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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组织管理 

一、岗位设置 

1、管理事项 

    根据灌区职能及批复的灌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理清灌区的所

有管理事项，合理设置岗位并将每项工作落实到个人。 

2、管理标准 

（1）岗位设置应涵盖本灌区工程管理的所有事项，可以按一人

多岗或一岗多人模式，对于工、青、妇、老及工作量较轻的岗位可

釆取兼职、并岗，但也要明确人员，避免有岗无事、 无事设岗、有

事无岗的现象。 

（2）根据本灌区实际情况设置岗位，主要岗位不得遗漏，包括：

单位负责类岗位、巡查操作类岗位(水位观测、工程巡查、设备操

作）、管理类岗位(机关事务岗位、财务管理岗位）、维修养护管理

类岗位、档案管理岗位等。 

（3）明确各岗位职责，并落实到个人。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根据灌区工程实际，梳理灌区各项具体管理工作事项。 

（2）将每个工作事项落实到具体人员，制订“岗位-事项-人员” 

对应表,每个岗位均应设置 A、B人员。 

（3）督促各岗位人员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本岗位工作。 

（4）根据人员变化及时调整有关岗位人员。 

4、佐证材料 

“岗位-事项-人员” 对应表；岗位职责分工表。 

二、岗位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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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事项 

编制灌区各个岗位的岗位说明书。 

2、管理标准 

（1）整个灌区每个岗位编制一个岗位说明书。 

（2）岗位设置应与 “岗位-事项-人员” 对应表一致。岗位的设置应

根据本灌区管理单位的具体情况设置，不要求统一岗位名称， 但具体的事

项不能有漏缺。 

（3）岗位说明书内容应包含本岗位的工作事项、工作职责、具体操作

流程、工作要求等，并明确本岗位主要工作制度等。巡查操作岗位、维修养

护等关键岗位每个岗位编制一个岗位说明书。  

巡查操作岗位(明确工作内容、对管辖范围内的渠道及其建筑物定期进

行巡査、对渠道水位进行观测、对启闭设备按规程进行操作等)；维修养护

管理岗位（明确维修养护工作范围、内容和职责等)；管理类岗位(明确管理

事项和工作职责等）； 

（4）说明书的编写应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应考虑一线工作人员易于

理解、方便查询。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按照 “岗位-事项-人员” 对应表，分别编制各岗位说明书。 

（2）组织岗位人员进行培训，保证每个岗位人员熟悉本岗位的工作制

度、岗位职责、操作流程、工作要求等。 

（3）督促各岗位人员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本岗位工作。 

4、佐证材料 

各岗位的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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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安全管理 

1、管理事项 

落实防汛责任人；制定防汛应急预案；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开

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等工作。 

2、管理标准 

当年灌区无重大险情或责任事故。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分渠段明确防汛责任人，主管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

责任人； 

（2）按规定编制灌区防汛应急预案（内容真实有效，操作可

行）； 

（3）对重要工程设施、重要保护地段、有安全隐患的区域设置

禁止事项告示牌和安全警示标志等； 

（4）依法依规对工程进行管理和巡查。 

4、佐证材料 

    落实责任人的文件材料，防汛应急预案，现场的安全标志，年

内水行政主管部门险情或责任事故通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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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运行管理 

一、管理手册 

1、管理事项 

根据灌区的工程实际情况编制本灌区管理手册。 

2、管理标准 

（1）管理手册内容应包括工程基本情况、管理机构、岗位设置、

岗位职责、管理范围、管理设施和规章制度等。   

（2）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管理的相关规程、规范。 

（3）手册中的内容要结合本灌区工程的实际。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收集手册所需的各种资料和相关规范，如：灌区建设历史资

料、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的设计文件批复、灌区实施节水改造的区域分

布、灌区工程技术管理规范、灌区基本情况及本单位的各种规章制度等。 

（2）管理单位组织人员对手册进行审核。 

（3）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宣传、培训。 

（4）根据工程实际，不断总结管理经验，定期和不定期对管理手

册进行修订。 

（5）督促各岗位人员按照管理手册要求履行各自职责。 

4、佐证材料 

灌区标准化运行管理手册 

二、操作手册 

1、管理事项 

编制灌区标准化管理操作手册（ 管理手册与操作手册可装订成一

本，但章节内容不能缺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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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标准 

