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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政办〔2021〕42号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晋江市河湖长制项目及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有关单位：

《晋江市河湖长制项目及资金管理规定》已经市政府第 100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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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河湖长制项目及资金管理规定

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我市河湖长制项目及资金管理，保障

河湖长制和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有序推进，提高管治效能

和资金使用效益，现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总则

（一）本规定所称河湖长制项目，是指我市河湖长制工作

确定实施的河道清淤整治、流域景观绿化、沿岸拦污截污管网、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水库山塘、江海堤防、

水闸、灌区工程等水利设施的新改扩建，及有关项目的管护、

修复。

（二）市河长办、财政局、水利局、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等

部门主要职责：

1．市河长办是河湖长制项目的统筹协调部门，主要负责年

度项目申报、年度计划下达、执行情况通报、项目调度等工作；

联合有关部门不定期对项目开展监督检查指导；河湖长制项目

及资金管理的其他有关事项。

2．市财政局负责建设资金预算安排；负责资金的预算分解

下达及审核拨付；组织开展资金使用监督检查、预算绩效管理；

河湖长制项目及资金管理的其他有关事项。

3．市水利局是水利工程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管护的行业

主管部门，根据分级管理规定，主要负责市级项目规划建设管

理，做好其他项目技术审查、年度计划审核；指导项目业主开

展前期方案设计、中期质量检查、后期管护等工作，并负责项

目的验收、资金兑现、预算绩效管理；河湖长制项目及资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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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其他有关事项。

4. 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是流域景观绿化行业主管部门，主

要负责项目技术审查、年度计划审核；指导项目业主开展前期

方案设计、中期质量检查、后期管护等工作，并负责流域景观

绿化的验收、资金兑现工作、预算绩效管理；河湖长制项目及

资金管理的其他有关事项。

二、资金补助标准

（一）河道清淤整治及日常保洁

1．主河道整治工程。工程建安费由市财政承担。征迁费实

行分类补助，其中：采用生态护岸治理模式的，市财政按照 70%
的比例予以补助；采用其他模式的，市财政按照 50%的比例予

以补助。

2．支流及镇村沟渠整治工程。工程建安费实行分类补助，

其中：采用生态护岸治理模式的，市财政按照 70%的比例予以

补助，采用其他模式的，市财政按照 50%的比例予以补助。征

迁费及其他费用由所在镇（街道）承担。

3．河道清淤工程。主河道清淤工程建安费由市财政承担；

支流及镇村沟渠清淤工程建安费市财政按照 50%的比例予以补

助。

4．河道日常保洁。市级负责保洁的河道，相关费用由市财

政承担；其他河道、沟渠日常保洁工作经水利局考核合格的，

由市财政按实际保洁费用的 50%予以补助，且最高不超过 180
元/亩·年。

（二）水库山塘、江海堤防、灌区工程

1．市管工程建设资金由市财政承担；镇管水库、江海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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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工程（除险加固、新改扩建、清淤、水毁修复等工程）建

安费由市财政按 70%的比例予以补助；山塘修复工程的建安费

由市财政按 60%的比例予以补助，原则上每个项目补助上限 20
万元。

2．水库山塘日常管护。公益性小型水库物业化管理相关费

用由市财政承担；山塘日常管理及维修养护经水利局考核合格

的，由市财政按 5000元/座·年的标准予以补助。

（三）流域景观绿化

1．工程建安费根据市政府印发的《“全民动员、绿化晋江”
活动年度实施方案》等有关规定执行。主河道征迁费由市财政

按 50%的比例予以补助，支流及镇村沟渠征迁费由所在镇（街

道）承担。

2．河道绿化及附属设施管护。除市级负责的绿化管护河段

由市水利局负责外，其余河道的绿化管护按照“谁栽植、谁受益、

谁管护”的原则，由项目建设单位移交流域属地作为河道绿化管

护主体单位进行管理。属地负责管理养护的河道经林业和园林

绿化局考核合格的，河道绿化及附属设施管护由市财政按实际

管护费用 50%予以补助，且最高不超过 4元/平方米·年。

（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建安费由市财政按 50%的

比例予以补助。

（五）沿岸拦污截污管网。市级项目建设资金由市财政承

担；镇级项目经批准且工程预算经评审、公开招投标后，建安

费由市财政全额补助，征迁费及其他费用由所在镇（街道）承

担。未纳入建设计划、未公开招投标的项目原则上市财政不予

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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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农村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运行费用由市财政承担。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资金由市

