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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行洪、排涝、供水、

航运、渔业和景观等多种资源与服务，是人们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由于社会经
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河流水污染呈加剧趋势，水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河道景观丧失，城市河道形状单一、结构硬质化。
期望中的美丽生动景观形象荡然无存，更难以满
足人民天性使然的亲水要求。如何解决河流水质
污染、恢复河流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日益成为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限制性因素。 

导       言 



一、沟河基本概况 

盐城市位于江苏省沿海中部、淮河入海尾闾，
市区有“百河之城”的美誉。其核心区（第Ⅲ防
洪区）涉及亭湖区、盐都区和城南新区，东至通
榆河、南至三墩港～小新河、西至大马沟、北至
新洋港，总面积108.73km2。现有各类沟河119条，
总长约308km，水域面积率5.53%。现状沟河最长
13.15km、最短仅220m，其中长500m以下沟河21

条、总长约8km，长500～1000m沟河27条、总长
约21km。这些沟河主要承担区内雨污水汇集、排

涝、城市景观及极少部分农田灌溉排水功能。现
状防洪标准达100a一遇、排涝标准约20a一遇。 



 沟河普遍淤积 

    多年来未经系统整治，沟河底高程普遍
在▽0.0m以上，部分河段断面几近淤死，骨
干沟河淤积严重，水系连通性差。 

 阻水建筑众多 

    横跨沟河的建筑物有348座，其中明显
阻水的55座，有的涵洞过水断面仅为规划沟
河断面的30～70%，过水断面束窄严重。 

 

 

二、沟河存在问题 



 坝埂问题突出 

    城市沟河水位较低时或换水期间，发现
市内沟河暗埂、暗坝数量众多，严重阻阻碍
日常沟河行水和汛期抗洪排涝。 

 填埋沟河严重 
    城市建成区不断扩大，开发商追求利益
最大化，填埋沟河现象严重，局部沟河段甚
至被建筑垃圾和居民生活垃圾填埋成了断头
沟河。 

 

 

二、沟河存在问题 



 非法侵占沟河 
    市内沿沟河两岸，尤其是老城区，非法
侵占沟河建筑物较多，大小达数百处，人为、
随意缩减了沟河过水断面。 

 污水直排入河 
    老城区的排污管道直接往市内沟河排放
生活污水，尤其是老旧小区，建成早、标准
低、配套不健全，沿沟河的生活污水口门密
布、直排，致使沟河水体黑臭。 

 

 

二、沟河存在问题 



三、沟河治理思路 

   盐城市区骨干河道整治，以恢复城市水生态

功能、改善城市水环境和提升水安全能力为前提，
以拆违、清淤、截污、绿化、净化为重点，以修
复河道水系、绿化美化河岸、控制河道污染、实
现路通岸绿和截污水清为目标，坚持科学规划、
标本兼治、分步实施、合力整治，大力开展城市
河道整治，通过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生态修复
等措施，提高河道防洪标准，提升河道水环境质
量和景观水平，建成市区河道健康体系，改善城
市人居环境，将市区建成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人水和谐、生态宜居的生态城市。 



四、任务圆满完成 

   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区河道整治工

作，按照科学规划、分步实施、标本兼治、合力
整治的原则，下决心、花大力气抓好市区河道整
治工作，科学制定了市区河道整治的“水情图、
路线图和施工图”，自2014年开始分三年整治市
区核心区54条、总长225.5km骨干河道。各责任主

体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要求，精心组织，合理安排，
扎实推进，不折不扣地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据统计，至今已累计完成骨干河道综合整治投资
25.4亿元，市区骨干河道整治任务圆满完成，效
益显著。 



2014年实施了小洋河、大新河等8条
（段）、长34.9km的河道整治，拆迁（违）
463户，疏浚河道土方52万m³，建设生态驳
岸26.2km，铺设截污管道19.5km，新建沿
河游路18.3km，新增植被绿化23.8万㎡，
累计完成投资4.37亿元。 

2015年实施了利民河、东伏河等38条
（段）、长114.8km的河道整治，拆迁（违）
1476户，疏浚河道土方134万m³，建设生态
驳岸72.5km，铺设截污管道62.9km，新建
沿河游路44.1km，新增植被绿化67.8万㎡，
累计完成投资12.43亿元。 

2016年实施了蟒蛇河、老越河及串场
河等19条（段）、长75.8km的河道整治，
拆迁（违）783户，疏浚河道土方176 m³，
建设生态驳岸45km，铺设截污管道23.1km，
新建沿河游路27.7km，新增植被绿化60.2
万㎡，累计完成投资8.6亿元。 

沟河整治年度完成情况 



五、沟河“五治”措施 

规划引领，实行系统治理 

生态优先，实行绿色治理 

精心组织，实行规范治理 

全面发动，实行协同治理 

“双长”并举，实行常态治理 



（一）规划引领，实行系统治理 

以防洪排涝为重点，考虑活水调度、水系畅
通、均匀分布等因素，结合沟河现状，在认真开
展市区核心区河道现状调查、现场勘测及分析论
证的基础上，重新编制市区核心区水系规划、防
洪规划，并且按照“标本兼治、分类指导、分步
实施、合力整治”的原则及“路通、岸绿、截污、
水清”的八字方针，制定了《盐城市市区河道整
治工作初步计划》、《盐城市区核心区（第Ⅲ防
洪区）水系规划》、《盐城市市区核心区河道整
治实施意见》和《盐城市城市河道整治三年实施
计划》，用于指导市区河道综合整治，做到整治
工作系统化、科学化。 