（1）操作手册主要内容应包括工程巡（ 检）查、维修养护、运行

管理、水闸启闭、水泵等设备的操作规程、作业流程、灌溉调水制度、

供水管理、水费征收、信息管理、档案管理、工作考核等。 

（2）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工程管理的相关规程、规范。 

（3）内容要结合本灌区工程的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实用性。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灌区管理单位自行或委托专业人员认真编写运行操作手册。 

（2）收集操作手册所需的各种资料和相关规程规范，如：水闸技

术操作规程、设备使用说明书、管理单位的规章制度等。 

（3）管理单位组织人员对操作手册进行审核。 

（4）审核通过后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培训。 

（5）根据工程实际，不断总结管理经验，定期和不定期对操作手

册进行修订。 

（6）督促各岗位人员严格按照本操作手册执行。 

4、佐证材料 

灌区标准化管理操作手册或管理手册与操作手册合订本。 

三、关键制度上墙及关键部位明示 

1、管理事项 

将本灌区管理的关键规章制度、关键设备设施操作规程和流程在相

应墙上明示。 

2、管理标准 

在灌区管理局办公室、管理站（ 段）的管理房醒目位置墙上挂有

本单位的工作制度，如上下班工作制度、防汛值班制度、工程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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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维修养护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在闸房内墙上挂有闸门启闭设备操作规程和流程、设备日常保养制

度、工程巡查制度等。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灌区管理单位将各项规章制度、启闭设备、机电设备操作规

程和流程在相应位置明示。 

（2）对上墙明示的规程或流程牌定期进行清洁，对出现破损的 

及时更换，做到制度悬挂整齐、字迹清楚、易于辨认。 

（3）督促有关岗位人员严格按照操作流程进行操作，确保工程设

备操作规范、运行安全。 

4、佐证材料 

在灌区管理单位查看上墙的制度牌、操作规程和流程牌。 

 四、设备操作 

1、管理事项 

闸门启闭设备按操作规程及调度指令进行调度运行。 

2、管理标准 

（1）严格执行调度指令（ 包括执行的时间和内容等）。 

（2）严格按操作规程和流程操作。 

（3）严格按规定的格式做好闸门启闭操作记录。 

（4）操作前后进行了设备、设施的检查。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检查闸门启闭操作时是否按管理局技术负责人或管理站技术

负责人调度指令操作，不得擅自操作，做到操作时 2 人到场，1人操作，

1人监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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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到指令后操作人员是否对水闸建筑物及上下游渠道进行检

查，等上下游渠内人员撤离后方可进入闸房内。 

（3）进入闸房内对启闭设备进行检查。 

（4）操作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流程进行闸门启闭机操作。操

作完后，再次检查设备状况，锁定电源总开关，按照规定格式做好操作

记录，并签名。 

（5）将本次操作情况反馈到指令人。 

4、佐证材料 

操作记录本或运行管理平台操作记录。 

  

五、巡视检查 

1、管理事项 

（1）按操作手册制定的要求对灌区内管辖渠道及渠系建筑物（节

制闸、泄水闸、渡槽、涵洞、机耕桥等）工程进行日常巡视检查。 

（2）每年汛期前后或引水期前后按操作手册的要求对灌区工程进

行全面检查。 

（3）遇重大险情时对灌区工程进行特别检查。 

2、管理标准 

（1）按操作手册或岗位说明书要求的内容、频次、路线、方法进

行巡查。日常巡查每周不少于2次，遇大洪水时每小时1次。 

（2）按规定的格式做好巡查记录，并签名。 

（3）年度巡视检查：分汛期或灌溉期前、后检查，每年不少于 2 

次,并提交检查记录。 

3、工作内容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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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巡查岗位人员按照岗位说明书规定频次、线路及方法对管辖

内渠道及渠系建筑物各部位进行日常巡查并按规定的格式做好记录。 

（2）管理单位在灌溉期前后分别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和巡查岗位人

员按照规定项目、内容、方法对渠道及各建筑物进行详细检查和安全隐

患排查，并按规定的格式做好记录，编写灌溉期前（后）检查报告。 

（3）管理单位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处理措施，确保工程安

全运行。 

4、佐证材料 

日常巡查记录表；汛前（后）检查记录及总结报告。 

六、工程划界 

1、管理事项 

按规定划定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2、管理标准 

（1）当地人民政府颁发的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文件。 

（2）工程现场（渠道及建筑物周边）设立界牌、界桩。 

    （3）现场主要通道明显位置设立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公告牌。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管理单位划定管理范围。 

