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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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2 566.6  

2 湖泊水面面积 km2 30.60 
规划最高设

计水位 

3 岸线长度 km 73.4  

二 功能定位及水功能区划 

1 湖泊主要功能 

防洪调蓄、水产养殖（限养、国家级水产种植资源

保护区）、湿地保护、观光旅游、生态休憩、农业

取水 

2 水功能区 开发利用区 

三 形态保护 

1 
湖泊保护区面

积 
km2 43.51  

2 退垸还湖面积 hm2 1692  

四 水资源保护 

1 水质目标  III类  

2 环境容量 t/a 

COD为 8493.4、NH3-N为

591.3、 TN为 774.8、TP

为 38.7 

 

五 生态保护与修复 

 最低生态水位 m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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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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武湖湖泊保护详细规划 

（2017—2035） 

一、湖泊概况 

武湖水系位于武汉市北部，南滨长江，西连滠水河，东临倒

水，跨新洲和黄陂两区，湖泊水域面积 30.60km
2
，水域岸线长

73.4km，流域总面积 566.6km
2
，其中新洲区流域面积 129km

2
，黄

陂区流域面积 437.6km
2
。 

武湖水系南滨长江，西连滠水河，东临倒水，由拦渍堤分割

成东、西两个排涝体系。东排涝体系即新洲武湖排区，汛期渍水

由新洲武湖一站（32m
3
/s）、二站（32m

3
/s）抽排入长江，非汛期

由武湖闸（240m
3
/s）自排入长江；西排涝体系即黄陂武湖排区，

汛期渍水由黄陂武湖泵站（64m
3
/s）抽排入长江，非汛期渍水由

下庙闸（35.8m
3
/s）自排入长江。当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时，需启

用武湖分蓄洪区分洪。 

二、湖泊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对湖泊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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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由于拦湖筑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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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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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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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后官湖湖泊水面被垸堤、路堤、鱼塘、藕塘等分割，切

断湖泊内部水力连通，削弱了湖泊调蓄能力，同时湖泊被人为的

分隔，大湖变小湖，湖泊水生生态系统多样性遭到破坏。湖泊沿

岸分隔的鱼塘藕塘内源污染严重，对湖泊水体造成污染。 

水资源：武湖水质目标为地表水环境质量 III 类标准。武

湖水质总体呈现恶化趋势，近三年水质均未达到管理目标，均为

Ⅳ类。根据调查，武湖存在点源、面源以及内源等方面的污染。

点源污染方面，点源污染主要来自于周边城镇发展，由于区域周

边污水系统建设滞后，日常产生的生活污水及废水未经处理或通

过化肥池简易处理后便排放，通过沟渠或其它途径排入湖泊，特

别是含磷洗涤废水随生活污水排入湖泊，可造成一定的营养负荷

导致水体污染或富营养化。面源污染方面，武湖主要面临农业面

源污染，武湖周边耕地面积约 2.45 万亩，残留在土壤中的化肥、

塑料薄膜、农药的等污染物经过暴雨冲刷、地表径流或农田排水

流入湖泊或入湖支流后会严重影响湖泊的水质环境。内源污染方

面，根据现场调查，武湖及周边水塘以渔业养殖为主，其中武汉

市武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担的养殖面积为 3.5万亩，渔业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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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污染主要来源于饲料残饵及水生生物排泄物，使水体中的总

磷、总氮含量增高，加重水体富营养化程度。另一方面，水产养

殖过程中，为控制鱼类疾病的爆发，养殖者会使用一定量的鱼药，

流失到水体中造成对水体环境的负面影响。 

（1）水生态：目前湖泊最低生态水位难以满足，同时由于

区域联合调度管理系统尚未建立，在遭遇特枯年份时，武湖存在

生态用水得不到满足的问题，湖泊生态系统仍有受损的威胁。同

时湖泊生态系统出现退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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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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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方面，目前武湖仅有 1 处（湖心）常规水质监测站点，监

测点位有待加密；此外对后官湖连接港渠出入口也未开展定期监

测。水生态方面，未定期对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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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湖为跨区湖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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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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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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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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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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武湖及规划保护范围。 

规划水平年：现状基准年为 2017年，近期规划水平年为 2025

年，远期规划水平年为 2035 年。 

规划目标：本次武湖保护规划以《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等

的相关规定为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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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此目标，本次规划目标如下： 

（1）近期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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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类水

标准； 

③提升湖泊调蓄能力，武湖水系总体设计排涝标准达到二十

年一遇，其中阳逻新城片区排涝标达到五十年一遇标准。 

④优化湖滨缓冲区的结构和功能，修复湖泊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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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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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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标准； 

③湖泊生态系统基本修复，形成生态健康、结构稳定、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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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湖湖泊功能为：防洪调蓄、水产养殖（限养、国家级水产

种植资源保护区）、湿地保护、观光旅游、生态休憩、农业取水。 

武湖水功能区划为开发利用区，水质管理目标为Ⅲ类。 
表 1 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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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湖 开发利用 

防洪调蓄、水产养殖（限养、国家级水产

种植资源保护区）、湿地保护、观光旅游、

生态休憩、农业取水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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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湖划定湖泊保护区。武湖湖泊保护区岸线长 77.37km，

