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北    京

北京市中型灌区名录

无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下窝头镇台头村至程子口村灌区 1.13 天津市 蓟州区
2 下仓镇九王庄村至安各庄村灌区 1.41 天津市 蓟州区
3 桑梓镇红旗灌区 1.13 天津市 蓟州区
4 王卜庄灌区 2.58 天津市 宝坻区
5 新安镇灌区 4.09 天津市 宝坻区
6 中心灌区 1.64 天津市 宝坻区
7 石各庄灌区 4.87 天津市 武清区
8 白古屯灌区 4.66 天津市 武清区
9 城关灌区 4.40 天津市 武清区
10 大孟庄灌区 4.38 天津市 武清区
11 陈咀灌区 4.05 天津市 武清区
12 黄花店灌区 3.90 天津市 武清区
13 汊沽港灌区 3.80 天津市 武清区
14 泗村店灌区 3.80 天津市 武清区
15 曹子里灌区 3.50 天津市 武清区
16 王庆坨灌区 3.28 天津市 武清区
17 大碱厂灌区 3.15 天津市 武清区
18 东马圈灌区 3.10 天津市 武清区
19 上马台灌区 2.23 天津市 武清区
20 河北屯灌区 3.32 天津市 武清区
21 大黄堡灌区 1.10 天津市 武清区
22 中旺灌区 4.46 天津市 静海区
1 潮南灌区 16.02 天津市 宝坻区
2 大钟灌区 12.06 天津市 宝坻区
3 南蔡村灌区 7.64 天津市 武清区

天津市中型灌区名录

天    津

一般中型灌区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4 崔黄口灌区 6.85 天津市 武清区
5 河西务灌区 6.00 天津市 武清区
6 梅厂灌区 5.75 天津市 武清区
7 豆张庄灌区 5.54 天津市 武清区

重点中型灌区天    津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口东灌区 4.30 石家庄市 行唐县
2 口西灌区 4.70 石家庄市 行唐县
3 槐北灌区 4.00 石家庄市 赞皇县
4 北跃灌区 3.50 石家庄市 平山县
5 大川灌区 2.20 石家庄市 平山县
6 侯家庙灌区 1.30 张家口市 宣化区
7 大洋河灌区 1.70 张家口市 怀安县
8 小洋河灌区 3.80 张家口市 怀安县
9 淮河灌区 1.90 张家口市 怀安县
10 南石灌区 3.00 秦皇岛市 昌黎县
11 石河灌区 2.47 秦皇岛市 山海关区
12 般若院水库灌区 4.00 唐山市 遵化市
13 党峪东风灌区 3.00 唐山市 遵化市、丰润区
14 焦庄灌区 2.30 邢台市 清河县
15 丁村灌区 1.50 邢台市 临西县
16 大营灌区 1.90 邢台市 临西县
17 汪江灌区 1.50 邢台市 临西县
18 滏源灌区 1.20 邯郸市 峰峰矿区
19 窑厂灌区 2.40 邯郸市 大名县
20 岔河咀灌区 1.50 邯郸市 大名县
21 漳西渠灌区 3.50 邯郸市 涉县
22 漳南灌区 2.30 邯郸市 涉县
23 漳北渠灌区 3.60 邯郸市 涉县
24 青塔灌区 3.10 邯郸市 涉县
25 富民渠灌区 1.20 邯郸市 磁县

河北省中型灌区名录

河    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群众灌区 5.60 石家庄市 行唐县
2 磁左灌区 10.30 石家庄市 行唐县
3 磁右灌区 26.00 石家庄市 灵寿县
4 灵正灌区 7.60 石家庄市 灵寿县、正定县
5 槐南灌区 8.00 石家庄市 赞皇县
6 平旺灌区 5.00 石家庄市 赞皇县
7 滹北灌区 10.80 石家庄市 平山县
8 八一灌区 8.00 石家庄市 元氏县
9 计三灌区 11.40 石家庄市 鹿泉区
10 庙宫灌区 10.00 承德市 围场县、隆化县、滦平县、双滦区
11 万全洋河灌区 22.95 张家口市 万全区
12 壶流河灌区 14.10 张家口市 蔚县
13 桑干河第二淤灌区 10.00 张家口市 阳原县
14 水沟口灌区 5.20 张家口市 怀安县
15 洪塘河灌区 6.80 张家口市 怀安县
16 洋河二灌区 10.00 张家口市 怀来县
17 引滦灌区 6.00 秦皇岛市 昌黎县
18 上关水库灌区 11.50 唐山市 遵化市
19 汉沽农场灌区 11.84 唐山市 汉沽管理区
20 芦台灌区 11.62 唐山市 芦台经济开发区
21 潮南灌区 20.00 廊坊市 香河县
22 潮北灌区 13.50 廊坊市 香河县
23 引潮灌区 29.00 廊坊市 三河市
24 龙门灌区 6.40 保定市 满城区、徐水区、易县
25 革命大渠灌区 5.50 保定市 唐县、顺平县
26 胜利灌区 8.00 保定市 易县
27 临城灌区 15.00 邢台市 临城县、隆尧县、柏乡县

重点中型灌区河    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8 南李庄灌区 15.40 邢台市 清河县
29 尖冢灌区 28.00 邢台市 临西县
30 朱庄南灌区 7.60 邢台市 沙河市
31 东石岭灌区 5.00 邢台市 沙河市
32 陈村灌区 5.00 邯郸市 邱县
33 留垒河灌区 5.60 邯郸市 鸡泽县
34 卫西灌区 9.50 邯郸市 馆陶县
35 车谷灌区 5.00 邯郸市 武安市
36 口上灌区 8.00 邯郸市 武安市
37 太平渠灌区 15.10 邯郸市 临漳县

河    北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晋祠灌区 3.06 太原市 晋源区
2 上兰灌区 2.74 太原市 尖草坪区
3 固碾灌区 1.14 太原市 尖草坪区
4 大留灌区 1.08 太原市 尖草坪区
5 边山灌区 3.20 太原市 清徐县
6 西温庄灌区 1.72 太原市 小店区
7 东山灌区 1.06 太原市 小店区
8 郜村灌区 3.27 太原市 小店区
9 王千庄灌区 4.12 大同市 浑源县
10 大东河灌区 1.47 大同市 灵丘县
11 华山灌区 1.54 大同市 灵丘县
12 北跃灌区（唐河灌区） 3.19 大同市 灵丘县
13 固城灌区 1.05 大同市 灵丘县
14 兰玉堡灌区 2.40 大同市 天镇县
15 大众渠灌区 1.08 大同市 天镇县
16 蕙花灌区 1.45 大同市 广灵县
17 直峪灌区 1.83 大同市 广灵县
18 下河湾灌区 3.21 大同市 广灵县
19 南村灌区 2.50 大同市 广灵县
20 水神堂灌区 1.01 大同市 广灵县
21 广益灌区 2.60 大同市 广灵县
22 温河灌区 2.00 阳泉市 郊区
23 漳南渠灌区 1.71 长治市 黎城县
24 丁城灌区 1.02 长治市 沁源县
25 故城灌区 1.30 长治市 武乡县

