库水域，不得减少

调蓄容积。严格采砂管理。 

探索建立水域保护专项基金与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征收制度，提

高发电、航运、供水等涉水企业按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缴纳比例。 

第三十五条  流域涉水事务管理 

规范行政许可制度，加强流域内取水许可、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洪水影响评价、水土保持方案等行政许可工作。流

域内重要经济社会布局（重大项目建设布局、城市总体规划、行业专项规

划、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等）应进行规划水资源论证，涉水的基础设施

建设应进行防洪影响评价。 

建立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资源、环境容量超



 

 — 25 — 

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建立健全预防为主、预防与调处相结合的水事纠

纷预防调处机制。加大水行政执法力度，建立健全流域与区域执法合作机

制。加强法制宣传，促进各项水法规落到实处。 

第九章  规划体系 

第三十六条  规划协调 

规划实施从环境角度分析，有利影响是主要的、长期的，不利影响是

次要的、局部的，可通过相应措施予以消除或减轻，现阶段不存在制约规

划的重大环境因素。 

市县域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要与流域综合规划相协

调，强化流域规划的约束性。 

流域内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划布局要按照防洪规划保留区的相关

管理要求，为规划水利工程留有余地。 

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等开发建设涉及水利工程，其设计功能不得

受到影响，并服从流域调度。 

第三十七条  防洪规划 

根据综合规划确定的防洪总体布局，进一步细化流域分区分级防洪标

准，提出流域防洪措施及实施方案。明确堤线布置和岸线控制要求，划定

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范围，研究设立防洪规划保留区。 

研究密赛水库未实施情况下衢江干流防洪问题。研究湖南镇水库与下

游梯级枢纽的联合调度方案，优化新安江水库调度。进一步研究浦阳江流

域非常滞洪区设置和启用条件。 

第三十八条  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 

根据综合规划确定的水资源保护要求和水资源配置格局，按照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进一步细化分解河段控制指标，细化确定水资源配

置工程规模和水资源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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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江的金华、义乌地区属于资源型缺水地区，应开展节水、水环境

治理等专题研究，统筹调配工业、农业及生活用水，合理确定域外引水的

规模。域外引水方案应对衢州和金华的水库群联合调度以及乌溪江引水工

程改造提升工程等进行专题研究，综合确定浙中金义地区的水资源保护与

开发利用方案。 

第三十九条  水能资源利用规划 

水能资源开发优先满足流域的防洪、供水、生态环境和灌溉要求，规

划建设综合利用水库的水电站2座，以航运为主的梯级水电站9座。 

第四十条  航运规划 

根据《浙江省内河航运发展规划》，钱塘江衢州～赭山段296公里航

道为骨干航道，航道等级为Ⅳ级。航道工程立项前，应就其对流域防洪、

水资源保护和利用等影响进行专项论证。 

第十章  规划工程 

第四十一条  规划工程 

规划推荐新建及扩建水库工程共31座，总库容10.5亿立方米，其中新

建26座，扩建5座。 

新建引水工程1项。 

新建航运、电站等枢纽11座，IV级航道107公里，总装机容量96兆瓦。 

新建生态修复工程11项。 

新建及加固堤防长度1030公里，其中20年一遇以上堤防长度752公里。 

规划灌区改造工程11个。 

规划工程占用耕地6.1万亩，林地2.7万亩。 

（一）常山港 

规划新建及扩建水库工程共4座。其中：以防洪、改善流域水生态为

主，结合供水、灌溉、发电的综合利用工程2座，为开化县钱江源水库、



 

