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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生态

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推动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湖泊保护是武汉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

年 10 月，湖北省政府《关于加强湖泊保护与管理的实施意

见》要求，“按照有效发挥湖泊功能、合理利用湖泊资源、维

护湖泊生态环境的要求，科学编制湖泊保护总体规划和湖泊

保护详细规划。总体规划应当明确当地湖泊面积、水质、功

能、生态保护、可持续利用的近期、远期目标，提出湖泊保

护的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以及实施计划。跨行政区划的湖

泊保护规划由湖泊所在地共同的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

织编制，报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2014 年湖北省发

布《湖北省湖泊保护总体规划》，并要求各市、州、县抓紧

编制各地湖泊保护总体规划。在《湖北省湖泊保护总体规划》

的指导下，武汉市已于 2018 年编制完成《武汉市湖泊保护

总体规划》并获得省政府批准，同步全面启动区级湖泊保护

规划的编制工作，要求“各区（功能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根据省、市湖泊保护总体规划，对辖区内湖泊逐个编制湖泊

保护详细规划。”按照分工，跨区湖泊详规由市水务局组织编

制。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编制小组到各湖进行现场调研、踏



 

 

勘和收集资料，摸清湖泊保护与治理现状及存在问题，与上

位规划、湖泊保护相关规划等充分对接，在此基础上对湖泊

功能进行合理定位，划定湖泊保护范围，提出了水资源保护、

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的规划方案和工程措施，明确了湖

区管理组织架构及管理措施，为推进湖泊治理及保护工作提

供了科学依据。 

规划编制过程中，征求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园林

和林业局、市生态环境局及相关区政府的意见，并于 2019

年 12 月 20日组织专家评审会，对规划的科学性、可操作性、

前瞻性等方面进行了评审论证，编制小组根据专家评审意见

对规划进行修改完善。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各市局、市

委、相关区政府、河湖长制办公室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在

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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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保护特性表 

序号 项  目 单位 数量 备  注 

一 概况 

1 流域面积 km
2
 39.37  

2 湖泊水面面积 km
2
 8.84 

规划最高

设计水位 

3 岸线长度 km 35.75  

二 功能定位及水功能区划 

1 湖泊主要功能 调蓄、景观娱乐、农业用水 

2 水功能区 景观娱乐用水 

三 形态保护 

1 湖泊保护区面积 km
2
 11.60  

2 退垸还湖面积 hm
2
 432.6  

四 水资源保护 

1 水质目标  
全湖 IV 类 近期 

全湖 III 类 远期 

2 环境容量 t/a 

COD 1558.49，NH3-N 77.92，

TN 291.34，TP 9.31 
近期 

COD 1038.99，NH3-N 51.95，

TN 194.23，TP 4.65 
远期 

五 生态保护与修复 

 最低生态水位 m 17.70 黄海 

六 监测 

1 监测内容  
水空间、水文、水环境、水

生态 
 

七 管理 

1 管理机构  市、区水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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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青菱湖湖泊保护详细规划 

（2017~2035） 

一、湖泊概况 

青菱湖位于洪山区西南部的青菱街，西临长江，东依汤逊湖，

北靠三环线，东南与江夏区接壤，地跨武汉市洪山区和江夏区，

地理位臵介于东径 114°13′～114°15′，北纬 30°23′～

30°28′之间，南北最大纵距 8.46km，东西最大横距 3.20km，

蓝线水域面积 8.84km
2
，流域总面积 39.37km

2
，岸线全长为

35.73km。青菱湖汇水区南起山水大道夜泊山，北至青菱湖北路，

西临长江，东抵武咸辅路，涉及到洪山区的青菱街道、江夏区的

大桥新区办事处及郑店街道等。该地区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整

体地势起伏不大，地面高程在 18.10～178.50m 之间。 

青菱湖汇水区属于汤逊湖水系，水系含大小湖泊 12 个，水

域面积 67.5km
2
，南侧临山区域分布有 7座水库，水库面积 2.3km

2
，

主要港渠 8条，总长 62km，水面面积 1.8km
2
。水面率为 15.6%。

整个水系根据调蓄湖泊和自然汇流形成 8 个子汇水区：南湖、野

芷湖、汤逊湖、黄家湖、青菱湖、野湖、海口和巡司河青菱河子

汇水区。区域内汇流通过市政管网、地表径流汇入湖泊调蓄，然

后通过港区进入直排区，非汛期经陈家山闸、海口闸及江南闸自

排出长江，汛期经汤逊湖泵站及江南泵站抽排出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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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泊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对青菱湖湖泊形态、水资源、水生态、湖泊监测及湖泊管理