山    西 一般中型灌区

山西省中型灌区名录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老顶山灌区 1.84 长治市 潞州区
27 七一灌区 1.30 长治市 沁县
28 迎春灌区 1.00 长治市 沁县
29 漳北渠灌区 1.96 长治市 黎城县
30 战备渠灌区 2.03 长治市 平顺县
31 南岗电灌站 2.28 长治市 屯留区
32 上秦电灌站 1.09 长治市 潞州、上党区
33 关村灌区 1.19 长治市 长子县
34 申村灌区 4.00 长治市 长子县
35 釜山灌区 1.28 晋城市 高平市
36 许河灌区 2.00 晋城市 高平市
37 丹河灌区 1.50 晋城市 高平市
38 原村井灌区 1.10 晋城市 高平市
39 山泽灌区 1.16 晋城市 沁水县
40 曲堤灌区 3.00 晋城市 沁水县
41 北留灌区 3.15 晋城市 阳城县
42 董封灌区 2.15 晋城市 阳城县
43 羊泉灌区 1.50 晋城市 阳城县
44 任庄灌区 1.26 晋城市 泽州区
45 神头灌区 3.60 朔州市 朔城区
46 曹娘灌区 3.00 朔州市 应县
47 腊壑口灌区 4.30 朔州市 朔城区
48 裕民灌区 4.20 朔州市 朔城区
49 民生灌区 4.00 朔州市 山阴、应县
50 大小石峪灌区 3.20 朔州市 应县
51 木瓜河灌区 1.63 朔州市 山阴县
52 里村电灌站 1.70 晋中市 祁县

一般中型灌区山    西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郭庄灌区 1.80 晋中市 昔阳县
54 杜家庄灌区 1.25 晋中市 祁县
55 兴地灌区 1.21 晋中市 介休市
56 风陵渡灌区 4.50 运城市 芮城县
57 古贤灌区 2.50 运城市 芮城县
58 新兴灌区 3.20 运城市 芮城县
59 木赞灌区 3.50 运城市 新绛县
60 万安灌区 2.54 运城市 新绛县
61 古交灌区 2.40 运城市 新绛县
62 小梁灌区 3.20 运城市 河津市
63 范必灌区 2.23 运城市 绛县
64 汾北电灌站 1.35 运城市 稷山县
65 大河庙灌区 2.10 运城市 平陆县
66 红旗灌区 1.61 运城市 平陆县
67 陈村灌区 3.89 运城市 绛县
68 续鲁灌区 2.32 运城市 绛县
69 槐泉灌区 4.99 运城市 绛县
70 绛县涑水灌区 2.36 运城市 绛县
71 允西河灌区 1.05 运城市 垣曲县
72 闻喜涑水灌区 2.00 运城市 闻喜县
73 三河口灌区 1.50 运城市 闻喜县
74 向阳灌区 2.98 忻州市 定襄县
75 池泉灌区 2.90 忻州市 定襄县
76 滤泗河灌区 3.80 忻州市 五台县
77 小银河灌区 2.51 忻州市 五台县
78 北大河灌区 3.36 忻州市 原平市
79 同河灌区 1.43 忻州市 原平市

一般中型灌区山    西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益民灌区 1.28 忻州市 原平市
81 长乐河灌区 1.78 忻州市 原平市
82 崞阳泵站 1.21 忻州市 原平市
83 峪河灌区 2.00 忻州市 代县
84 茂河灌区 4.50 忻州市 代县
85 中解灌区 1.50 忻州市 代县
86 沱龙电灌站 1.50 忻州市 代县
87 汾北灌区 1.80 忻州市 静乐县
88 龙山灌区 2.00 忻州市 繁峙县
89 虎山灌区 2.63 忻州市 繁峙县
90 羊眼河灌区 3.89 忻州市 繁峙县
91 红卫灌区 2.00 忻州市 繁峙县
92 繁峙灌区 2.51 忻州市 繁峙县
93 大东梁电灌站 1.01 忻州市 河曲县
94 文笔电灌站 2.00 忻州市 河曲县
95 东邓灌区 2.48 临汾市 襄汾县
96 赵曲灌区 1.59 临汾市 襄汾县
97 东刘灌区 3.33 临汾市 襄汾县
98 平乐灌区 1.26 临汾市 曲沃县
99 渠首灌区 3.00 临汾市 曲沃县
100 文敬灌区 4.00 临汾市 曲沃县
101 赵庄灌区 2.16 临汾市 曲沃县
102 沸泉灌区 2.56 临汾市 曲沃县
103 温泉灌区 2.10 临汾市 曲沃县
104 神刘灌区 3.57 临汾市 尧都区
105 王庄灌区 1.03 临汾市 翼城县
106 利民灌区 3.70 临汾市 翼城县

一般中型灌区山    西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十里铺灌区 1.09 临汾市 霍州市
108 七里峪灌区 3.16 临汾市 霍州市
109 磁瓦窑河灌区 3.41 吕梁市 交城县
110 神堂水库灌区 1.80 吕梁市 文水县
111 向阳河灌区 2.13 吕梁市 汾阳市
112 四河泵站灌区 1.20 吕梁市 孝义市
113 吴城灌区 3.00 吕梁市 离石区
114 岚城灌区 2.51 吕梁市 岚县
115 子夏山灌区 2.04 吕梁市 汾阳市
116 董家庄灌区 2.45 吕梁市 汾阳市
117 西河灌区 2.05 吕梁市 汾阳市
1 敦化灌区 10.46 太原市 清徐县
2 唐峪灌区 5.30 大同市 浑源县
3 凌云口灌区 5.06 大同市 浑源县
4 孤峰山灌区 5.96 大同市 天镇县
5 御河灌区 10.77 大同市 新荣、平城、云州
6 十里河灌区 12.50 大同市 云冈区
7 神溪灌区灌站 5.05 大同市 浑源县
8 黄黑水河灌区 5.00 大同市 阳高县
9 勇进渠灌区 13.40 长治市 襄垣县、黎城县
10 史回灌区 5.00 长治市 潞州区
11 襄屯灌区 20.00 长治市 襄垣、屯留
12 屯绛灌区 8.65 长治市 屯留区、长子县
13 浑河灌区 22.00 朔州市 应县、怀仁市
14 恢河灌区 18.50 朔州市 朔城区、山阴县
15 向应灌区 9.00 朔州市 朔城区
16 南高灌灌区 5.90 朔州市 朔城区、山阴县

一般中型灌区

山    西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7 下米庄灌区 7.10 朔州市 怀仁市
18 大峪河灌区 6.70 朔州市 怀仁市
19 薛家营灌区 5.00 朔州市 应县
20 昌源河灌区 16.08 晋中市 祁县
21 郭堡灌区 8.48 晋中市 太谷、榆次
22 庞庄灌区 9.50 晋中市 太谷区
23 惠柳婴灌区 12.81 晋中市 平遥县
24 洪山灌区 12.10 晋中市 介休市
25 元上灌区 10.97 运城市 临猗县
26 回龙灌区 10.78 运城市 临猗县
27 杨范灌区 8.54 运城市 临猗县
28 马崖灌区 5.30 运城市 芮城县
29 常乐垣灌区 5.46 运城市 平陆县
30 部官灌区 5.65 运城市 平陆县
31 后河灌区 7.50 运城市 垣曲县
32 云中河灌区 16.66 忻州市 忻府区
33 牧马河灌区 15.32 忻州市 忻府区、定襄县
34 阳武河灌区 18.62 忻州市 原平市
35 永兴河灌区 5.37 忻州市 原平市
36 峨河灌区 11.06 忻州市 代县
37 孤山灌区 7.50 忻州市 繁峙县
38 南峰灌区 5.00 忻州市 五寨县
39 南垣灌区 14.51 临汾市 洪洞县
40 霍泉灌区 10.81 临汾市 洪洞县
41 涝河灌区 7.36 临汾市 尧都区
42 洰河灌区 7.39 临汾市 尧都区
43 小河口灌区 5.50 临汾市 翼城县