面积 43.51km
2
，具体参照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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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控制区：武湖为郊野型湖泊。依据省总规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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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定武湖控制区范围。控制区面积 31.07km
2
，具体参照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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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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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对武湖保护范围以内进行退垸（田、渔）还湖。根据统

计，武湖退垸（田、渔）还湖总面积为 1692hm
2，其中蓝线范围内共

计需退垸还湖 1003.2hm
2，全部在黄陂区范围内；蓝线和保护区

之间共计退垸还湖 688.8hm
2，其中黄陂区 608.8hm

2，新洲区

80hm
2。 

六、湖泊水资源保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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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湖泊的水功能区规划进行水资源保护，应核算湖泊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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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依据。 

入湖污染物量：根据计算，武湖全湖 COD 的年入湖量为

4312.86t，NH3-N的年入湖量为 343.2t，TN的年入湖量 615.89t，

TP 的年入湖量为 74.15t。 

环境容量：全湖水质目标为Ⅲ类情况下，武湖的环境容量中

COD 为 8493.4t/a，NH3-N 为 591.3t/a，TN 为 774.8t/a，TP 为

38.7t/a。 

主要污染物削减目标：通过对比现状入湖污染物与环境容

量，需要实现的污染削减量为 COD0t/a，NH3-H0t/a，TN0t/a，

TP35.45t/a。 

（2）制定污染源整治措施 

根据削减目标计算结果，湖泊的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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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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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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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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城镇面源污染控制和农村径流污

染控制两个方面。城镇面源污染控制主要是对源头进行海绵化改

造+末端采用“灰绿结合”的控制方式；农村径流污染控制主要

是对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进行处理和对农村产生的生活垃圾进

行无害化处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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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生态净化污染物的方式削减污染物。 

内源污染控制措施：包含调整渔业养殖方式、清理湖面漂浮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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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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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污染直排入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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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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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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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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生态水位保障 

通过保障湖泊最低生态水位，发挥湖泊生态系统正常的生态

功能和环境功能、维持湖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当

湖泊水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必须实施生态补水，以维持湖泊的

生态功能。 

①最低生态水位确定 

根据对湖泊现状水位情况分析，南湖水位基本控制在规划水

位范围内，通过湖泊形态分析法计算、生物空间最小需求法的计

算，并综合考虑湖泊规划控制常水位（市政排水、滨湖景观水位

效果）情况，确定湖泊最低生态水位 17.00m。 

②最低生态水位保障措施 

通过生态补水措施保障湖泊最低生态水位，规划近期改造入

江自排闸，形成引江调水机制，实现生态补水。 

（2）湖滨缓冲带的保护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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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湖滨缓冲带的保护与修复，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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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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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沿线布臵生态护岸，采用自然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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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拦截带，在沿线绿地空间，湖体草坡入水沿岸的部分

水域建造生态拦截系统。在沿湖水—岸交界处填充生化基质和除

磷基质，促进微生物的附着以强化对污水的净化，同时吸附磷元

素。上方种植挺水植物或浮叶植物，增加水土保持能力。本次规

划沿生态护岸布臵 2m 的挺水植物，作为生态拦截带。 

（3）湖泊水生态修复 

水生态修复的思路为：选择适宜的沉水、挺水和浮叶植物品

种，运用优势种定植、模块化种植等技术，集中选择种植生存能

力强的水生植物，实现稳定的生产者群落功能。在水生植物的生

长稳定，植被多样性恢复后，再通过直接投放、人工放流和天然

增殖等措施，恢复水生昆虫、螺类、贝类、杂食性虾类和小型杂

食性蟹类在内的消费者群落，完善水生态系统的组成和功能。水

生态修复主要内容为水生植物及水生动物群落构建。 

①水生植物群落构建 

水生植物修复包括沉水植物、挺水植物和浮叶植物群落构

建，根据湖泊区域气候、地质地貌、以及周边区域情况，规划在

湖泊内拟种植沉水植物有苦草、黑藻、穗状狐尾藻、微齿眼子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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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挺水植物有芦苇、香蒲、菖蒲等；浮叶植物品种主要包括：

莲、野菱等。 

②水生动物群落构建 

水生动物修复包括鱼类群落，大型底栖生物群落构建，根据

湖泊区域气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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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泊湖泊面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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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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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构建湖泊水网让人工化的城市水生态系统重新融合到

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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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湖属于黄陂新洲片水网，该片地形由北向南大幅度下降，

滠水、倒水和举水等主要河流由北向南流向府河和长江，该片水

网中武湖水系和涨渡湖水系近期主要通过改造入江自排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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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江调水机制，从而逐步恢复和增强两湖生态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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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管理内容如下：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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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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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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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2）水文-水环境-水生态监测 

水文监测：以水位、流量为主，新增一个水文监测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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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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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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增加 3处水质监测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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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监测至少每季一次，分别在 1 月、4 月、7

月和 10月进行。 

（3）连通港渠出入口监测 

规划在天宝寨河、周四桥河、许家桥河、吴家寺河及骆家河

（二级支流）新建 4 处水位-流量-水质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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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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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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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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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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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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