的现状进行梳理并进行问题分析，主要内容如下： 

湖泊形态：长期以来，青菱湖由于拦湖筑汊、管理无序、开

发过度、保护不力等因素的叠加，导致水体污染、环境恶化、生

态脆弱、功能退化等问题突出。划定湖泊保护范围是湖泊保护中

的重要措施，可为湖泊预留自然生态空间，防止湖泊的无序开发

利用。青菱湖在《武汉市湖泊保护总体规划》中作为典型湖泊完

成了湖泊保护区和控制区的原则划定，但并未与实际地形和周边

用地情况进行比对，难以落实到实际，需从确权的要求出发，采

用最新测图进行细致划定，并在充分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后调整

确定，为确权工作提供支撑。另外青菱湖蓝线范围内仍有大量鱼

塘，东侧湖衩子湖被田埂分割，湖内沼泽化严重，需退垸（田、

渔）还湖，恢复水体水面。 

水资源：青菱湖水质目标为地表水环境质量 III 类标准。

近 5 年，青菱湖大部分时间水质为Ⅴ类或劣Ⅴ类，与目标值相

差甚远。根据调查，青菱湖存在点源、面源以及内源等方面的污

染。点源污染方面，汇水片区部分污水管网建设滞后，仍沿用合

流制排水系统，生活污水进入雨水管网后直接入湖；现有农村污

水处理设施不足，且尾水标准偏低；江夏区汇水区内的郑店黄金

工业园及大桥工业园区内企业存在生产污水直接入湖现象，污染

不容忽视。面源污染方面，青菱湖汇水区范围较大，沿线分布有

众多小区、农村居民点、农田和鱼塘，产生的城镇径流污染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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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面源污染未得到有效控制，面源污染严重。内源污染方面，湖

泊因长期养殖导致的湖泊底泥沉积污染未得到清除，在特定环境

下易形成底泥污染释放，导致湖泊水质恶化。 

水生态：青菱湖水生态系统存在退化速度快、退化程度严重

的问题。水生态系统退化主要表现在水质较差、水生植被衰退和

物种多样性降低三个方面。与上世纪 70 年代的青菱湖水生态系

统相比，水质下降一个等级；水生植被覆盖率从原有的 70%左右

减少到目前的 5%左右；物种多样性也随之大幅削减；食物网结

构也由原来的复杂结构趋于简单直接的结构，初级生产者以浮游

植物为主，捕食者以人工放养的鲢鳙鱼为主。目前青菱湖几乎无

水生植物分布、底泥淤积严重、原有的水生态系统已经崩溃，只

能通过重建水生态系统的方式对其进行治理。 

湖泊监测：目前武汉市对于湖泊的岸线管理已经有较为严格

完善的措施，但在湖泊保护范围划定和确权后，还需根据《湖北

省湖泊保护条例》的要求，加强各区湖泊保护范围的监测管理。

水文方面，青菱湖无水文监测点，无法有效掌握湖泊水位及出流

情况。水质方面，目前青菱湖仅有 1 处（湖心）常规水质监测

站点，采用手工监测，监测手段有待加强；此外对青菱湖连接港

渠出入口也未开展定期监测。水生态方面，未定期对青菱湖水生

态及底泥情况进行监测，浮游动植物、沉积物、鱼类、大型水生

植物等的分析和鉴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湖泊管理：青菱湖为跨区湖泊，湖泊管理跨区域、跨部门协

调难，存在湖泊管理保护执法能力不足、科技支撑和综合监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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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足、湖泊预警和应急功能亟待建立等情况。 

三、规划指导思想、原则及目标 

（1）规划指导思想 

在武汉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和湖泊保护总体规划要求的

指导下，从湖泊形态保护、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保护、湖泊监测、

湖泊管理多角度出发，对湖泊进行全方位规划，着力协调好保护

和利用的关系，为实现湖泊形态稳定、水质稳定达标、水生态系

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促进区域生态水平大幅提升，提供有力支

撑和保障。 

（2）规划指导原则 

人水和谐，保护优先：尊重自然规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生态文明理念，立足湖泊的资源条件和生境现状，坚持保护