重点中型灌区山    西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44 北庄灌区 9.20 临汾市 侯马市
45 峪道河灌区 5.07 吕梁市 汾阳市
46 孝河灌区 5.00 吕梁市 孝义市
47 湫水河灌区 5.05 吕梁市 临县

山    西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三道沟灌区 1.26 呼伦贝尔市 阿荣旗
2 水磨灌区 2.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3 瓜地灌区 1.5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4 恩和灌区 2.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5 小河子灌区 2.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6 红水泉灌区 2.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7 梁西灌区 2.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8 惠农灌区 1.5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9 绿丰灌区 2.5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0 良种场灌区 1.5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1 益丰灌区 4.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2 得尔布灌区 2.35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3 小库力灌区 4.53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4 新库力灌区 3.85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5 乌尔根灌区 1.89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6 谢尔塔拉农牧场三队南河套灌区 1.20 呼伦贝尔市 海拉尔区
17 谢尔塔拉农牧场三队北山套灌区 2.60 呼伦贝尔市 海拉尔区
18 哈拉黑灌区 3.00 兴安盟 科尔沁右翼前旗
19 巴达仍贵灌区 4.11 兴安盟 科尔沁右翼前旗
20 新林灌区 1.00 兴安盟 扎赉特旗
21 杜尔基灌区 2.97 兴安盟 突泉县
22 九龙灌区 2.94 兴安盟 突泉县
23 六户灌区 4.36 兴安盟 突泉县
24 散都灌区 1.20 通辽市 科尔沁左翼后旗
25 东五家子灌区 1.50 通辽市 科尔沁左翼后旗

内蒙古 一般中型灌区

内蒙古自治区中型灌区名录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白音花灌区 2.64 赤峰市 阿鲁科尔沁旗
27 洞山灌区 1.01 赤峰市 巴林左旗
28 大庙灌区 3.50 赤峰市 巴林左旗
29 东升灌区 2.00 赤峰市 克什克腾旗
30 双合灌区 1.45 赤峰市 克什克腾旗
31 木希嘎灌区 2.00 赤峰市 克什克腾旗
32 五星灌区 1.00 赤峰市 克什克腾旗
33 大兴灌区 4.00 赤峰市 翁牛特旗
34 胜利灌区 4.70 赤峰市 翁牛特旗
35 温都查干灌区 4.60 赤峰市 翁牛特旗
36 前窑子水库石咀子枢纽灌区 2.27 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
37 石咀子水库灌区 3.50 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
38 陈梨夭水库灌区 3.50 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
39 庆丰灌区 1.11 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
40 圪洞堰灌区 1.20 包头市 土默特右旗
41 什四分子灌区 4.23 包头市 土默特右旗
42 移民圪旦灌区 1.88 包头市 土默特右旗
43 王海和灌区 1.32 包头市 土默特右旗
44 田家圪旦灌区 1.20 包头市 土默特右旗
45 庆龙店灌区 1.40 包头市 土默特右旗
46 三座茅庵灌区 1.10 包头市 土默特右旗
47 乌兰水库下游灌区 3.00 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
48 黑赖沟下游灌区 2.20 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
49 浒斯太河灌区 3.49 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
50 碱柜灌区 4.90 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旗
51 新地灌区 1.20 乌海市 海勃湾区
52 敖伦布拉格灌区 4.95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一般中型灌区内蒙古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一般中型灌区 53 漫水滩黄灌区 4.80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1 雅鲁河中型灌区 6.07 呼伦贝尔市 扎兰屯
2 苇莲河中型灌区 5.10 呼伦贝尔市 扎兰屯
3 济沁河中型灌区 5.20 呼伦贝尔市 扎兰屯
4 格尼河中型灌区 8.22 呼伦贝尔市 阿荣旗
5 阿伦河中型灌区 6.00 呼伦贝尔市 阿荣旗
6 新力灌区 5.04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7 白音扎拉嘎灌区 5.97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8 青年沟灌区 6.25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9 毛子沟灌区 7.4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0 前进村灌区 5.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1 振兴灌区 6.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2 坤库力灌区 5.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3 南山屯灌区 7.5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4 爱林灌区 6.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5 新城村灌区 5.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6 机耕灌区 7.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7 团结灌区 5.5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8 泉永灌区 7.5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19 红旗灌区 6.3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20 苏沁灌区 6.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21 建永灌区 6.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22 北山灌区 5.5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23 护林灌区 5.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24 大立山灌区 5.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25 朝阳灌区 7.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26 向阳灌区 7.0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内蒙古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7 室韦灌区 5.50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28 花木兰灌区 11.65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29 东西三荒灌区 5.13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30 大湾子灌区 11.46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31 依根灌区 6.07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32 大西山灌区 9.74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33 阿兴灌区 10.55 呼伦贝尔市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34 哈达图灌区 23.37 呼伦贝尔市 陈巴尔虎旗
35 谢尔塔拉农牧场二队灌区 26.50 呼伦贝尔市 海拉尔区
36 归流河-小城子灌区 7.20 兴安盟 科尔沁右翼前旗
37 霍林河灌区 15.00 兴安盟 科尔沁右翼中旗
38 保安沼中型灌区 22.50 兴安盟 扎赉特旗
39 小河西水库灌区 5.02 通辽市 扎鲁特旗
40 前进灌区 9.06 通辽市 扎鲁特旗
41 五星灌区 5.00 通辽市 库伦旗
42 二隆灌区 5.38 赤峰市 巴林左旗
43 红星灌区 5.20 赤峰市 巴林左旗
44 军民团结中型灌区 10.00 赤峰市 巴林右旗
45 纳斯台中型灌区 5.50 赤峰市 巴林右旗
46 草原水库灌区 6.65 赤峰市 巴林右旗
47 查干沐沦灌区 15.90 赤峰市 林西县
48 黑哈尔河灌区（牧区） 10.00 赤峰市 阿鲁科尔沁旗
49 布墩花中型灌区 5.00 赤峰市 巴林右旗
50 巴彦尔灯中型灌区 5.00 赤峰市 巴林右旗
51 建昌营灌区 5.20 赤峰市 元宝山区
52 牛家营子灌区 5.00 赤峰市 喀喇沁旗
53 白音套海灌区 6.76 赤峰市 翁牛特旗

重点中型灌区内蒙古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4 白音汉灌区 7.50 赤峰市 翁牛特旗
55 红山灌区 6.00 赤峰市 翁牛特旗
56 玉田皋灌区 6.00 赤峰市 翁牛特旗
57 桥头灌区 15.10 赤峰市 翁牛特旗
58 嘎河灌区 8.96 赤峰市 松山区
59 昭苏河灌区 5.20 赤峰市 松山区
60 蟠龙山灌区 5.80 赤峰市 喀喇沁旗
61 小山灌区 7.70 赤峰市 敖汉旗
62 山咀灌区 6.59 赤峰市 敖汉旗
63 钓鱼台灌区 10.30 赤峰市 宁城县
64 五一灌区 5.30 赤峰市 克什克腾旗
65 万家沟水库灌区 14.52 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左旗
66 红领巾水库灌区 14.70 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左旗
67 哈素海水库灌区 29.20 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左旗
68 黑河下段灌区 9.98 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左旗
69 水涧沟中型灌区 6.50 包头市 土默特右旗
70 美岱中型灌区 9.60 包头市 土默特右旗
71 三湖河灌区 13.50 包头市 九原区
72 巴音陶亥 5.08 乌海市 海南区
73 孪井滩扬黄灌区 11.58 阿拉善盟 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