（2）现场埋设管理界桩。 

（3）现场设立公告牌。公告牌有：工程简介牌、管理及保护范围

划界公示牌、工程平面布置图等。警示类标识牌、指引类标识牌根据工

程需要埋设。 

4、佐证材料 

现场埋设界桩；现场公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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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档案管理 

1、管理事项 

（1）灌区管理单位建立规范的档案室，各类档案柜摆放齐全； 

（2）档案管理规范、资料完整、查阅便捷。 

2、管理标准 

（1）具有满足本灌区各类档案资料的专用的档案室和档案柜。 

（2）档案资料齐全，分类规范，存放有序。 

（3）主要工程建设和管理资料不得缺失。主要技术资料包括：工程建

设和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设计报告、图纸、验收资料等； 主要运

行管理资料包括：每年的运行观测、巡查检查、维修养护等资料。 

（4）建立规范的档案管理查询系统。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管理单位配备符合要求的档案室和档案柜。 

（2）落实专人负责档案管理。 

（3）管理单位对工程建设和管理档案进行分类整理，并建立电子档案

管理系统。 

（4）档案管理人员按照档案管理规范进行分类编码存放。 

（5）档案管理人员建立档案资料归档台帐和档案借阅台帐，熟练掌握

档案管理系统的操作。 

（6）每年的年初对上年度本单位的所有资料进行一次全面整理归档。

各管理站、科室将上年度的技术资料和管理资料整理后交档案室归档保存。 

4、佐证材料 

档案室、档案柜摆放布置；档案管理清单目录；档案归档存放台帐；档

案借阅登记；档案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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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供用水管理 
一、供水管理 

1、管理事项 

编制灌区年度供水计划，确保灌溉面积，做到节约用水。 

2、管理标准 

（1）明确供水范围，供水时段，供水量。 

（2）有计划供水量和实际供水量台账。 

（3）有水账统计系统（ 或统计资料 ）。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核查灌区管理单位编制的年度供水计划、查询实时供水量

（分渠段、分时段供水量、总供水量）统计系统。 

（2）核查年终总供水量统计表。 

4、佐证材料 

年初供水计划表和年终供水统计表。 

二、水量调度 

1、管理事项 

灌区用水、排水按运行操作手册规程执行。 

2、管理标准 

（1）有调水方案、调水规程和调水制度。 

（2）灌溉用水及排水有调度指令、有操作记录。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查看发布的调度令。 

（2）核查是否按调度指令执行操作。 

（3）将操作过程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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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佐证材料 

调度操作记录。 

三、供水计量 

1、管理事项 

通过量测水计量设施系统，掌握灌溉供水量。 

2、管理标准 

（1）国管、群管分界点或分水口装有量测水设施。 

（2）水源取水口有有效的量测水自动计量系统。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查看现场量测水设施建设。 

（2）查看运行管理平台量测水数据库及查询系统。 

4、佐证材料 

 现场量水设施；运行管理平台查询系统。 

 四、用水效率 

1、管理事项 

制订用水定额管理的相关文件，实行节水灌溉措施，提高渠系水利

用系数。 

2、管理标准 

（1）制订定额供水计划。 

（2）釆取节水灌溉措施和方法。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年初制订定额供水计划。 

（2）灌溉期或抗旱枯水期有灌溉制度和方案。 

（3）当年对灌溉水利用系数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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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佐证材料 

制订的用水计划文件；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资料。 

五、供水成本测算 

1、管理事项 

对灌区供水成本进行测算。 

2、管理标准 

编制本灌区供水成本测算报告。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对本灌区有效灌溉面积进行核定。 

（2）对本灌区可供水量进行核定。 

（3）对本灌区定岗人员进行核定。 

（4）对本灌区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进行财务核算。 

（5）对本灌区维修养护经费进行测算。 

（6）测算本灌区供水成本价。 

4、佐证材料 

灌区供水成本测算报告。 

六、水费征收 

1、管理事项 

按政府批准的文件向用水户征收水费。 

2、管理标准 

（1）水费征收有文件依据。 

（2）有水费征收办法或用水协议（年初水费征收计划并下达到用

水户）。 

（3）有规范的收费票据和台账。 



16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年初同用水户签订了用水与水费征收协议。 

（2）按协议约定日期向用水户征收水费。 

4、佐证材料 

水费征收财务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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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养护管理 