优先，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实现人水和谐共处。 

科学规划、防治结合：总结多年湖泊整治的经验和教训，针

对湖泊周边开发程度，进行科学规划，坚持源头控制、严格监控、

及时预警、严厉惩治，加强预防和治理相结合。 

水陆联防，标本兼治：坚持湖泊陆域和水域一体化统筹规划、

一体化综合治理，达到标本兼治的改善效果。 

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在充分保护的基础上，统筹协调好与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湖泊周边用地规划，以及防洪排涝、市

政建设、绿化景观等各项规划和建设直接的关系，达到全面、系

统、科学的效果。 



 

 

 5 

合理安排、分步实施：将涉及各个部门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进

行统筹安排、有机衔接，适时分步实施，经济、高效、持续地实

现湖泊保护的目标。 

（3）规划范围及目标 

规划范围：规划范围为青菱湖及其规划保护范围。 

规划水平年：现状基准年为 2017年，近期规划水平年为 2025

年，远期规划水平 2035年。 

规划目标：青菱湖保护规划以《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等相

关规定为准则，以《湖北省湖泊保护总体规划》和《武汉市湖泊

保护总体规划》等上位规划的目标为指导原则，以湖区保护与开

发现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基础，制定湖泊保护目标，分析湖

泊保护存在的问题，定位湖泊功能、提出湖泊形态保护、水资源

保护、生态保护与修复、湖泊监测及管理等方面的工程与非工程

措施，以达到保面（容）积、保水质、保功能、保生态、保可持

续利用的总体目标。遵照此总目标，本次详细规划目标如下： 

1）近期目标（到 2025年） 

①完成湖泊保护范围的划定，完成湖泊划界确权工作，完成

退垸（田、渔）还湖工作，并加强对水域空间的管理保护； 

②在湖泊限排总量方案指导下，使入湖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明显下降，湖泊水环境明显改善，2025年全湖水质达到 IV类水

标准； 

③发挥湖泊的防洪调蓄、景观娱乐、农业取水功能； 

④优化湖滨缓冲区的结构和功能，修复湖泊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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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湖泊管理与执法机制得到健全，综合管理能力得到较大提

升。 

2）远期规划目标（2035 年） 

①湖泊形态稳定，湖泊形态管控常态化； 

②污染物排放得到长效管控，水质力争提升至Ⅲ类； 

③湖泊生态系统基本修复，形成生态健康、结构稳定、人文

和谐、景观丰富的水生态系统； 

④湖泊水空间、水文、水环境、水生态监测体系健全。 

四、湖泊功能定位及水功能区划 

青菱湖湖泊功能为：调蓄、景观娱乐、农业用水。 

青菱湖水功能区划为景观娱乐用水，水质管理目标为Ⅳ类。 
表 1青菱湖湖泊功能定位和水质管理目标 

湖泊名称 水功能区划 主要功能 水质管理目标 

青菱湖 景观娱乐用水 调蓄、景观娱乐、农业用水 Ⅳ类 

五、湖泊形态保护规划 

形态保护以《湖北省湖泊保护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定为原则，

划定湖泊的保护区与控制区，加强对水域空间的管理保护，制定

湖泊划界确权工作方案以及退垸（田、渔）还湖工作目标。 

（1）湖泊保护范围划定 

湖泊保护范围分为湖泊保护区和湖泊控制区。 

湖泊保护区：根据湖泊保护范围划定原则和规划控制最高水

位，对湖泊划定湖泊保护区。青菱湖湖泊保护区岸线长 36.01km，

保护区面积 11.60km
2
，具体参照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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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控制区：青菱湖为中心城区湖泊。依据省条例“湖泊控