内蒙古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尚屯灌区 1.08 沈阳市 法库县
2 团结大闸灌区 3.00 沈阳市 辽中区
3 毓宝台灌区 4.00 沈阳市 新民市
4 前赵灌区 1.25 大连市 普兰店区
5 红旗水库灌区 4.24 大连市 普兰店区
6 双胜灌区 1.05 大连市 庄河市
7 张台子灌区 1.20 鞍山市 台安县
8 柴河灌区 2.08 抚顺市 清原县
9 前甸灌区 1.00 抚顺市 顺城区
10 腰堡灌区 2.70 抚顺市 抚顺县
11 小甸子灌区 2.73 丹东市 东港市
12 大清沟灌区 2.00 阜新市 彰武县
13 宝力农场灌区 2.70 铁岭市 昌图县
14 条子河灌区 1.50 铁岭市 昌图县
15 杨木灌区 1.32 铁岭市 清河区
16 两家子灌区 2.06 铁岭市 昌图县
17 平顶灌区 1.00 铁岭市 银州区
18 蔡牛灌区 2.10 铁岭市 铁岭县
19 兴海灌区 2.50 盘锦市 兴隆台区
20 老龙湾灌区 1.12 朝阳市 朝阳县
21 五一灌区 1.20 朝阳市 朝阳县
22 胜利灌区 1.10 朝阳市 朝阳县
23 白山灌区 1.20 朝阳市 建平县
24 罗石灌区 1.10 朝阳市 建平县
25 老官地灌区 1.10 朝阳市 建平县

辽宁省中型灌区名录

一般中型灌区辽    宁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下河套水库灌区 1.30 朝阳市 凌源市
27 青龙河灌区 2.39 朝阳市 凌源市
28 瓦房店水库灌区 2.22 朝阳市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29 凌丰灌区 1.50 朝阳市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30 元宝山灌区 2.30 朝阳市 朝阳县
31 大平房灌区 1.66 朝阳市 龙城区
1 浑北灌区 22.27 沈阳市 于洪区
2 浑南灌区 9.89 沈阳市 苏家屯区
3 石佛寺灌区 12.00 沈阳市 沈北新区
4 祝家堡灌区 12.00 沈阳市 法库县
5 辽蒲灌区 6.59 沈阳市 辽中区
6 西四灌区 5.50 鞍山市 海城市
7 通江子灌区 5.50 鞍山市 台安县
8 温香灌区 5.47 鞍山市 海城市
9 三道灌区 6.00 鞍山市 台安县
10 浑河灌区 6.16 抚顺市 清原县
11 清河灌区 5.04 抚顺市 清原县
12 柳河灌区 5.12 抚顺市 清原县
13 红升灌区 5.87 抚顺市 新宾县
14 孤山灌区 13.68 丹东市 东港市、庄河市
15 洋河灌区 5.88 丹东市 凤城市
16 爱河灌区 5.20 丹东市 凤城市
17 大清河灌区 6.30 营口市 盖州市
18 闹德海水库灌区 6.00 阜新市 彰武县
19 柳壕灌区 6.00 辽阳市 辽阳县
20 辽阳灌区 12.00 辽阳市 太子河区、辽阳县
21 八棵树灌区 5.96 铁岭市 开原市

一般中型灌区

重点中型灌区

辽    宁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2 靠山灌区 5.30 铁岭市 开原市
23 宝力灌区 8.53 铁岭市 昌图县
24 凡河灌区 10.00 铁岭市 铁岭县
25 诚信灌区 5.55 铁岭市 西丰县
26 双绕灌区 13.70 盘锦市 盘山县
27 龙潭灌区 5.62 朝阳市 北票市、双塔区
28 海滨灌区 5.70 葫芦岛市 兴城市

辽    宁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五一灌区 2.05 长春市 九台区
2 牛头山灌区 2.00 长春市 九台区
3 松坡灌区 3.00 长春市 榆树市
4 延青灌区 2.13 长春市 榆树市
5 玉皇庙水库灌区 2.99 长春市 榆树市
6 于家水库灌区 1.32 长春市 榆树市
7 向阳水库灌区 1.02 长春市 榆树市
8 石塘水库灌区 1.73 长春市 榆树市
9 苏家岗水库灌区 1.30 长春市 榆树市
10 卡中灌区 3.53 长春市 榆树市
11 双阳水库灌区 3.68 长春市 双阳区
12 黑顶子水库灌区 1.00 长春市 双阳区
13 万宝灌区 3.61 长春市 德惠市
14 七间房灌区 2.15 长春市 德惠市
15 农安县头道岗水库灌区 1.59 长春市 农安县
16 太平池灌区 1.94 长春市 农安县
17 胖头沟水库灌区 2.10 吉林市 船营区
18 大绥河水库灌区 2.07 吉林市 船营区
19 二道灌区 1.86 吉林市 丰满区
20 碾子沟水库灌区 2.25 吉林市 永吉县
21 朝阳水库灌区 2.25 吉林市 永吉县
22 庙岭水库灌区 1.80 吉林市 永吉县
23 新安水库灌区 1.23 吉林市 舒兰市
24 小城灌区 1.08 吉林市 舒兰市
25 响水灌区 1.50 吉林市 舒兰市

吉林省中型灌区名录

吉    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太平灌区 1.05 吉林市 舒兰市
27 谢家店灌区 1.05 吉林市 舒兰市
28 金马灌区 3.00 吉林市 舒兰市
29 亚吉灌区 1.80 吉林市 磐石市
30 柳杨灌区 2.70 吉林市 磐石市
31 官马灌区 2.18 吉林市 磐石市
32 解放灌区 1.18 吉林市 磐石市
33 罗卜地灌区 1.13 吉林市 磐石市
34 磐海灌区 1.08 吉林市 磐石市
35 郭大院灌区 1.05 吉林市 磐石市
36 五一灌区 1.03 吉林市 磐石市
37 桦甸市双杨树水库灌区 2.10 吉林市 桦甸市
38 桦甸市关门砬子水库灌区 1.13 吉林市 桦甸市
39 欢欣岭灌区 1.25 四平市 伊通县
40 三联灌区 1.20 四平市 伊通县
41 寿山灌区 1.20 四平市 伊通县
42 石门灌区 1.17 四平市 伊通县
43 范家灌区 1.20 四平市 伊通县
44 横道河灌区 1.50 辽源市 东丰县
45 时家店灌区 1.50 通化市 柳河县
46 和平灌区 3.44 通化市 柳河县
47 全胜灌区 1.00 通化市 柳河县
48 蛤蟆河灌区 4.00 通化市 辉南县
49 黄泥河灌区 1.10 通化市 辉南县
50 小城子灌区 1.30 通化市 辉南县
51 转山湖灌区 1.38 四平市 铁东区
52 创业灌区 2.00 白城市 洮南市

吉    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群昌灌区 2.06 白城市 洮南市
54 新合水库灌区 2.20 通化市 梅河口市
55 贤儒灌区 2.2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敦化市
56 黑石灌区 2.0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敦化市
57 额穆灌区 2.5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敦化市
58 小石河灌区 2.1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敦化市
59 海兰灌区 4.6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龙井市
60 智新灌区 1.8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龙井市
61 廉明灌区 2.89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龙井市
62 明月灌区 1.5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安图县
63 石门灌区 1.49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安图县
64 万宝灌区 1.38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安图县
65 月晴灌区 2.4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图们市
66 石头河灌区 4.8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图们市
67 敬信镇灌区 2.0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珲春市
68 汪清灌区 2.0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汪清县
69 大兴沟灌区 4.2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汪清县
70 天桥岭灌区 3.03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汪清县
71 春阳灌区 1.0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汪清县
72 鸡冠灌区 1.0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汪清县
73 东光灌区 1.05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汪清县
74 罗子沟灌区 2.3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汪清县
75 月亮泡灌区 2.50 白城市 镇赉县
76 龙凤灌区 3.88 吉林市 蛟河市
77 庆丰灌区 2.48 吉林市 蛟河市
78 安广镇永兴灌区 1.00 白城市 大安市