财政按项目的预算费、监理费、建安费总额 80%的比例予以补

助，征迁费由所在镇（街道）承担。

三、项目申报和审核

（一）河湖长制建设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申报，由市河长办

统一部署、汇总。其中：市级流域由各市级流域河长办牵头统

筹，会同各相关镇（街道）、市直有关单位提出年度计划初步意

见；镇级河流由所在镇提出年度计划初步意见；其他项目由建

设单位提出年度计划初步意见。市河长办在每年 10月底汇总形

成年度项目初步计划，报各项目主管部门进行筛选审核，并将

各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项目计划征求相关市级河长及分管市领

导意见，在每年 12月底报市政府批准后下达年度项目计划。原

则上，申请纳入年度项目计划的工程项目应完成初步设计或实

施方案批复。

（二）未纳入年度计划而确需新增的项目，由建设单位报

业务主管部门或市级河长同意后，向市政府专项请示。

（三）建设单位要严格项目管理，对照年度投资计划及节

点安排，加强人员、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切实提高计划执

行的刚性约束。经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年度项目计划总体完成

率低于 90%的单位，将限制下一年度项目申报；单个项目年度

计划完成率低于 80%的，市级补助资金将在原补助金额的基础

上，逐年调减 10%，最高调减 20%。

（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按

原管理模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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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管理和验收

（一）河湖长制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应符合法律法规、行业

标准及区域规划要求，镇村沟渠整治防洪标准原则上不低于 5
年一遇。河道整治及水利工程改扩建、除险加固（不含水毁、

应急修复等项目）设计图纸应按有关规定进行图纸审查。

（二）各项目实施主体应做好用地征迁和工程建设管理工

作，按有关规定进行图纸设计、编制工程最高控制价、进行招

投标及工程质量、安全、进度、资金管理，自觉接受监督。

（三）各项目实施主体应加强项目管理，严格按照计划安

排工程建设进度，定期将工程进展情况上报市河长办、市业务

主管部门。项目完工后，业主单位牵头组织项目验收并建立资

料档案。

（四）各项目主管部门应根据本规定进一步制定管理细则，

明确项目前期、项目管理、资金申请、工程验收等要求。涉及

考核的保洁、管护项目，业务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制定相应的考

核细则。

五、资金审核和拨付

（一）征迁费用。项目所在镇（街道）在工程施工图修编

后将征迁补偿方案报送市政府，由城建办牵头，业务主管部门

配合，负责对补偿方案进行初步审核确认。征迁费用由镇（街

道）先行拨付，征迁工作完成后提供征迁花名册、征迁补偿协

议书、征迁补偿款支付凭证等资料报业务主管部门，主管部门

负责对有关资料进行初步审核，并报市政府同意后，由市财政

予以补助。

（二）工程建安费。工程开工后由业主将资金请款报告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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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工程进度情况分期报送行业主管部门，主管部门负责对有关

资料进行初步审核，并报市政府同意后，由市财政予以补助。

其中，工程建安费 100 万元以内（含 100 万元）的项目待完工

验收后一次性予以补助。

（三）河道日常保洁、河道绿化及附属设施管护等项目经

行业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每半年拨付一次补助资金。

（四）未纳入市河长制年度建设计划或未按规定进行招投

标的项目，市财政不予补助。

六、监督检查

（一）市河长办、财政局、水利局、林业和园林绿化局要

建立和健全资金监管体系，加强河湖长制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

和检查监督，定期对河湖长制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专项监督

检查指导，项目实施单位应当主动接受监督检查；市审计局定

期按规定开展专项审计监督。

（二）申报单位应保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不得以虚报、

伪造等手段骗取专项资金。禁止拆分和多头申报，不得以同一

项目申报多项资金。

（三）河长制项目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虚报、冒领、截留、

挪用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理。

七、附则

（一）按本规定已补助的项目，不再列入本级其他财政补

助范围。

（二）经市政府同意由水务集团负责建设的项目，参照本

规定补助标准执行，项目资金应由镇（街道）承担的部分，在

年度市、镇（街道）体制上下级结算中予以扣除。



- 8 -

（三）本规定由市财政局、水利局、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等

单位负责解释。

（四）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本规定印发前我市制定

的有关河湖长制工作管理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本规定

执行。本规定印发前确定的河湖长制建设项目仍执行原有管理

规定；已列入 2021年度项目计划，原规定未明确补助标准的，

按本规定执行。

附件：1．河湖长制建设及管护项目资金补助标准汇总表

2．市域小流域主河道及支流名录

3．市级负责保洁及绿化管护的河段名录

4．晋江市水库、山塘、江海堤防、渠道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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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湖长制建设及管护项目资金补助标准汇总表