（二）生态优先，实行绿色治理 
 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要求，

坚持以生态优先的理念引领市区河道综合整治，同时结
合海绵城市建设，全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生
态环境。在市区河道整治过程中，打破了千篇一律的以
工程为重的硬化、渠化模式，在坚持生态优先理念的同
时，更加注意挖掘并弘扬水文化，将文化元素融入河流
治理中，实现治水理念质的飞跃，全面推广河道岸坡生
态防护，优先采用自然草皮护坡、绿化混凝土护坡、生
态透水砌块、宾格网生态石笼及千层石等型式，充分体
现护岸的多样性与生态性，为更多的水生物提供栖息、
生存繁衍的空间。结合河道两岸现状，因地制宜实施景
观绿化工程，栽树、栽草、栽花、栽水生植物，做到市
民休闲娱乐有去处，健身亲水有空间。 



（三）精心组织，实行规范治理 
   从前期工作开始，就加大对各责任主体的技术指导，

在督促各责任主体科学编制各年度实施方案的基础上，
认真组织专家审查，并及时批复各年度实施方案；在工
程招标过程中，会同各责任主体严把招标文件编制及技
术图纸审查关；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狠抓规范管理，严
把工程质量关，从建设管理工作流程、各类验收要求及
监理、施工单位履约考核等方面规范各责任主体的建设
行为；加强工程质量的过程控制，按照“关口前移，提
早介入”的原则，选派专业质管人员对市区所有河道整
治工程每周检查，有效促进整治质量的提高。注重加强
对各责任主体建设行为的督查，在开展常规督查的基础
上，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数次专项督查，从前期的拆迁拆
违，过程中的进度、质量、安全、资金管理，后期的验
收考核，进行全方位督查，切实规范各责任立体的建设
行为，促进整治工程的顺利实施。 



（四）全面发动，实行协同治理 
   充分调动方方面面参与河道综合整治与管理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城市
建设的良好氛围。教育引导广大市民及社会各界，充分认
识河道综合整治与管理的重大意义，主动公开河道整治和
管理的进展情况，积极拓展群众参与、监督河道整治的渠
道，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河道整治与管理。各新闻单位深
入宣传实施河道整治的必要性、紧迫性，及时报道各项工
程进展情况，总结推行“河长制”的典型经验，监督损害
河道整治管理和破坏周边环境的行为，充分发挥舆论导向
作用。开辟各种渠道，增加资金供应量。多部门积极向上
级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市、区在年度财政预算中专项安排；
争取贷款支持和整合利用其他方面的资金来源；进一步完
善现有的财政资金政策，建立起“市主导、区主体”的激
励机制。 



（五）“双长”并举，实行常态治理 
  强化组织与制度建设，创新管理模式。通过调查摸底、

责任落实及督查考核等一系列工作，对市区河道全面实行区
域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河长制”管理。在完善“四定”（定
人员、定河段、定标准、定时间）的基础上，深化河道巡查
机制，实行河道日常养护、保洁和设施维护的全覆盖。同时，
在已推行“河长制”的基础上，又对市区河道细化管理实行
“警长制”，充分发挥公安部门职能优势，切实做好市区河
道长效管理工作。“警长制” 按照“分级管理、逐级负责”

的原则，逐条河道分别明确河道警长，在市区每条河道的醒
目地段设置公示牌，公布河道警长姓名、举报电话和职责任
务。河道警长分别由所在派出所领导和民警担任，协助“河
长”做好市区河道水环境整治和管理工作，加强对涉嫌市区
水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市区河道常态管护实行“河长
制”与“警长制”，对于巩固市区河道综合整治长效成果，
共同维护市区水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 



六、“四大”效益显著 

沟通了水系 

改善了水质 

美化了环境 

造福了民生 



（一）沟通了水系 

  坚持把河道疏浚作为整治的一个重要内容，
清理淤泥，拆除坝埂，打通水系，达到“深、
通、畅、顺”的效果，极大增加了市区河道的
水容量，提高了防洪排涝减灾能力。在防御
2015年第13号台风“苏迪罗”期间，盐城市区
降雨量达60a一遇，而城市排涝标准20a一遇左
右，但市区持续高水位仅5.5h，并未发生大面
积受淹情况，河道整治作用十分明显。 