重点中型灌区 1 松前灌区 13.18 长春市 榆树市

吉    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 九站灌区 5.33 吉林市 昌邑区
3 土城子灌区 6.30 吉林市 昌邑区
4 星星哨水库灌区 16.50 吉林市 永吉县
5 小城子灌区 9.49 吉林市 舒兰市
6 新安灌区 5.26 吉林市 舒兰市、五常市
7 亮甲山灌区 5.93 吉林市 舒兰市、榆树市
8 黄河灌区 6.17 吉林市 磐石市
9 双山灌区 11.20 四平市 双辽市
10 三通河灌区 11.73 通化市 辉南县
11 塔虎城灌区 5.67 松原市 前郭县
12 月亮泡东灌区 10.02 白城市 大安市
13 大屯灌区 11.00 白城市 镇赉县
14 四方坨子农场灌区 26.00 白城市 镇赉县
15 下岱吉灌区 16.14 松原市 扶余市
16 海兰河灌区 13.65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和龙市
17 珲春灌区 10.27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珲春市
18 百草沟灌区 5.04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汪清县
19 一统河灌区 8.66 通化市 梅河口市
20 朝阳川灌区 5.34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延吉市
21 秦家屯灌区 10.27 长春市 公主岭市
22 南崴子灌区 5.25 长春市 公主岭市
23 杨大城子灌区 7.60 长春市 公主岭市
24 沙河灌区 5.77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敦化市
25 拉林灌区 15.26 松原市 扶余市
26 八一灌区 5.95 四平市 梨树县
27 松花江灌区 9.52 长春市 九台区

吉    林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关门山灌区 1.16 哈尔滨市 方正县
2 双凤灌区 4.60 哈尔滨市 方正县
3 永建灌区 3.00 哈尔滨市 方正县
4 宝兴灌区 1.16 哈尔滨市 方正县
5 大罗密灌区 1.00 哈尔滨市 方正县
6 伊汉通灌区 1.20 哈尔滨市 方正县
7 柳河灌区 1.00 哈尔滨市 木兰县
8 五一灌区 1.50 哈尔滨市 木兰县
9 马延灌区 4.10 哈尔滨市 尚志市
10 黑龙宫水库灌区 3.50 哈尔滨市 尚志市
11 河东灌区 3.30 哈尔滨市 尚志市
12 大泥河灌区 2.65 哈尔滨市 尚志市
13 鱼池灌区 1.99 哈尔滨市 尚志市
14 庆阳灌区 1.86 哈尔滨市 尚志市
15 三股流水库灌区 1.00 哈尔滨市 尚志市
16 亚布力灌区 1.00 哈尔滨市 尚志市
17 长山灌区 2.00 哈尔滨市 五常市
18 沙河子灌区 2.85 哈尔滨市 五常市
19 冲河灌区 4.00 哈尔滨市 五常市
20 二河灌区 1.43 哈尔滨市 五常市
21 民乐灌区 4.00 哈尔滨市 五常市
22 山河兴灌区 4.25 哈尔滨市 五常市
23 向阳山灌区 3.00 哈尔滨市 五常市
24 兴盛灌区 1.20 哈尔滨市 五常市
25 关门山水库灌区 3.36 哈尔滨市 延寿县

黑龙江省中型灌区名录

黑龙江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新城水库灌区 1.71 哈尔滨市 延寿县
27 中和灌区 2.60 哈尔滨市 延寿县
28 山河灌区 3.00 哈尔滨市 延寿县
29 东明灌区 1.50 哈尔滨市 延寿县
30 盘龙灌区 1.20 哈尔滨市 延寿县
31 朝阳灌区 1.60 哈尔滨市 延寿县
32 黄泥河灌区 1.66 哈尔滨市 延寿县
33 永发灌区 3.86 哈尔滨市 依兰县
34 新立灌区 4.50 哈尔滨市 依兰县
35 红旗灌区 1.90 哈尔滨市 依兰县
36 江湾灌区 1.45 哈尔滨市 巴彦县
37 丰农水库灌区 1.20 哈尔滨市 巴彦县
38 二龙山灌区 2.35 哈尔滨市 宾县
39 先锋灌区 2.90 哈尔滨市 宾县
40 泥南灌区 4.00 哈尔滨市 呼兰区
41 腰堡灌区 1.13 哈尔滨市 呼兰区
42 转心湖灌区 1.50 哈尔滨市 通河县
43 浓河灌区 3.70 哈尔滨市 通河县
44 铧子山水库灌区 1.50 哈尔滨市 通河县
45 岔林河二号坝灌区 2.50 哈尔滨市 通河县
46 岔林河三号坝灌区 4.05 哈尔滨市 通河县
47 大通河灌区 1.45 哈尔滨市 通河县
48 祥顺灌区 3.50 哈尔滨市 通河县
49 西北河灌区 3.41 哈尔滨市 通河县
50 大古洞灌区 2.30 哈尔滨市 通河县
51 小古洞灌区 1.40 哈尔滨市 通河县
52 上游灌区 1.80 齐齐哈尔市 依安县

黑龙江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双阳河灌区 1.36 齐齐哈尔市 依安县
54 大兴灌区 1.50 齐齐哈尔市 泰来县
55 创业灌区 1.30 齐齐哈尔市 泰来县
56 老局子灌区 4.80 齐齐哈尔市 泰来县
57 四方山灌区 1.37 齐齐哈尔市 甘南县
58 兴隆灌区 1.50 齐齐哈尔市 甘南县
59 太平山灌区 4.21 齐齐哈尔市 甘南县
60 查平灌区 4.35 齐齐哈尔市 甘南县
61 三家子灌区 1.48 齐齐哈尔市 富裕县
62 小泉子灌区 1.12 齐齐哈尔市 富裕县
63 古城灌区 1.00 齐齐哈尔市 克山县
64 宏伟水库灌区 1.60 齐齐哈尔市 克山县
65 新生灌区 2.15 齐齐哈尔市 克东县
66 三道镇灌区 1.76 齐齐哈尔市 拜泉县
67 讷南灌区 4.50 齐齐哈尔市 讷河市
68 老莱灌区 1.25 齐齐哈尔市 讷河市
69 兴旺灌区 4.11 齐齐哈尔市 讷河市
70 大昂灌区 3.17 齐齐哈尔市 昂昂溪区
71 丰荣灌区 1.20 齐齐哈尔市 碾子山区
72 雅尔塞灌区 1.10 齐齐哈尔市 梅里斯区
73 化木灌区 1.02 齐齐哈尔市 梅里斯区
74 莽格吐泵站灌区 1.62 齐齐哈尔市 梅里斯区
75 鲜明灌区 1.00 齐齐哈尔市 梅里斯区
76 阿伦河灌区 1.01 齐齐哈尔市 梅里斯区
77 北济灌区 1.35 齐齐哈尔市 龙江县
78 东华灌区 1.50 齐齐哈尔市 龙江县
79 马场灌区 2.40 齐齐哈尔市 龙江县