一、渠道工程 

1、管理事项 

渠道工程外观整洁，无明显病险隐患，水流、工程巡查畅通无阻。 

2、管理标准 

（1）已进行过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的渠道工程标准： 

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内无违章建筑；衬护平台及硬化边坡上无杂

草、 淤泥、无破坏，岸边树木无阻水；渠堤坡面平顺无树木、杂草和

违章建筑、无耕作现象，无沉陷、 坍塌、冲坑、滑坡等现象；渠底平

顺无淤泥，无沙滩、冲坑，坡降符合设计要求。 

（2）尚未进行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的渠道工程标准： 

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内无违章建筑。渠道断面规则标准，渠底平

顺无淤积；无沙滩、冲坑，坡降符合设计要求；渠内坡面基本平顺，

无杂草和树枝，堤面无耕作现象，无沉陷、坍塌、冲坑、滑坡等现象。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岗位人员（或委托的物业公司人员 ）定期或不定期对管理

范围内的渠道进行除草、清杂、清障、清理飘浮物，保持渠道长期整

洁美观。 

（2）对渠道（含边坡及堤顶）出现的局部破损及时进行维修 

（3）巡查人员定期对管辖渠道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汇报；维

修养护人员及时进行修复；灌区管理单位负责人经常进行检查督查，

发现问题及时督促岗位人员进行整改，并限期整改到位。 

4、佐证材料 

查看渠道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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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渠系建筑物 

1、管理事项 

渠系建筑物结构完整，无明显病险隐患，运行安全。 

2、管理标准 

（1）闸房内无杂物堆放，无其他设备摆设。 

（2）屋顶无漏水，墙壁无乱挂、乱钉现象，无蜘蛛网，地面光亮

无灰尘。 

（3）室内桌椅摆设整齐， 桌面干净整洁、 无杂物。 

（4）室外无乱堆乱放车辆、树木、杂物，无杂草、树叶、垃圾等。 

（5）水闸上下游无漂浮物；闸槽内无障碍物。 

（6）各类建筑物无人为破坏，无擅自改变建筑物使用功能，无利

用建筑物当其他用途。 

（7）涵闸管口有闸门控制，闸门及启闭设备无失盗、无破坏。 

（8）建筑物周围无沉陷、无漏水现象。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岗位人员（或委托的物业公司人员）定期和不定期对建筑物进

行清扫、清障、清理飘浮物，保持长期整洁美观。 

(2)对各建筑物出现的局部破损及时进行维修。 

(3)巡查人员定期对各类建筑物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汇报；维

修养护人员及时进行修复；灌区管理单位负责人经常进行检查督查， 

发现问题及时督促岗位人员进行整改,并限期整改到位。 

4、佐证材料 

查看各建筑物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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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属结构、机电设备等 

1、管理事项 

闸门表面整洁，结构完整，启闭设备运行自如。 

2、管理标准 

（1）闸门表面整洁， 结构完整， 使用正常。 

（2）闸门止水橡皮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不漏水。 

（3）闸门无冲击破坏，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无锈斑。 

（4）启闭丝杆无弯曲，启闭机座无裂纹，固定螺栓无松动。 

（5）启闭设备运行自如，无振动，无异响声。 

（6）丝杆、钢缆、鼓轮、滑轮、齿轮等活动部件光洁无锈斑、 

油污，启闭设备外壳亮丽无灰尘。 

（7）电气设备控制装置、仪表、指示灯、指示牌齐全无欠缺。 

（8）所有开关及带电部位无裸露。 

（9）电器、线路布设整齐、无外露，接头无松动，无乱搭电

现象。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岗位人员经常对闸门及启闭设备进行清扫，保持闸门、

启闭设备整洁、结构完整，使用正常。 

（2）对启闭丝杆或钢缆绳、鼓轮进行擦拭、注油；定期油漆

闸门，定期更换止水橡皮。 

（3）经常打扫闸房室内卫生；  

4、佐证材料 

有关工程维修养护工作的照片、记录和验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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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养护记录 