 — 27 — 

密赛水库；以供水为主结合防洪、发电的水库共2座，为开化县云景湾水

库、常山县龙潭水库。 

以航运为主，结合发电等作用的梯级有：白虎滩、天马、阁底、招贤、

航埠、黄塘桥梯级。规划常山港辉埠至双港口航道长52公里，航道等级Ⅳ级。 

常山港河段规划堤防总长度135.2公里，其中已达标长度34.7公里，待

建（加固）长度100.5公里。 

（二）江山港 

规划推荐碗窑水库汛限水位由196米降低至193.5米。 

江山港河段规划堤防总长度61.3公里，其中已达标长度10.7公里，待

建（加固）长度50.6公里。 

（三）衢江干流 

规划新建及扩建水库工程共5座。其中：以防洪为主，结合供水、灌

溉、发电的综合利用工程3座，为衢江区峡川水库、柯城区寺桥水库、九

华水库；以供水、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发电的水库共2座，为衢江区罗

樟源水库、龙游县高坪桥水库。 

规划推荐湖南镇水库汛限水位由228米降低至226米。 

以航运为主，结合发电等作用的梯级有：衢江的安仁铺、红船豆、游埠、

姚家梯级，金华江的灵马梯级，常山港的白虎滩、天马、阁底、招贤、航埠、

黄塘桥梯级。规划衢江航道（衢州至兰溪）长81公里，航道等级Ⅳ级。 

衢江河段规划堤防总长度223.4公里，其中已达标长度40.8公里，待建

（加固）长度182.6公里。 

对阻水的衢江高安大桥和乌溪江闹桥电站水利枢纽进行改扩建，拆除

阻水的乌溪江石室大桥。 

（四）金华江 

规划新建及扩建水库工程共9座。其中：以防洪为主，结合供水、灌

溉、发电的综合利用工程2座，为武义石硖水库、扩建婺城区东溪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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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水、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发电的水库共7座，为磐安花溪水库，东阳

石马潭水库、永康柿口水库、永祥水库和黄坟水库扩建，武义江溪里水库

扩建，义乌市双江水利枢纽。 

以航运为主，结合发电等作用的梯级1座：灵马梯级。规划金华江航

道（金华至兰溪）通航长度26.7公里，航道等级Ⅳ级。 

金华江河段规划堤防总长度309公里，其中已达标长度88公里，待建

（加固）长度221公里。 

（五）兰江 

规划新建以供水、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发电的水库共2座，为兰溪钱

塘垅水库、泉满山水库。 

兰江河段规划堤防总长度81.8公里，其中已达标长度25公里，待建（加

固）长度56.8公里。 

（六）新安江 

规划新建及扩建水库工程共2座。其中：以防洪为主，结合供水、灌

溉、发电的综合利用工程1座，为淳安洄溪水库；以供水、灌溉为主结合

防洪、发电的水库1座，为建德里绪水库。 

规划推荐新安江水库汛限水位由106.5米降低至105.5米。 

新安江河段规划堤防总长度37.3公里，其中已达标长度12.6公里，待

建（加固）长度24.7公里。 

（七）浦阳江 

规划新建、扩建水库工程2座，为诸暨永宁水库、诸暨寺下张水库。

实施高湖蓄滞洪区改造工程。 

浦阳江河段规划堤防总长度275.4公里，其中已达标长度148公里，待

建（加固）长度127.4公里。 

（八）富春江干流 

规划新建新安江水库（千岛湖）引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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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城区东洲北支清障工程，拆除东西两座堵坝，使其恢复过水。 

富春江干流河段规划堤防总长度343公里，其中已达标长度76公里，

待建（加固）长度267公里。 

（九）其它 

新建重要支流规划水库工程7座。其中：以防洪为主，结合供水、灌

溉、发电的综合利用工程4座，为分水江临安双溪口水库，壶源江的浦江

候树岭水库、前溪滩水库，萧山雀山岭水库；以供水、灌溉为主结合防洪、

发电的水库3座，为富阳巧溪水库，萧山苍坞水库、湘湖三期水库。 

规划兰江航道（兰溪至建德梅城）长49公里，新安江航道（新安江大

坝至梅城）长43公里，富春江航道（梅城至富阳渌渚江口）长60公里，富

阳渌渚江口至萧山赭山106公里，航道等级Ⅳ级。 

生态修复工程11项；灌区改造工程11个。 

第四十二条  规划实施意见 

统筹流域防洪、水资源配置及水环境改善等综合利用要求，2020年前

优先安排流域综合治理开发重点工程，合计投资366.7亿元，占用耕地2.59

万亩，林地1.35万亩。 

（一）堤防加固 

2020年前堤防加固工程涉及衢江、金华江、兰江、浦阳江等四个河段，

加固20年一遇。以上干堤总长361 公里，分属衢州、金华、杭州和绍兴四

个市。投资25.2亿元，征用耕地5409亩。 

（二）综合利用水库 

2020年前优先兴建干流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为主结合供水灌溉水库

1座：开化县钱江源水库。 

兴建城乡供水水源水库工程12座：衢江区寺桥水库，龙游县高坪桥水

库，磐安县花溪水库，东阳市石马潭水库，金华金东区东溪水库扩建，武

义县溪里水库扩建，兰溪市钱塘垅水库，浦江县前溪滩水库，富阳区巧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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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诸暨市寺下张水库，萧山区苍坞水库，湘湖水库扩建。 