制区在湖泊保护区外围根据湖泊保护的需要划定”，以及省总规

关于“湖泊保护范围应结合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岸线开发利用与

保护现状、城市景观建设，按照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相结合的原

则”的要求，湖泊控制区以湖泊灰线管控，保护区范围以外灰线

管控区域为湖泊控制区。 

（2）湖泊保护范围的管理 

湖泊保护范围的管理应根据《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武汉

市湖泊周边用地规划与建设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 

（3）湖泊划界确权 

湖泊划界：青菱湖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划界可采用湖泊“两

区”划定成果，即湖泊管理范围为湖泊保护区范围，湖泊保护范

围为湖泊控制区范围。根据“两区”划定成果勘界定桩，勘界定

桩参照《湖北省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技术指南》和《武汉市

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技术指南（试行）》等相关要求执行。 

湖泊确权：根据《湖北省河湖和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方案》

等有关规定执行。 

（4）退垸（田、渔）还湖 

规划对青菱湖保护范围以内进行退垸（田、渔）还湖。根据

统计，青菱湖总退垸还湖面积为 432.6ha，其中蓝线蓝线范围内

共计需退垸还湖 258.3ha（洪山区 115.4ha，江夏区 142.9ha）；

蓝线和保护区之间共计退垸还湖 174.3ha（洪山区 120ha，江夏

区 54.3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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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湖泊水资源保护规划 

按照湖泊的水功能区规划进行水资源保护，核算湖泊入湖污

染物量和湖泊环境容量，制定近远期污染物削减目标，以削减目

标作为水污染防治和污染减排工作的依据。 

（1）入湖污染物量和削减目标确定 

入湖污染物量：根据计算，青菱湖全湖 COD 的年入湖量为

1968.60t，NH3-N的年入湖量为 198.99t，TN的年入湖量 383.42t，

TP 的年入湖量为 18.38t。 

环境容量：近期初步确定全湖水质目标为 IV 类情况下，青

菱湖的环境容量中 COD 为 1558.49t/a，NH3-N 为 77.92t/a，TN

为 291.34t/a，TP 为 9.31t/a。远期确定全湖水质目标为 III类，

青菱湖的环境容量中 COD 为 1038.99t/a，NH3-N为 51.95t/a，TN

为 194.23t/a，TP 为 4.65t/a。 

主要污染物削减目标：将近、远期水平年的环境容量与入湖

污染负荷进行对比，近期青菱湖 COD、NH3-N、TN和 TP 分别需年

削减 574.09t、121.07t、92.08t和 9.07t。远期青菱湖 COD、NH3-N、

TN 和 TP分别需年削减 929.61t、147.04t、168.51t 和 13.24t。 

（2）制定污染源整治措施 

根据削减目标计算结果，青菱湖的 COD、NH3-N、TN 和 TP 均

是重点削减目标，削减任务繁重，湖泊污染源控制应系统化，应

从点源、面源、内源以及入湖港渠整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治理。 

点源污染整治措施：对于汇水范围内点源处理，主要有入湖

排污口整治、完善区域污水处理系统、实施混错接改造及雨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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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等措施。 

排污口整治方面，市生态环境局按规定负责做好排污口管理

和水污染源排放管控工作；市水务局负责排水行业监督管理，监

督、检查、指导城市排水工作及其配套管网建设、维护及运营情

况；市水务局积极配合市生态环境局共同做好排污口管理工作，

研究提出排污口设臵对防洪安全、用水安全的意见，将排水管网

相关信息及时提供给市生态环境局。 

对污水处理厂进行扩建及尾水提升改造，扩大污水处理规模

和提升尾水水质。对已实施雨污分流的区域进行管道排查，对混

接、错接段进行管网混错接改造；对未实施雨污分流改造的区域，

加快推进实施区域雨污分流改造，减少入湖污水污染。 

通过以上整治，可有效减少污水直排入湖量。 

面源污染整治措施：主要有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控制农药化

肥施用、发展节水灌溉、加强湖泊周边农村污染治理、小区源头

改造、建设前臵库、构建生态湿地、生态滞留塘、建设湖滨带或

缓冲带等。通过以上整治，将污染物尽量控制在源区，限制其进

入、迁移和输出，再通过流域末端控制，对汇水径流进行存贮滞

留，通过生态净化污染物的方式，有效削减污染物。 

内源污染控制措施：包含清除湖底淤泥、定期打捞收割水生

动植物、加强沿线管理等措施。通过以上措施，可以有效缓解底

泥的污染释放，减少湖泊内源污染的产生。 

入湖港渠综合治理措施：对入湖港渠进行综合整治。完善汇

水区内污水管道系统，解决污水出路，针对混流排口开展管网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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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接改造及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对港渠沿线排口进行截污，

