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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治水“九大”任务，构建发展“九大”体系———

青岛市即墨区“十四五”水利发展这样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十六字”治水方针、

解决新时期治水矛盾、注重生态文明建

设、加强水环境治理、建设节水型社会以

及城市新的发展定位等都赋予水利改革

发展更多更新内涵和更大期望，对治水

提出了更高要求。

　　根据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关于开展

青岛市水务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的通知》(青水市场〔2019〕163号)、即墨区

政府《关于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的通知》(即政办字〔2020〕4号)要求，区水

利局组织编制完成《青岛市即墨区水利

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这对指导“十四五”时期即墨水利

改革发展，提高全区水安全保障能力，保

障即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12月21日，即墨区人民政府发布了

《即墨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即墨区水

利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即政发

[2021]33号。现就有关事项予以解读。

即墨“十四五”水利发展目标

　　《规划》主要包括基本情况、水利改

革发展现状和面临的新形势、总体思路、

水利改革发展主要任务、投资规模、保障

措施等六部分内容。以水资源保障、水

灾害防治、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为重

点，谋划治水“九大”任务，努力构建水利

发展“九大”体系。到2025年，节水水平

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水资源配置工程网

进一步完善，多水源供给保障体系和安

全达标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初步建立；

水资源节约和再生水循环利用体系逐步

建立；水生态环境显著优化，山水林田库

得到系统治理，绿水青山、秀美河库建设

格局初步形成；水管理体制进一步优化，

水利信息化建设得到提升，逐步向水利

现代化迈进。

　　围绕供水安全 重点构建水
资源安全保障体系

　　统筹谋划区域配置，提高水资源保

障能力，构建“调配灵活、安全可靠”的水

资源保障体系。组织完成黄水东调承接

(即墨段)工程、宋化泉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论证并适时实施官路-宋化泉-蓝色

硅谷调水工程、五龙河流域向东部调水

管网配套工程。

　　完善城乡供水设施，提升供水安全保

障能力，构建“城乡一体、量足质优”的城

乡供水保障体系。扩建黄甲山、温泉水

厂，实施王圈水库泵站改扩建；论证并适

时实施城区西部水厂新建或扩建、宋化泉

水库自来水泵站改扩建工程；实施农村水

厂管网连通和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落实节水优先政策，推进节水型社

会建设，构建“绿色低碳、高效集约”的节

约用水体系。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制度，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加强工业节水

减排，深化城镇节水降损，建设活力海绵

城市，加强节水激励机制建设。

  围绕防洪安全 重点实施河
道治理、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

　　补齐防洪设施短板，提高洪涝灾害

防御能力，构建“体系完备、安全有序”的

防洪减灾体系。实施桃源河等7条重点

河道和小型河道治理；对36座小型水库

进行标准化建设，维修加固重点塘坝50

座，病险水闸除险加固7座，适时实施沿

海防潮堤建设，加强山洪灾害防治能力

和防御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实施水利工

程维修养护。

  围绕生态安全 重点突出水
环境整治、美丽河湖建设

　　强化河库保护力度，持续改善水生

态环境，构建“绿色生态、环境优美”的水

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实施大沽河和水库

等重点水源地安全保障和水质提升；实

施金口镇凤凰山等小流域综合治理；加

强美丽幸福河湖建设和水文化研究。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库区移民

生活水平，构建“和谐稳定、品质生活”的

移民后期扶持保障体系。实施移民村基

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

促进移民产业发展。

  围绕行业监管 建立健全现
代水利管理体系
　　

  推进智慧水利建设，提高水利智能

化管理能力，构建“全面覆盖、智能高效”