支流防洪为主结合供水灌溉水库3座：诸暨市永宁水库、临安市双溪

口水库、淳安县洄溪水库。 

合计投资96.4亿元，总库容4.58亿立方米，淹没耕地14190亩，林地8995

亩。 

（三）引水工程 

规划新建新安江水库（千岛湖）引水工程。 

（四）干流梯级开发工程 

2020年前优先开发以航运为主，结合发电等作用的梯级：常山港的天

马、招贤和航埠梯级，衢江的安仁铺、红船豆、游埠、姚家梯级，金华江

的灵马梯级，IV级航道84.9公里，总装机容量84.2兆瓦。投资66.6亿元，

征用耕地6073亩，林地4427亩。 

（五）灌区渠系配套工程 

加快实施常山港灌区、江山碗窑水库灌区、铜山源水库灌区、乌溪江

引水工程灌区、沐尘水库灌区、东阳横锦、南江和东方红水库灌区、义乌

岩口、柏峰和长堰水库灌区、永康杨溪、太平和三渡溪水库联合灌区、武

义源口和清溪口水库灌区、金华沙（沙畈）金（金兰）安（安地）灌区等

渠系配套工程。投资18亿元。 

（六）非工程措施 

2020年前应优先建立和完善钱塘江流域防洪与水资源调度系统、流域

水资源保护与预警系统等非工程措施建设。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规划的组成与效力 

规划成果包括《钱塘江流域综合规划文本》和《钱塘江流域综合规划

报告》。规划文本是对规划的各项目标和内容提出规定性要求的文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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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报告是对规划文本的具体说明。规划文本和图纸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四条  规划的实施和解释 

规划文本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作为规范流域内水事活动的法规

性文件，是进行流域内河道与水资源管理、涉水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专

业规划与区域规划编制的基本依据。自公布之日起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

施，由浙江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任何地区、部门、单位或个人，确需对本规划的规划方案或规划工程

措施作出重大变更时，必须履行法定程序，经省水行政主管机关审查并报

请省人民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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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   设   规   模 
总投资 

（亿元） 

淹没

人口 

（人） 

淹没

耕地 

（亩） 

淹没

林地 

（亩） 

一 防洪减灾   194.0 26505 30563 6379 

（一） 水库工程   100.1 26505 17811 4236 

1 钱江源水库 
总库容 22200 万立方米，防洪

库容 6200 万立方米。 
20.2 3913 2445 1180 

2 密赛水库 
总库容 10100 万立方米，防洪

库容 8600 万立方米。 
46.0 11200 9479 413 

3 峡川水库 
总库容 17800 万立方米，防洪

库容 2100 万立方米。 
22.4 7716 3459 2490 

4 九华水库 
总库容 2700 万立方米，防洪库

容 1510 万立方米。 
5.6 2636 502 10 

5 永宁水库 
总库容 2292 万立方米，防洪库

容 1027 万立方米。 
5.9 1040 1926 143 

（二） 防洪堤工程   93.9 0 12752 2143 

1 衢江防洪堤 

50 年一遇防洪堤 46.1 公里，20

年一遇防洪堤 140.6 公里，10

年一遇防洪堤 73.3 公里，5 年

一遇防洪堤及护岸 73.7 公里。 

19.8  4806  

2 金华江防洪堤 

50 年一遇防洪堤 69.1 公里，20

年一遇防洪堤 96.7 公里，10 年

一遇防洪堤 52.9 公里，5 年一

遇防洪堤及护岸 2.1 公里。 

17.2  3180  

3 兰江防洪堤 

50 年一遇防洪堤 2.9 公里，20

年一遇防洪堤 45.6 公里，5 年

一遇防洪堤及护岸 8.3 公里。 

3.7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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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   设   规   模 
总投资 