黑龙江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三兴灌区 1.10 齐齐哈尔市 龙江县
81 九龙灌区 2.10 齐齐哈尔市 龙江县、碾子山区
82 建华联合灌区 1.34 齐齐哈尔市 建华区
83 河北灌区 2.61 齐齐哈尔市 北大荒齐齐哈尔分公司（依安县依安农场）
84 河南灌区 3.66 齐齐哈尔市 北大荒齐齐哈尔分公司（依安县依安农场）
85 富裕牧场灌区 3.93 齐齐哈尔市 北大荒齐齐哈尔分公司（富裕县富裕农场）
86 镜泊灌区 2.27 牡丹江市 宁安市
87 海浪灌区 2.68 牡丹江市 宁安市
88 沙兰灌区 1.78 牡丹江市 宁安市
89 马河灌区 1.82 牡丹江市 宁安市
90 宁安镇灌区 2.25 牡丹江市 宁安市
91 北湖灌区 1.12 牡丹江市 宁安市
92 迎门山灌区 2.17 牡丹江市 北大荒牡丹江分公司（宁安市宁安农场）
93 新合灌区 2.96 牡丹江市 海林市
94 旧街灌区 1.20 牡丹江市 海林市
95 山市灌区 1.10 牡丹江市 海林市
96 福禄灌区 2.51 牡丹江市 穆棱市
97 共和灌区 2.20 牡丹江市 穆棱市
98 海南灌区 2.86 牡丹江市 西安区
99 干沟子灌区 1.40 牡丹江市 西安区
100 亮子河灌区 2.25 牡丹江市 阳明区
101 爱河灌区 1.15 牡丹江市 阳明区
102 万寿灌区 1.15 牡丹江市 林口县
103 五双灌区 1.20 牡丹江市 林口县
104 三四道灌区 1.30 牡丹江市 林口县
105 小龙爪灌区 1.50 牡丹江市 林口县
106 建堂灌区 1.35 牡丹江市 林口县

黑龙江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刁翎灌区 1.50 牡丹江市 林口县
108 中山阳灌区 1.10 牡丹江市 林口县
109 海丰灌区 1.85 佳木斯市 抚远县
110 共和灌区 3.90 佳木斯市 桦南县
111 金沙灌区 2.50 佳木斯市 桦南县
112 松江灌区 3.10 佳木斯市 东风区
113 莲望灌区 1.68 佳木斯市 郊区
114 大头山灌区 1.80 佳木斯市 郊区
115 永安灌区 1.80 佳木斯市 郊区
116 三江口灌区 1.50 佳木斯市 同江镇
117 鹤立河二库灌区 1.19 佳木斯市 北大荒宝泉岭分公司（汤原县新华农场）
118 三合灌区 1.95 佳木斯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桦南县曙光农场）
119 当权灌区 1.80 大庆市 肇源县
120 永利灌区 2.00 大庆市 肇源县
121 薄荷台灌区 4.18 大庆市 肇源县
122 巴尔等灌区 1.10 大庆市 杜蒙县
123 安平灌区 1.20 大庆市 杜蒙县
124 哈拉岗子灌区 1.50 大庆市 杜蒙县
125 太和灌区 1.50 大庆市 杜蒙县
126 小河口灌区 2.00 大庆市 杜蒙县
127 大山灌区 2.85 大庆市 北大荒齐齐哈尔分公司（杜蒙县大山种羊场）
128 隆山灌区 2.20 大庆市 林甸县
129 马场灌区 1.00 大庆市 林甸县
130 义和泵站灌区 1.80 大庆市 林甸县
131 桃山灌区 2.10 伊春市 铁力市
132 北关灌区 3.00 伊春市 铁力市
133 安邦河灌区 1.59 伊春市 铁力市

黑龙江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34 东方红灌区 1.10 伊春市 铁力市
135 阿北灌区 3.20 鸡西市 虎林市
136 虎头灌区 4.67 鸡西市 虎林市
137 石头河灌区 2.37 鸡西市 虎林市
138 知一灌区 3.20 鸡西市 密山市
139 永兴灌区 2.20 鹤岗市 绥滨县
140 安邦灌区 2.40 双鸭山市 集贤县
141 鲜兴灌区 2.20 双鸭山市 集贤县
142 红旗灌区 1.10 双鸭山市 集贤县
143 灯塔灌区 1.00 双鸭山市 宝清县
144 宝石河灌区 1.30 双鸭山市 宝清县
145 东山灌区 1.21 双鸭山市 宝清县
146 七星泡灌区 1.30 双鸭山市 宝清县
147 东胜灌区 1.97 双鸭山市 宝清县
148 幸福灌区 3.56 双鸭山市 宝清县
149 大岱河灌区 2.00 双鸭山市 饶河县
150 小佳河灌区 2.00 双鸭山市 饶河县
151 大佳河灌区 4.91 双鸭山市 饶河县
152 西林子乡灌区 1.12 双鸭山市 饶河县
153 笔架山灌区 3.00 双鸭山市 监狱管理局（集贤县笔架山农场）
154 长兴灌区 1.05 七台河市 新兴区
155 铁中灌区 1.10 七台河市 茄子河区
156 泥鳅河灌区 1.02 七台河市 茄子河区
157 吉兴河水库灌区 1.50 七台河市 勃利县
158 互助水库灌区 1.78 七台河市 勃利县
159 倭肯灌区 3.00 七台河市 勃利县
160 中鲜灌区 4.50 七台河市 勃利县

黑龙江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61 海北灌区 3.10 绥化市 海伦市
162 东边灌区 2.20 绥化市 海伦市
163 九龙口水库灌区 2.23 绥化市 海伦市
164 复兴灌区 4.57 绥化市 肇东市
165 胜利灌区 1.05 绥化市 青冈县
166 劳模灌区 3.50 绥化市 庆安县
167 同乐灌区 1.20 绥化市 庆安县
168 兰河灌区 2.60 绥化市 庆安县
169 建业灌区 2.10 绥化市 庆安县
170 柳河灌区 2.00 绥化市 庆安县
171 丰田灌区 4.60 绥化市 庆安县
172 爱国灌区 1.03 绥化市 明水县
173 长岗灌区 1.50 绥化市 兰西县
174 兴和灌区 4.30 绥化市 北林区
175 义和抽水灌区 1.00 绥化市 北林区
176 四方台灌区 1.20 绥化市 北林区
177 主星灌区 4.00 黑河市 北安市
178 东星灌区 1.60 黑河市 北安市
179 建设灌区 1.50 黑河市 五大连池市
180 石龙灌区 2.10 黑河市 五大连池市
181 三永灌区 2.10 黑河市 五大连池市
182 永丰灌区 2.50 黑河市 监狱管理局（五大连池市）
183 伏尔基河灌区 1.10 鹤岗市 北大荒宝泉岭分公司（鹤岗市东山区新华农场）
184 31队提水灌区 3.00 鹤岗市 北大荒宝泉岭分公司（萝北县宝泉岭农场）
185 友谊灌区 3.00 双鸭山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友谊县友谊农场）
186 永久灌区 2.25 双鸭山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宝山区友谊农场）
187 蛤蟆河灌区 1.00 双鸭山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宝清县853农场）