（二）改善了水质 

   按照“雨污分流、标本兼治”的原则，在市区河道整治中同步实施截

污工程，将河道两侧居民小区的生活污水纳入城市截污管网，严禁污水排入

整治后的河道，过去污染严重、人难靠近的黑臭河道整治后河水清澈，水质

改善鱼虾多，城市居民河边垂钓的景象随处可见。 



（三）美化了环境 

 河道整治过程中，拆除沿河两侧全部违章建筑，采用草皮护坡、绿化混

凝土护坡、抗冲生物毯、生态砌块、格宾石笼等生态防护型式，并结合实际，
新建河道两侧游路工程，因地制宜实施水上、岸上绿化和节点景观工程，使
河道两岸大量景观绿化效果显现，绿树成荫，岸坡游路雅致的景观、滨河休
闲娱乐的群众，构成了一道靓丽的沿海城市风景线。 



（四）造福了民生 

 河道整治前，沿河居民对河道水质、水环境存在的“脏乱差、黑堵臭”

问题意见较大、投诉很多。河道整治后，城市居民交口称赞，都为市、区政
府的实事工程、民心工程点赞。整治后的市区河道成了市区居民的“健康生
命河”、“洁美家园河”、“和谐生态河”，河道整治工作得到了群众的衷
心拥护和普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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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河位于市城南新区新河村境内，南起串场河海
盐博物馆，北至大新河闸站，全长3.6km。该工程为市水
利局负责实施的2013年度市区河道整治项目，主要包括
疏浚河道、生态护岸、截污绿化及游路工程等，于2014
年1月开始实施，11月完成，工程总投资4200万元。 

大新河整治工程 



    亭湖区铁家港西起铁家港，东至油坊沟，全长0.81km。该
河由于长期未疏浚，加上河两岸生产、生活污水直排等因素,
河水常年发黑发臭，严重影响两岸居民生产、生活。2013年，
市、区政府将铁家港列为城市河道整治实事工程，并于2015年
3月开始实施， 10月完成。工程主要包括疏浚河道、生态护岸、
截污绿化及游路工程等，总投资3840万元。 

铁家港整治工程 



北港河（盐都段）整治工程 

        盐都区北港河西至大马沟，东至西环路，全长3.53km。
由于河坡水土流失，河床逐年抬高，河道淤积严重。2013
年，市、区政府将北港河列为城市河道整治实事工程，并
于2014年3月开始实施，11月完成。工程主要包括疏浚河道、
生态护岸、截污绿化及游路工程等，总投资4565.7万元。 



        盐都区郝庄河东至小马沟，西至大马沟，全长2.08km。
由于河坡水土流失，河床逐年抬高，河道淤积严重。2014年，
市、区政府将郝庄河列为城市河道整治实事工程，并于2015

年2月初开始实施，8月底完成。工程主要包括疏浚河道、生
态护岸、截污绿化及游路工程等，总投资3710万元。 

郝庄河整治工程 



跃进河整治工程 

        盐都区跃进河西至大马沟，东至西环路，全长3.57km。
由于河坡水土流失，河床逐年抬高，河道淤积严重。2013年，
市、区政府将跃进河列为城市河道整治实事工程，并于2014

年3月开始实施，11月完成。工程主要包括疏浚河道、生态护
岸、截污绿化及游路工程等，总投资5161.5万元。 



        城南新区五星中伏河西起一号沟，东至大新河，全长
960m。河道中心线基本沿老河线布置，整治后河底宽6m，河
底高程-1.5m，边坡1:2，两侧实施驳岸、游路、亲水平台以及

景观绿化，全线进行清淤。河道两侧密打圆木桩实施生态护坡，
埋设Φ 400—600污水管道进行截污。工程总投资1800万元。 

五星中伏河整治工程 



北港河（城南段）整治工程 

         城南新区北港河西至西环路，东至串场河，全长2.9km。
由于河坡水土流失，河床逐年抬高，河道淤积严重。2013年，
市、区政府将北港河列为城市河道整治实事工程，并于2014年
3月开始实施，10月完成。工程主要包括疏浚河道、生态护岸、
截污绿化及游路工程等，总投资约4700万元。 



    城南新区北中沟河道整治工程西起大新河，东至东伏河，
全长1300m，规划红线宽度26—30m（含驳岸、游路、绿化），
河道上口宽度18—22m。河道中心线基本沿老河线布置，整治
后河底宽6m，河底高程-1.5m，边坡1:2，两侧实施驳岸、游路
以及景观绿化，全线清淤。工程总投资2500万元。 

北中沟整治工程 



        城南新区南中沟整治工程西起串场河，东至东伏河，全
长2240m。河道中心线基本沿老河线布置，整治后河底宽8m，
河底高程-1.5m，边坡1:2，两侧实施驳岸、保洁码头以及景
观绿化，全线进行清淤。其中开放大道—兴业路、文港路—

东伏河段两侧密打圆木桩实施生态护坡，河道两侧埋设Φ 

400—600污水管道进行截污。工程总投资2400万元。 

南中沟整治工程 



   清洁优美的城市河道是构建城市生态系统的

血脉，是城市文明健康的保证。城市水环境对改
善和保护城市生态环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现代文明城市的重要标志。盐城市将在全体市
民的关注和支持下，继续实施65条（段）、89km

的非骨干河道整治，进一步将河道治理工程打造
成城市生态走廊和市民休闲空间，恢复河流生态，
提高城市水环境质量，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为城市历史书写新的更美的篇章。 

 

 

七、结        语 



 谢   谢！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