（亿元） 

淹没

人口 

（人） 

淹没

耕地 

（亩） 

淹没

林地 

（亩） 

4 新安江防洪堤 

50 年一遇防洪堤 10.6 公里，20

年一遇防洪堤 7.4 公里，10 年

一遇防洪堤 1.2 公里，5 年一遇

防洪堤及护岸 5.5 公里。 

1.9  356  

5 富春江防洪堤 

100 年一遇防洪堤 27.2 公里，

50 年一遇防洪堤 117.7 公里，

20 年一遇防洪堤 74.5 公里，10

年一遇防洪堤 47.7 公里。 

40.5  1752 2143 

6 浦阳江防洪堤 

50 年一遇防洪堤 45.2 公里，20

年一遇防洪堤 67.8 公里，10 年

一遇防洪堤 14.4 公里。 

10.7  1840  

二 水资源保障  350.9 27288 24274 16184 

（一） 水库工程  172.9 25911 24111 15862 

1 龙潭水库 
总库容 1569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1200 万立方米。 
3.9 20 600 350 

2 罗樟源水库 
总库容 2000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1500 万立方米。 
6.1 578 497 499 

3 寺桥水库 
总库容 2558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2000 万立方米。 
9.1 771 663 665 

4 高坪桥水库 
总库容 3500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2100 万立方米。 
6.1 1062 1000 1181 

5 柿口水库 
总库容 3529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2037 万立方米。 
6.4 1500 1034 904 

6 永祥水库 
总库容 2136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1300 万立方米。 
12.9 1159 1073 939 

7 石硖水库 
总库容 988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736 万立方米。 
2.0 528 117 267 

8 钱塘垅水库 
总库容 866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819 万立方米。 
3.1 68 37 378 

9 泉满山水库 
总库容 2810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2340 万立方米。 
2.9 210 364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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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   设   规   模 
总投资 

（亿元） 

淹没

人口 

（人） 

淹没

耕地 

（亩） 

淹没

林地 

（亩） 

10 里绪水库 
总库容 1200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1000 万立方米。 
3.4 610 450 200 

11 双溪口水库 
总库容 1535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1380 万立方米。 
3.8 141 325 660 

12 候树岭水库 
总库容 3824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1684 万立方米。 
16.8 2770 2440 1783 

13 前溪滩水库 
总库容 838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580 万立方米。 
6.6 954 100 412 

14 巧溪水库 
总库容 1376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1097 万立方米。 
3.1 472 812 450 

15 寺下张水库 
总库容 1140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460 万立方米。 
6.9 1838 1174 60 

16 苍坞水库 
总库容 2014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1756 万立方米。 
15.1 1818 683 1056 

17 雀山岭水库 
总库容 7296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6000 万立方米。 
30.0 5198 1800 1300 

18 洄溪水库 
总库容 1649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1378 万立方米。 
1.5 12 75 780 

19 双江水利枢纽 兴利库容 1500 万立方米。 11.1 3536 4327  

20 云景湾水库 总库容 2300 万立方米。 5.5 2240 1354 940 

21 石马潭水库 
总库容 1071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800 万立方米。 
1.7  10 380 

22 黄坟水库扩建 
总库容 987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867 万立方米。 
1.6 426 236 165 

23 溪里水库扩建 
总库容 1300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1200 万立方米。 
1.3  206 849 

24 东溪水库扩建 
总库容 996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779 万立方米。 
0.7  134 551 

25 花溪水库扩建 
总库容 491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394 万立方米。 
1.2  1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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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   设   规   模 
总投资 

（亿元） 

淹没

人口 

（人） 

淹没

耕地 

（亩） 

淹没

林地 

（亩） 

26 湘湖水库扩建 
总库容 2000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670 万立方米。 
10.1  4590  