序号 项目类别 市财政补助比例 备 注

工程建安费 日常保洁、管护费用 征迁费用

1
河道整治（含清淤） 主河道 100%

50%

（最高不超过 180 元/亩·年）
50%

1.主河道采用生态护岸治理模式涉及征迁的，征迁费用补助比例

上调至 70%。

2.支流及镇村沟渠采用生态护岸治理模式的，工程建安费补助比

例上调至 70%。

3.日常保洁费用考核合格后兑现。

支流及镇村沟渠 50% /

2 水库、江海堤防、灌区工程 70% / / 工程措施为除险加固、新改扩建、清淤、水毁修复等。

山塘、护村堤 60% 山塘 5000 元/座·年 / 日常管护费用考核合格后兑现。

3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50% / /

4 流域景观绿化 按现有政策
50%

（最高不超过 4元/平方米·年）
主河道 50%

工程建安费补助标准根据市政府印发的《“全民动员、绿化晋江”

活动年度实施方案》等有关规定执行。主河道征迁费用按 50%予

以补助。

5 沿岸截污拦污管网 市级项目 100% / 100% 市级项目征迁费用由市财政承担。

镇级项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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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小型污水处理

设施
100% 100% /

管道项目 80% / / 项目预算费、监理费、建安费总额的 80%。

说明：1.主河道整治工程建安费由市财政承担，市级管理的渠道、水库、江海堤防、水闸、灌区工程建设及管护资金由市财政承担，

附件 4 所列河段景观绿化养护费用由市财政承担。单独实施的水闸工程分别按所在主体（如河道、水库、堤防等）对应补助

标准予以补助。

2.除市级财政承担项目以外，其余项目市财政按上表所列标准予以补助，经济开发区实施的河道清淤项目适用本补助标准。

3.河道整治生态护岸治理模式是指采用植物型护岸、土工材料复合种植基护岸、生态石笼护岸、生态袋护岸等护岸型式，且生

态护岸长度不小于整治总长度 75%。

4.各项目建设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工程结算，结算价作为市财政资金补助依据。

5.河道保洁面积以堤顶垂直投影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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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域小流域主河道及支流名录

序号 市域小流域名称 河道级别 河段

1 晋江流域晋江段 主河道 ▲顺济桥旱闸至永浦水闸段右岸

2 九十九溪

主河道

彭溪、双溪、上游段干流（彭溪双溪汇合口至溪头闸坝）、▲溪头闸

坝以下干流、▲晋阳湖、▲潘湖支流▲浦沟支流、▲沿江支流、▲南

渠支流、▲苏厝支流、▲前沟支流、▲乌边港、▲六原港、▲泽沟、

▲南港沟、▲海烟沟、▲内沟河、▲御辇排洪沟(御辇水闸至南低干

渠)、▲南低干渠

支流
三吴溪、大坝溪（钱坡溪）、下灶溪、下落沙溪、湖盘溪、霞浯（直）

溪

3 湖漏溪

主河道
钞井溪（前村水库溢洪道出口至虺湖入湖口）、

▲虺湖、湖漏溪（虺湖出湖口至入海口）

支流
马坪支流、塘下支流、内厝支流、马山支流、

广井支流、龙湖排洪渠

4 梧垵溪

主河道 罗山街道高州山至晋江与石狮交界处

支流
林口支流、张前支流、林格支流、英塘支流、洋柄支流、樟井支流、

仕林支流、英墩支流

5 坝头溪
主河道 灵源街道红其仁山至与加塘溪汇合口

支流 西畲溪、可慕溪

6 加塘溪
主河道 黄塘支流与下黄溪汇合口至与坝头溪汇合口

支流 黄塘支流、下黄溪

7 梧桐溪 主河道
牛头山山塘溢洪道出口至南低干渠汇入口（含罗山街道后林社区分叉

段）

8 缺塘溪
主河道

罗裳山至南低干渠汇入口（世纪大道至百宏雅苑至兰峰段至及机场段

及缺塘社区段）

支流 缺塘支流、沙塘支流、罗裳支流

9 普照溪 主河道 ▲梅岭街道八仙山至南低干渠汇入口

10 阳溪
主河道 山兜水库溢洪道出口至入海口

支流 西吴溪、割山溪、石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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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域小流域名称 河道级别 河段