黑龙江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88 新跃灌区 2.00 双鸭山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宝清县853农场）
189 宝林灌区 1.65 双鸭山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宝清县853农场）
190 前进灌区 2.55 双鸭山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宝清县853农场）
191 雁窝西灌区 4.00 双鸭山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宝清县853农场）
192 雁窝东灌区 4.00 双鸭山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宝清县853农场）
193 浪窝灌区 1.70 双鸭山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饶河县红旗岭农场）
194 劲松灌区 1.20 双鸭山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宝清县853农场）
195 红星灌区 2.70 鸡西市 北大荒牡丹江分公司（密山市855农场）
196 红领巾水库灌区 1.00 鸡西市 北大荒牡丹江分公司（密山市857农场）
197 锅盔河灌区 1.00 鸡西市 北大荒牡丹江分公司（鸡东县8510农场）
198 当壁镇灌区 1.00 鸡西市 北大荒牡丹江分公司（密山市8510农场）
199 七区灌区 1.70 鸡西市 北大荒牡丹江分公司（密山市8511农场）
200 大穆棱河灌区 2.00 鸡西市 北大荒牡丹江分公司（虎林市庆丰农场）
201 西大岗提水灌区 4.50 鸡西市 北大荒牡丹江分公司（虎林市云山农场）
202 云山北灌区 4.78 鸡西市 北大荒牡丹江分公司（虎林市云山农场）
203 青石岭灌区 2.95 黑河市 北大荒北安分公司（五大连池市建设农场）
204 望山灌区 1.20 伊春市 北大荒北安分公司（铁力市铁力农场）
205 王杨北灌区 3.00 伊春市 北大荒北安分公司（铁力市铁力农场）
206 靠山河灌区 2.20 绥化市 北大荒绥化分公司（庆安县柳河农场）
207 庆阳灌区 2.54 哈尔滨市 北大荒哈尔滨分公司（延寿县庆阳农场）
1 万家灌区 7.50 哈尔滨市 道里区
2 新仁灌区 5.50 哈尔滨市 道外区
3 蚂蚁河灌区 7.00 哈尔滨市 方正县
4 双龙灌区 5.30 哈尔滨市 方正县
5 白杨木灌区 7.64 哈尔滨市 木兰县
6 五常灌区 8.30 哈尔滨市 五常市
7 加信灌区 7.20 哈尔滨市 延寿县

一般中型灌区

黑龙江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 巴兰河灌区 17.25 哈尔滨市 依兰县
9 沿江灌区 5.45 哈尔滨市 巴彦县
10 巴彦港灌区 5.97 哈尔滨市 巴彦县
11 松花江乡灌区 13.26 哈尔滨市 巴彦县
12 岔林河一号坝灌区 5.70 哈尔滨市 通河县
13 依山提水灌区 6.00 哈尔滨市 通河县
14 太阳沟提水灌区 5.12 哈尔滨市 通河县
15 跃进灌区 10.10 齐齐哈尔市 依安县
16 抗旱灌溉引水灌区 8.00 齐齐哈尔市 泰来县
17 四间房灌区 6.00 齐齐哈尔市 泰来县
18 托力河灌区 8.00 齐齐哈尔市 泰来县
19 东兴灌区 5.99 齐齐哈尔市 泰来县
20 洪家灌区 6.00 齐齐哈尔市 泰来县
21 宁姜灌区 5.40 齐齐哈尔市 泰来县
22 东巨灌区 8.00 齐齐哈尔市 甘南县
23 龙安桥灌区 5.75 齐齐哈尔市 富裕县
24 塔哈灌区 6.30 齐齐哈尔市 富裕县
25 富西灌区 7.97 齐齐哈尔市 富裕县
26 讷河直供灌区 10.14 齐齐哈尔市 讷河市
27 太和灌区 8.73 齐齐哈尔市 讷河市
28 全胜灌区 6.00 齐齐哈尔市 讷河市
29 红岸温水灌区 10.20 齐齐哈尔市 富拉尔基区、龙江县
30 雅嫩灌区 10.50 齐齐哈尔市 龙江县
31 新安灌区 5.50 牡丹江市 海林市
32 八面通灌区 5.73 牡丹江市 穆棱市
33 穆兴灌区 5.30 牡丹江市 穆棱市
34 三岔口灌区 7.68 牡丹江市 东宁市

重点中型灌区黑龙江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35 大鲜灌区 8.50 佳木斯市 桦南县
36 七虎力灌区 14.30 佳木斯市 桦南县
37 汤旺河灌区 20.21 佳木斯市 汤原县
38 振兴灌区 8.90 佳木斯市 汤原县
39 星火灌区 10.50 佳木斯市 东风区、桦川县
40 新河宫排灌站 14.60 佳木斯市 桦川县
41 新城灌区 7.45 佳木斯市 桦川县
42 莲江口灌区 13.60 佳木斯市 监狱管理局（效区莲江口农场）
43 联丰灌区 5.80 绥化市 海伦市
44 群英灌区 13.60 佳木斯市 郊区
45 红旗灌区 5.85 佳木斯市 富锦市
46 红卫灌区 7.03 佳木斯市 富锦市
47 成功灌区 5.00 大庆市 肇源县
48 立陡山灌区 7.67 大庆市 肇源县
49 新站灌区 9.10 大庆市 肇源县
50 八家河灌区 8.62 大庆市 肇源县
51 三站灌区 7.80 大庆市 肇源县
52 肇农灌区 6.00 大庆市 北大荒绥化分公司（肇源县肇源农场）
53 中心灌区 16.87 大庆市 肇源县
54 民意灌区 5.63 大庆市 肇源县
55 绰尔屯灌区 6.80 大庆市 杜蒙县
56 他拉哈灌区 5.92 大庆市 杜蒙县
57 拉海灌区 10.50 大庆市 杜蒙县
58 东升灌区 8.00 大庆市 林甸县
59 王杨灌区 7.01 伊春市 铁力市
60 大西南岔灌区 7.60 鸡西市 虎林市
61 富密灌区 12.70 鸡西市 密山市

黑龙江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62 湖滨灌区 8.95 鸡西市 密山市
63 青年灌区 22.50 鸡西市 密山市
64 新华灌区 11.17 鹤岗市 东山区
65 团结灌区 13.91 鹤岗市 东山区
66 敖来灌区 7.80 鹤岗市 绥滨县
67 兴安灌区 9.39 鹤岗市 绥滨县
68 凤翔灌区 5.61 鹤岗市 萝北县
69 珍宝岛灌区 6.00 双鸭山市 饶河县
70 东方红灌区 9.50 绥化市 海伦市
71 卫星灌区 5.00 绥化市 望奎县
72 山头芦灌区 7.50 绥化市 望奎县
73 银河灌区 5.45 绥化市 肇东市
74 泥河灌区 5.00 绥化市 兰西县
75 和平灌区 10.80 绥化市 庆安县
76 津河灌区 6.50 绥化市 北林区
77 永安灌区 7.50 绥化市 北林区
78 幸福灌区 6.00 绥化市 北林区
79 星火灌区 5.00 绥化市 北大荒绥化分公司（海伦市海伦农场）
80 宋集屯灌区 5.00 黑河市 爱辉区
81 跃进灌区 6.80 黑河市 北大荒北安分公司（五大连池市二龙山农场）
82 清河灌区 5.00 双鸭山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宝清县853农场）
83 饶河灌区 21.83 双鸭山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饶河县饶河农场）
84 红旗岭灌区 6.00 双鸭山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饶河县红旗岭农场）
85 红岩灌区 12.00 双鸭山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宝清县红旗岭农场）
86 挠力河灌区 5.00 双鸭山市 北大荒红兴隆分公司（宝清县597农场）
87 云山南灌区 5.51 鸡西市 北大荒牡丹江分公司（虎林市8510农场）
88 穆兴灌区 10.05 鸡西市 北大荒牡丹江分公司（虎林市856农场）