（二） 引调水工程  160.0 1377 163 322 

1 

新安江水库

（千岛湖） 

引水工程 

设计引水流量 77.5 立方米/秒，

年引水量 17.6 亿立方米 
160.0 1377 163 322 

（三） 
灌区配套 

改造工程 
 18.0    

1 

常山港开化县

齐溪水库灌区、

常山千红灌区、

长风灌区渠系

配套工程 

配套改造干支渠道 193 公里及

渠系建筑物 68 处等，改善灌溉

面积 17.4 万亩。 

0.8    

2 

江山碗窑水库

灌区渠系配套

工程 

配套改造干支渠道 518.4 公里

及渠系建筑物 1786 处等，改善

灌溉面积 50.9 万亩。 

7.4    

3 
铜山源水库灌区

渠系配套工程 

配套改造支渠 106.33 公里及渠

系建筑物 224 处等，改善灌溉

面积 14.3 万亩。 

1.7    

4 

乌溪江引水工

程灌区渠系配

套工程 

配套改造干支渠道 209.04 公里

及渠系建筑物 534 处等，改善

灌溉面积 61.2 万亩。 

2.5    

5 
沐尘水库灌区

渠系配套工程 

配套改造支渠 200 公里及渠系

建筑物 51 处等，改善灌溉面积

5.8 万亩。 

0.6    

6 

东阳横锦、南

江和东方红水

库灌区渠系配

套工程 

横锦灌区：干渠衬砌 65 公里；

南江灌区干渠渠道衬砌 45.62

公里；东方红干渠衬砌 26 公

里，配套建筑物 18 处；改善灌

溉面积 32.7 万亩。 

1.3    

7 

义乌岩口、柏

峰和长堰水库

灌区渠系配套

工程 

义乌岩口水库灌区干渠衬砌 5

公里，配套建筑物 109 处；柏

峰水库灌区衬砌 25 公里，配套

建筑物 11 处；改善灌溉面积

13.1 万亩。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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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   设   规   模 
总投资 

（亿元） 

淹没

人口 

（人） 

淹没

耕地 

（亩） 

淹没

林地 

（亩） 

8 

永康杨溪、太

平和三渡溪水

库联合灌区渠

系配套工程 

杨溪水库灌区骨干渠道衬砌 33

公里，配套建筑物 67 处；太平

水库骨干渠道衬砌 36 公里，配

套建筑物 255 处；三渡溪水库

灌区骨干渠道衬砌 33 公里，配

套建筑物 221 处；改善灌溉面

积 24.35 万亩。 

1.1    

9 

武义源口和清

溪口水库灌区

渠系配套工程 

源口水库灌区骨干渠衬砌 54.3

公里，配套建筑物 64 处；清溪

口水库灌区骨干渠衬砌 48 公

里，配套建筑物 48 处；改善灌

溉面积 15.6 万亩。 

0.2    

10 

金华沙（沙畈）

金（金兰）安

（安地）灌区

渠系配套工程 

需新开沙金安渠道长 28.6 公

里，设计流量 6 立方米/秒；金

兰灌区新开渠道 5.94 公里，衬

砌 99 公里；安地灌区防护衬砌

68 公里；改善灌溉面积 39.9 万

亩。 

1.4    

11 
金华九峰水库

灌区配套工程 

新开干渠 35 公里，支渠 70 公

里，改善灌溉面积 12.4 万亩。 
0.8    

三 
流域梯级 

枢纽工程 
 81.8 720 6324 4427 

1 白虎滩枢纽 
正常蓄水位 89.5 米，电站装机

3.6 兆瓦，航道等级Ⅳ级 
5.1  103  

2 天马枢纽 
正常蓄水位 84.0 米，电站装机

3.6 兆瓦，航道等级Ⅳ级 
4.7 60 0  

3 阁底枢纽 
正常蓄水位 78.5 米，电站装机

4.2 兆瓦，航道等级Ⅳ级 
5.2 10 68.5  

4 招贤枢纽 
正常蓄水位 73.0 米，电站装机

5.6 兆瓦，航道等级Ⅳ级 
5.6  175.5  

5 航埠枢纽 
正常蓄水位 67.0 米，电站装机

4.8 兆瓦，航道等级Ⅳ级 
5.2  123.9  

6 黄塘桥枢纽 
正常蓄水位 63.0 米，电站装机

3.6 兆瓦，航道等级Ⅳ级 
4.9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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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   设   规   模 
总投资 

（亿元） 

淹没

人口 

（人） 

淹没

耕地 

（亩） 

淹没

林地 

（亩） 

7 安仁铺枢纽 
正常蓄水位 53.5 米，电站装机

16.0 兆瓦，航道等级Ⅳ级 
9.3  575 4108 

8 红船豆枢纽 
正常蓄水位 47.0 米，电站装机

20.0 兆瓦，航道等级Ⅳ级 
11.7 650 3920 124 

9 游埠枢纽 
正常蓄水位 34.0 米，电站装机

16.8 兆瓦，航道等级Ⅳ级 
9.7  974 177 

10 姚家枢纽 
正常蓄水位 28.5 米，电站装机

12.4 兆瓦，航道等级Ⅳ级 
12.5  41 18 

11 灵马枢纽 
正常蓄水位 27.5 米，电站装机

5.0 兆瓦，航道等级Ⅳ级 
7.9  264  

合    计  626.7 54513 61161 2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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