1、管理事项 

按照本灌区标准化操作手册要求对灌区工程进行维修养护工作， 

并做好维修养护的记录。 

2、管理标准 

（1）每年按规定时间、 内容完成本年度的维修养护工作。 

（2）维修养护记录清晰、完整。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管理单位自行编制维修养护计划。 

（2）与维修养护项目实施单位签订合同，并组织施工。 

（3）做好维修养护项目施工过程记录。 

（4）做好本年度维修养护资料汇编， 组织有关人员对维修养护工

程进行验收。 

4、佐证材料 

本年度维修养护施工记录及资料汇编。 

五、环境管理 

1、管理事项 

提升管理环境。 

2、管理标准 

灌区管理单位的庭院和管理房范围内应保持环境优美、整齐清洁、 

舒适宜人，具体做到： 

（1）庭院无垃圾、泥土、杂草。 

（2）办公室和生活区分开，不相互混杂。 

（3）室内地面、屋顶、墙面、窗户清洁、无污溃；办公桌椅、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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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及文件柜等办公用具摆放整齐。 

（4）各类工器具等分类摆放，物料堆放整齐。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各岗位人员（或委托的物业公司人员）是否定期和不定期对

管理范围内各办公、生产、生活场所进行清扫、除草，整理，保持长期

整洁美观。 

（2）对管理房及闸房、设施、设备、用具等出现的局部破损及时

维修。 

（3）管理单位负责人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督查，发现有影响环

境美观的问题及时督促岗位人员进行整改，并限期整改到位。 

4、佐证材料 

管理单位有关环境卫生整治和日常环境卫生清扫活动的计划和整治

工作的现场图片等。 

六、维养经费 

1、管理事项 

合理测算本灌区当年工程维修养护工作量和所需费用；经费不足部

分列入当地财政预算，并足额到位。 

2、管理标准 

（1）维修养护经费测算符合本工程实际情况，测算项目齐全、价

格合理、具有可操作性，能满足工程日常维修养护需要。 

（2）当地财政列入了年度预算，并足额到位。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管理单位对本灌区当年工程现状进行调查，根据当年市场价

格水平，测算所需工程维修养护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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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本级财政部门报送当年工程维修养护经费预算计划。 

（3）本级财政下达当年工程维修养护预算，下拨工程维修养护经

费。 

4、佐证材料。 

（1）工程维修养护经费测算资料 

（2）维修养护经费财务到账情况（省、市、县）各级的文件等佐

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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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泵站工程管理 

 

一、生产及技术管理 

    严格执行调度指令，调度运用规范；泵站平、立、剖面图，电气主

接线图，油、气、水系统图，主要技术指标，主要设备规格、检修情况

表等齐全，并在适宜位置明示；按规定周期对工程进行经常检查；每年

汛期或灌溉供水期前后，对泵站各部位进行全面检查；检查内容全面，

记录详细规范；及时分析、总结、上报、归档有关运行、维修、改造等

技术资料，技术资料和工程大事记等齐全规范。 

二、泵站设备管理与维护 

   所有设备均应建档挂卡，记录责任人、设备评定等级、评定日期等

情况；设备标志、标牌齐全，检查保养全面，设备表面无油污、集尘破

损等现象；按《泵站管理技术规程》（GB/30948）的要求对各类设备进

行定期检查、养护、维修。 

三、维修计划管理 

   及时全面编报工程维修计划；按维修养护定额落实维修养护经费；

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维修项目，及时办理验收手续；严格控制维修项

目经费，维修项目调整严格执行报批程序；及时上报维修项目完成进度。 

四、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管理  

    建筑完好率、设备完好率、泵站效率、能源单耗、供排水成本、供

排水量、安全运行率、财务收支平衡率等八项技术指标符合《泵站管理

技术规程》（GB/30948）的规定。 

五、泵站建筑物工程管理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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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泵站建筑物完整无损，无安全隐患；主要建筑物无明显的不均匀

沉陷；主要房屋建筑物无裂缝、严重变形、剥落、露筋、渗漏等现象；

进出水池等无严重冲刷、淤积，护坡、挡土墙无倒塌、破损、严重变形，

砌体完好；主要建筑物的位移、扬压力等观测点及设施齐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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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管理保障 