的智慧水利服务体系。实施水利信息化

提升，逐步实现水利管理向智慧化、精细

化转变。

　　完善水利监管体系，提升涉水事务

治理水平，构建“制度健全、顺畅高效”的

现代水利管理体系。强化水资源、河流

湖库等水利监管和水安全风险管控，强

化水行政执法。

　　深化要素市场配置，激发水利改革

创新动力，构建“开放创新、标准规范”的

水利行业能力保障体系。开展水生态补

偿、水利投融资等研究，加强人才引进和

培养，完善水法规体系。

　　解释部门和咨询电话：青岛市即墨

区水利局 0532-88519117

解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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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政策

　　日前，

区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到共

建单位蓝村

街道政和路

社 区 开 展

“党员献爱

心、联手防

疫情”志愿

服务活动。

队员们走访

慰问了社区

10户弱势群

体，同时向

他们宣传疫

情 防 控 知

识，积极配

合社区做好

防疫工作。

(王修齐)

做养殖户信任的兽医技术员
　　“付大哥，你新进的那一批蛋鸡好防疫了，有

什么问题随时和我联系。”连日来，在移风店镇

的100个村庄，经常可以看到兽医技术员齐娟和

她的同伴迎着寒风，进村入户做好畜禽防疫消

毒，开展技术服务的身影。

　　进入12月，我区气温持续下降到零度以下，

齐娟等12名兽医技术员摸清各村庄前阶段全面

防疫过程中不宜防疫的畜禽，开展有针对性的补

防，并逐一做好畜禽栏舍及周边环境的消毒灭

原；指导养殖户适当增加畜禽营养，增强畜禽体

质，提高防寒抗病能力；积极推广粪便堆积发酵、

干清粪、干湿分离、污水三级沉淀、沼气发酵和有

机肥制作等粪污处理技术和“种养结合、粪污就

地消化”的绿色畜牧业发展模式。

　　兽医技术员还帮助养殖户准备好办理《动物

防疫条件合格证》等有关证件所需要的申请书、

场所平面图、场所位置图、无害化处理工艺流程

图及设备清单等有关材料，并与镇、区有关部门

对接，统一办理，一次办好。

　　“作为一名兽医技术员，能够及时为养殖户

解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做好防疫消

毒，保证畜牧业安全，养殖户高兴，我们自豪。”

齐娟说。

(马克松 展福生)

博物馆

以创建促提升

擦亮城市文化“窗口”

在在行行动动创创创创创创城城城城城城

　　今年以来，区博物馆以创建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为契机，持续

开展“转作风、做表率·创城有

我”窗口文明服务提升整治行

动，从细节入手、从小事做起，高

标准、高质量开展创建工作，在

青岛市文旅系统行业月度考核

中稳居全市博物馆类第一。

　　完善馆内基础设施。增设

室外景观小品，提升室内公益广

告展示、完善馆内标识标牌等设

施，重点对母婴室、志愿服务站

等配套设施进行提档升级，动员

职工积极开展闲置母婴用品捐

赠，为母婴室配齐了婴儿车、儿

童坐便器、毯子等用品。针对群

众反映的博物馆周边路口多、入

口难找等问题，积极协调相关

部门，在博物馆外主道路十

字路口处设置独立指示

牌，从细微处为群众着

想，提供暖心服务。

　　志愿服务常态化。

不断自查自改服务方

式，聚焦前期由于志愿者

频繁更换导致的信息记录

不完善、服务不到

位等问题及时开

展整改，建立志愿

服务常态化制度，

安排两名志愿者

专人、专岗、定时驻守服务站，从

礼仪规范、讲解示范、接待服务

等方面开展精细化服务培训，确

保志愿服务不流于形式，真正服

务到群众。

　　为特殊群体提供贴心服

务。为了方便听力障碍、行动障

碍等特殊群体参观，设立了无障

碍卫生间、无障碍停车位、无障

碍服务台，专门配备手语老师，

对志愿者开展手语培训，制作张

贴了爱心手语图册辅助工作人

员与听力障碍群体沟通交流，最

大限度满足各类群体参观需求，

让窗口服务更文明、更贴心。

(姜晓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