避免污染直排入渠。对入渠面源污染进行控制，对沿线雨水排口

生态化改造，积极推进沿渠周边地块海绵城市改造。对于底泥污

染严重的港渠进行疏浚，增加港渠过流能力，削减内源污染。在

入渠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后，可开展渠道水生态系统修复工程。 

七、湖泊水生态保护规划 

湖泊生态保护以恢复和稳定湖泊健康水生态系统，充分发挥

湖泊水体自净能力和生态景观效益为总体目标，在入湖污染物得

到有效控制之后，通过保障湖泊最低生态水位、湖滨缓冲带的保

护与修复、湖泊水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配合科学的湖泊生态维

护管理措施，有效防控蓝藻水华和水体富营养化，改善提升水生

态质量，保障湖泊水体“长治久清”。 

（1）湖泊最低生态水位保障 

①最低生态水位 

根据对湖泊现状水位情况分析，并综合考虑湖泊规划控制常

水位情况，确定青菱湖最低生态水位 17.70m。 

②生态补水 

最低生态水位是指维持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基础所需要的最

低水位，使生态系统可以存在和恢复的极限水位，在此水位以下，

必须实施生态补水，以维持湖泊的生态功能。建议构建生态水网，

打通补水通道。 

（2）湖滨缓冲带的保护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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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滨带是湖泊流域陆生生态系统与水生生态系统间的过渡

带。其核心范围是最高水位线和最低水位线之间的水位变幅区。

湖滨缓冲带的干湿交替变化造就了生物栖息地和植被斑块的多

样性和时间变化性，对湖泊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工程主要分布在湖泊沿岸，主要工程内

容包括： 

①生态护岸整治：生态护岸拥有良好的渗透性和岸坡地貌，

可以充分保证岸坡与水体之间的水分交换和调节功能，并且采用

自然材料，能与周边环境结为一体，保护和建立丰富的湖岸生态

系统，作为陆生生态系统向水生生态系统过渡地带。 

②海绵措施建设：针对蓝线和保护区之间退养的鱼塘，保持

原有的低洼地形，营造人工湿地及各种海绵措施，可以在沿岸形

成植被缓冲带以截留农业面源污染，并辅助调蓄湖泊容积。 

③缓冲带建设：针对蓝线与保护区之间的旱地，进行退耕清

表，清除临湖面源污染；并在退耕后实施绿色景观建设工程，建

设城市湖泊亲水景观。 

（3）湖泊水生态修复 

水生态修复主要是在对水污染进行治理的前提下，通过恢复

水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群落，重新构建健康的水生态系统。 

①青菱湖水生植物修复方案 

目前青菱湖的水质和透明度都较差，沉水植物难以修复。建

议优先选取部分区域种植耐污染的挺水植物，配合污染整治、水

系调度等措施改善湖泊水质。待水质和透明度改善后实施以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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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为修复核心的水生态修复。青菱湖不同水深下植物配臵方案

如下表： 
表 2 青菱湖不同水深下得植物配置方案 

植物类型 适应水深 植物配置 

挺水植物 ＜0.6m 香蒲、芦苇、莲、慈姑、菖蒲、莎草 

浮叶植物 0~1.5m 睡莲、萍蓬草、荇菜、水鳖 

沉水植物 0~4.5m 苦草、狐尾藻、眼子菜、黑藻、金鱼藻、菹草 

②水生动物群落构建 

根据青菱湖区域气候、地质地貌、以及周边区域情况，遵循

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在完成水生植物种植后，根据青菱湖范围内

的湖泊面积，择机放养鲢、鳙、乌鳢、鳜鱼、翘嘴鲌、黄颡鱼、

草鱼、鳊鱼等鱼类，选用当地螺蚌等，在青菱湖可见水面区域均

匀投放。 

（4）湖泊生态系统养育保护 

在湖泊生态系统的恢复过程中，需要加强保护和培育，增强

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防止生态系统的退化。制定长期

预警响应方案和应急预案，其中，长期预警响应方案主要针对预

警所指示的湖泊生态系统的中长期变化趋势（如藻型化、沼泽化、

黑臭等）制定应对措施；应急预案主要是针对突发事件（如洪水、

干旱、突发性排污、蓝藻水华暴发等）制定应对措施。 

（5）湖泊水网构建 

湖泊水网的构建可以让人工化的城市水生态系统重新融合

到自然生态系统中，从而恢复其自然生态水位，提高水资源统筹

调配能力，改善其生态环境。青菱湖属于汤逊湖水系，水网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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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主线和支线，具体内容如下： 