 一、管理评价 

1、管理事项 

（1）灌区自行组织，对当年灌区工程运行管理绩效进行自我评价。 

  （2）做好上级或相关部门对本工程管理进行日常检查、督查、稽

查、审计等的准备和问题整改工作 

2、管理标准 

（1）按照水利部标准化管理的指导意见，参考本指南内容完成灌

区标准化管理自评工作； 

（2）灌区管理单位能积极做好水利部或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本

灌区工程管理进行日常检查、督查、 稽察、专项飞检等每次的迎检工

作。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灌区管理单位在日常工作中按要求做好工程管理、安全生产、

防汛抗旱等相关工作，按标准化管理的要求对所属工程进行管理，将标

准化管理贯彻在每个环节、每项工作中。 

（2）对上级督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到位，并主动将整

改过程和整改结果向上级汇报。 

（3）灌区管理单位按照标准化管理要求，组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做好本年度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自评准备工作。 

4、佐证材料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考核自评报告及验收资料汇编；水利部或省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印发的正式通报或反馈意见；本灌区管理单位整改情况

的有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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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奖惩挂钩 

1、管理事项 

建立奖惩挂钩考核机制，调动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 

2、管理标准 

落实职工考评制度，将考评结果与职工个人工作奖惩挂钩。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管理单位在本灌区管理操作手册中制订干部职工工作绩效考

核评价办法，或评分细则。 

（2）管理单位定期对各岗位人员的各项工作完成情况按绩效考核

评价办法进行考评。 

（3）根据年终考评结果，对岗位人员进行奖励或处罚，并与绩效

工资、工资晋级、提拔重用等挂钩。 

4、佐证材料 

管理单位的《职工工作绩效考核评价办法》；当年管理单位根据

《考评办法》对职工进行奖惩的有关文件、考评结果等佐证材料。 

三、信息平台建设和使用 

1、管理事项 

建立本灌区运行管理平台；灌区干部职工能正常使用信息平台，并

有效发挥作用。 

2、管理标准 

（1）自行建立或搭建本灌区操作性较强的工程运行管理平台。内

容包括：本灌区工程的基本情况、地理信息、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工

作流程、岗位说明书、实时水情信息、气象信息、设备运行状况（ 闸

位开度）、实时视频监控、工程巡查记录上传或查询、闸门启闭操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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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上传或查询、工程调度指令、工程维修养护、灌区水费征收、工作考

核评价等功能。 

（2）信息平台中的各项功能都能有效显示。能按要求上传数据，

其内容真实有效。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建立针对本灌区工程情况及实际管理工作需要的运行管理平

台。 

（2）配置必要的釆集基础设施，架建网络系统（ 机房建设、服务

器等）或搭建网络系统。 

（3）根据本灌区管理工作需要，创建各种运用模块，连接基础数

据库。 

（4）明确专人或委托专业队伍，负责管理平台的日常使用，保证

各项运行观测数据正常运行。 

4、佐证材料 

实时显示本灌区工程运行管理平台。 

四、视频监控 

1、管理事项 

对本灌区主要工程部位和场所实施视频监控。 

2、管理标准 

（1）渠首取水口、节制闸、泄水闸、险工险段等关键部位能进行

实时视频监控（ 监控摄像头数量满足要求 ）。 

（2）能及时修复损坏设施，确保监控设施能正常运行。 

3、工作内容及流程 

（1）灌区管理单位委托专业队伍在本灌区管理范围内（ 渠首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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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节制闸、 泄水闸、 险工险段等）关键部位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2）明确专人或委托专业队伍，负责视频监控系统的曰常使用， 

保证监控图像显示正常。 

4、佐证材料 

实时查看灌区各视频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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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索引指南  

 

1、《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大中型灌区、灌排泵站标准化规范化

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办农水[2019]125号），《水利部关于修

订印发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办法及其考核标准的通知》（水运管[2019]53

号）中《灌区工程管理考核办法》、《泵站工程管理考核办法》、《水

闸工程管理考核办法》等参考文件可百度到水利部网页查询。 

3、《泵站管理技术规程》（GB/T30948-2014）、《水闸技术管理

规程》（SL75-2014）等标准规范可在中国节水灌溉网的技术标准或水

利部网页的技术标准中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