11 梅塘溪
主河道 草洪塘水库溢洪道出口至入海口

支流 清透溪、柯村溪、埕边溪

12 外曾溪 主河道 内坑后山村至安海西沽水闸

13 侯厝溪
主河道 北环路侯厝桥至西沽水闸

支流 A支流、B支流、C支流

14 鸳鸯溪 主河道 龙吴厝水库溢洪道出口至与阳溪主河道交汇口

15 东溪
主河道 龙湖镇普山至入海口

支流 后溪

16 钞岱溪 主河道 金井镇碎石山至入海口

17 金井溪
主河道 金井镇新街至入海口

支流 三坑支流、瀛海溪、圳尾溪、坑口溪、银厝支流

18 港塔溪
主河道 英林镇西埔加油站至入海口

支流 洋仔坑支流

19 埭边溪
主河道

埭边东溪（清内村路桥至入海口）、埭边西溪（东埔水库溢洪道出口

至入海口

支流 观头溪、锦江支流

20 潘径溪
主河道 达群水库溢洪道出口至入海口

支流 大房支流

21 鸿江河道
主河道 加塘溪坝头溪汇合口至鸿江水闸

支流 庄头溪（含井林沟）、肖下溪、龙下溪

22 大盈溪 主河道 ▲干流（双溪水闸至安平桥闸）

注：1.带▲的河段为市级管理河道。

2.主河道、支流以外的小支流、小沟渠为镇村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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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市级负责保洁及绿化管护的河段名录

序 号 类 别 河 段

1 市级负责保洁的河段

九十九溪下游水网

溪头闸坝以下干流、沿江支流、潘湖支流、浦沟支流、

乌边港支流、前沟支流、六原支流、南低干渠、南港沟、

海烟沟及其它分渠（泽沟、溪头排洪渠、御辇排洪沟、

仕头引水渠）

普照溪 宝龙陈村桥至与内沟河交汇处

内沟河 与前沟支流交汇处至与南低干渠交汇处

2
市级负责绿化及附属设

施管理养护的河段

九十九溪浦沟支流

南岸段

泽沟支流汇入口至高坑桥段、浦沟支流与六原港支流分

汊处半岛

南低干渠

新加坡城暗涵至御辇村御辇古桥段

刺桐大桥下至新三孔水闸段

梧垵溪景观提升段 社马路至湖格村村道大桥

缺塘溪景观提升段 艾派公司入口桥至沙塘支流汇入口

梧桐溪景观提升段
和平南路东至福兴路冠科科技站公交站、福兴路辅路（泉

州福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处）至南低干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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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晋江市水库、山塘、江海堤防、渠道名录

序 号 类 别 名 称

1 水库

市管 新安水库、东山水库、英塘水库、溪边水库、双宅水库、五道水库

镇管

埔坑水库、洋柄水库、林口水库、玉湖水库、后望坑水库、达群水库、草洪塘水库、钞岱

水库、群洋水库 、东溪水库、芸沟水库、吴厝水库、洪溪水库、广井水库、科任水库、东

埔水库、前村水库、湖内水库、山兜水库、塘下水库、紫湖水库、紫溪水库

2 山塘 村管

灵源山塘、园钱山塘、木兰山塘、桥仔山塘、松柏山塘、妇女山塘、如来沟山塘、辽沟山

塘、大埔山塘、顶坝山塘、下坝山塘、坑园山塘、玉楼山塘、石佛山塘、潭豆山塘、桐林

村后坑山塘、西埕山塘、五斗山塘、湖内山塘、新坝内山塘、峡内山塘、树后山塘、曾厝

山塘、郭岑山塘、马山山塘、洋仔坑山塘、西塔山塘、柯坑村黑土山塘、锡坑山塘、后坑

村后坑山塘、溪前山塘、秀山山塘、历山山塘、东头山塘、新埔山塘、内坑山塘、许加弄

山塘、芸透山塘、旦厝村黑土山塘、圳古山塘、吕厝山塘、许坑山塘、宫透山塘、西坑山

塘、井上山塘、劝井山塘、洞桥山塘、虎岫山塘、金星山塘、紫岭山塘、祖厝山塘、劳武

山塘、立厝山塘、山头山塘、前山山塘、东宅山塘、坑口山塘、南江山塘、竹仔墓山塘、

埕边山塘、宝盖山塘

3 江海堤防

市管 晋江下游防洪堤（晋江池店段、陈埭段）、晋东海堤

镇管

东潘海堤、潘径海堤、塔头海堤、安东海堤、华峰海堤、科任海堤、前港海堤、衙口海堤、

鲁滨海堤、柯埭海堤、岑张海堤、嘉排海堤、金井大堤、洋下海堤、塘东海堤、下寮海堤、

岑下海堤、溜江海堤、石圳海堤、南江海堤、围头海堤

4 渠道 市管 南干渠、仕头电灌站干渠及引水渠、晋南电灌站干渠及引水渠、石壁水库晋江段干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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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关单位：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业农村局、

林业和园林绿化局、水利局、审计局、城市管理局、泉

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河长办、水务集团。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