主线：梁子湖—东坝河—汤逊湖—青菱河—陈家山闸（汤逊

湖泵站）—长江。 

支线：①汤逊湖—野芷湖—南湖—南湖连通渠—巡司河—解

放闸（江南泵站）—长江；②青菱河—黄家湖—青菱湖—十里长

渠—海口闸（海口泵站）—长江。 

八、湖泊监测 

（1）湖泊空间监测 

在湖泊保护范围划定后，湖泊空间监测应增加保护区范围的

监测，主要监测内容如下：在湖泊保护区范围内，禁止建设与改

善水环境、生态保护和道路等公共设施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

在湖泊保护区内建设改善水环境、生态保护和道路等公共设施

的，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单位经依法批准在湖泊保护区

内从事建设的，应当做到工完场清；对影响湖泊保护的施工便道、

施工围堰、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除。禁止填湖造房、填湖建造公

园、填湖造地、围湖造田、筑坝拦汊以及其他侵占和分割水面的

行为；在湖泊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排污口的，应当经过有管辖

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环保部门负责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审批。 

监测频次：省级平台遥感处理和动态监测频次一月一普查、

两月一详查，并发布监测简报，指导县级日常巡查。根据省湖泊

保护中心发布的简报，对有问题的湖区，应及时进行人工实地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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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人工实地巡查频次原则上不低于 3个月一次。 

（2）水文-水环境-水生态监测 

水文监测：以水位、流量为主，规划增加全湖水位监测点 1

个。监测频次为汛期每天观测 2次，8：00、20：00 各观测一次；

非汛期每天 8：00 观测 1次。 

水 环 境 监 测 ： 项 目 包 括 《 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GB3838-2002）中的基本项目和补充项目 29 项进行监测。对现

状的 1个手工监测点进行改造，改成自动监测点，在青菱湖北侧

和东侧湖衩各增加 1 个常规水质监测点，按照单月监测频率进行

监测。 

水生态监测：包括透明度、浊度、水色、水深、叶绿素 a、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鱼类、大型水生植物、沉积物

等。水生态监测分别在 1 月、4月、7月和 10 月进行。 

（3）连通港渠出入口监测 

增加陈家山闸港和红旗渠 2个水位-流量-监测点。在线监测

出入口处水位、流量、水质。 

（4）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应急监测 

利用水环境智能监测系统，设臵湖泊不同类型污染物浓度的

变幅和速度门槛。系统探测到超出门槛的污染物浓度突变时，即

发出突发事件警报，并上报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污染情况。 

九、湖泊管理 

（1）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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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保护工作应根据实际情况，遵循保护优先、科学规划、

综合治理、永续利用的原则，达到保面（容）积、保水质、保功

能、保生态、保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2）管理机构及职责 

根据湖长制要求及属地原则，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以区为主、街为基础”原则，建立从市、区到街道的湖长工作体

系，将湖泊保护管理的责任延伸到行政管理最末端。 

（3）保护政策 

形态保护：湖泊保护范围的管理应根据《湖北省湖泊保护条

例》、《武汉市湖泊周边用地规划与建设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当同时涉及到时，应从严处理。 

水资源保护：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重点做好规

划计划、责任与考核、总量控制、水功能区管理。 

水生态保护：建立生态环境用水保障制度，维护湖泊正常生

态功能；建立湖泊水生态监管体系，加强对重要生态环境敏感区

生态环境系统的监测与控制。 

（4）管理机制 

为深入推进湖泊保护与污染防治，需对湖泊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包括湖泊保护联动机制、湖泊保护协调沟通机制、湖泊保护

管理监督机制、湖泊保护公众参与机制等。 

（5）管理措施 

建立“智慧湖泊”系统，落实湖泊管理智能化、严格行政许

可制度，落实生态补偿等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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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进行湖泊水生态科学维护管理 

配臵专职维护管理人员，对湖泊水生植物、水生动物以及湖

面保洁进行日常维护管理；制定水体和水位综合调控、蓝藻爆发

预防与应急处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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