黑龙江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9 朝阳灌区 6.70 鸡西市 北大荒牡丹江分公司（密山市857农场）
90 阿南灌区 7.60 鸡西市 北大荒牡丹江分公司（虎林市854农场）
91 泰来灌区 5.00 齐齐哈尔市 北大荒齐齐哈尔分公司（泰来县泰来农场）
92 种畜场团结灌区 5.24 齐齐哈尔市 北大荒齐齐哈尔分公司（铁锋区齐齐哈尔种畜场）

黑龙江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上    海

上海市中型灌区名录

无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东阳万安圩灌区 4.98 南京市 江宁区
2 五圩灌区 1.50 南京市 江宁区
3 下坝灌区 2.56 南京市 江宁区
4 星辉洪幕灌区 2.04 南京市 江宁区
5 三合圩灌区 2.28 南京市 浦口区
6 石桥灌区 1.41 南京市 浦口区
7 北城圩灌区 1.15 南京市 浦口区
8 草场圩灌区 1.02 南京市 浦口区
9 浦口沿江灌区 4.23 南京市 浦口区
10 浦口沿滁灌区 4.86 南京市 浦口区
11 方便灌区 4.80 南京市 溧水区
12 卧龙水库灌区 3.84 南京市 溧水区
13 无想寺灌区 2.03 南京市 溧水区
14 毛公铺灌区 1.61 南京市 溧水区
15 明觉环山河灌区 1.13 南京市 溧水区
16 赭山头水库灌区 1.80 南京市 溧水区
17 新桥河灌区 4.00 南京市 溧水区
18 长城圩灌区 1.06 南京市 江北新区
19 玉带圩灌区 2.80 南京市 江北新区
20 延佑双城灌区 2.27 南京市 江北新区
21 相国圩灌区 3.00 南京市 高淳区
22 永胜圩灌区 2.31 南京市 高淳区
23 胜利圩灌区 1.55 南京市 高淳区
24 保胜圩灌区 1.15 南京市 高淳区
25 龙袍圩灌区 4.19 南京市 六合区

江苏省中型灌区名录

江    苏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新集灌区 2.35 南京市 六合区
27 溪北圩灌区 1.60 无锡市 宜兴市
28 河东灌区 4.50 徐州市 睢宁县
29 合沟灌区 4.20 徐州市 新沂市
30 运南灌区 3.00 徐州市 贾汪区
31 二八河灌区 3.50 徐州市 贾汪区
32 长青沙灌区 1.25 南通市 如皋市
33 昌黎水库灌区 4.00 连云港市 东海县
34 羽山水库灌区 2.00 连云港市 东海县
35  贺庄水库灌区 2.00 连云港市 东海县
36 横沟水库灌区 4.00 连云港市 东海县
37 房山水库灌区 4.00 连云港市 东海县
38 大石埠水库灌区 1.80 连云港市 东海县
39 陈栈水库灌区 1.20 连云港市 东海县
40 芦窝水库灌区 1.50 连云港市 东海县
41 灌西盐场灌区 1.50 连云港市 灌云县
42 涟西灌区 4.65 连云港市 灌南县
43 阚岭翻水站灌区 2.50 连云港市 赣榆区
44 八条路水库灌区 2.90 连云港市 赣榆区
45 王集水库灌区 1.50 连云港市 赣榆区
46 红领巾水库灌区 2.21 连云港市 赣榆区
47 横山水库灌区 1.17 连云港市 赣榆区
48 孙庄灌区 4.20 连云港市 海州区
49 刘顶灌区 3.50 连云港市 海州区
50 振兴圩灌区 3.06 淮安市 金湖县
51 洪湖圩灌区 2.20 淮安市 金湖县
52 郑家圩灌区 1.63 淮安市 金湖县

江    苏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花元灌区 2.54 盐城市 射阳县
54 川彭灌区 4.96 盐城市 射阳县
55 安东灌区 4.00 盐城市 射阳县
56 跃中灌区 2.90 盐城市 射阳县
57 东厦灌区 1.40 盐城市 射阳县
58 王开灌区 1.63 盐城市 射阳县
59 安石灌区 1.91 盐城市 射阳县
60 三圩灌区 4.48 盐城市 大丰区
61 东里灌区 2.28 盐城市 东台市
62 甘泉灌区 2.50 扬州市 邗江区
63 杨寿灌区 2.30 扬州市 邗江区
64 沿湖灌区 4.80 扬州市 邗江区
65 方翻灌区 4.90 扬州市 邗江区
66 槐泗灌区 2.10 扬州市 邗江区
67 红星灌区 1.09 扬州市 仪征市
68 凤岭灌区 1.25 扬州市 仪征市
69 朱桥灌区 3.54 扬州市 仪征市
70 稽山灌区 2.90 扬州市 仪征市
71 东风灌区 2.31 扬州市 仪征市
72 白羊山灌区 3.74 扬州市 仪征市
73 刘集红光灌区 3.66 扬州市 仪征市
74 高营灌区 3.21 扬州市 仪征市
75 红旗灌区 3.18 扬州市 仪征市
76 秦桥灌区 1.83 扬州市 仪征市
77 通新集灌区 1.47 扬州市 仪征市
78 烟台山灌区 1.34 扬州市 仪征市
79 青山灌区 4.17 扬州市 仪征市

江    苏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十二圩灌区 2.91 扬州市 仪征市
81 小辛灌区 1.10 镇江市 丹徒区
82 后马灌区 1.20 镇江市 丹徒区
83 西来灌区 3.50 泰州市 靖江市
84 红旗灌区 2.00 宿迁市 泗洪县
85 曹庙灌区 2.60 宿迁市 泗洪县
86 江心沙农场灌区 1.40 南通市 海门市
87 弶港农场灌区 4.93 盐城市 东台市
88 三河农场灌区 4.20 淮安市 盱眙区
89 云台农场灌区 1.90 连云港市 海州区
90 复兴圩农场灌区 1.17 淮安市 金湖县
91 东坝头农场灌区 1.32 盐城市 大丰区
92 白马湖农场灌区 4.86 淮安市 淮安区
93 宝应湖农场灌区 3.63 淮安市 金湖县
1 横溪河-赵村水库灌区 13.91 南京市 江宁区
2 江宁河灌区 10.19 南京市 江宁区
3 汤水河灌区 17.12 南京市 江宁区
4 周岗圩灌区 7.61 南京市 江宁区
5 三岔灌区 9.42 南京市 浦口区
6 侯家坝灌区 5.40 南京市 浦口区
7 湫湖灌区 8.91 南京市 溧水区
8 石臼湖灌区 9.00 南京市 溧水区
9 永丰圩灌区 7.15 南京市 高淳区
10 新禹河灌区 16.00 南京市 六合区
11 金牛湖灌区 14.36 南京市 六合区
12 山湖灌区 28.00 南京市 六合区
13 复新河灌区 29.60 徐州市 丰县

一般中型灌区

重点中型灌区

江    苏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4 四联河灌区 22.50 徐州市 丰县
15 苗城灌区 17.20 徐州市 丰县
16 大沙河灌区 24.70 徐州市 丰县
17 郑集南支河灌区 23.60 徐州市 丰县
18 灌婴灌区 10.69 徐州市 沛县
19 候阁灌区 20.47 徐州市 沛县
20 邹庄灌区 19.97 徐州市 沛县
21 上级湖灌区 11.78 徐州市 沛县
22 胡寨灌区 8.67 徐州市 沛县
23 苗洼灌区 13.38 徐州市 沛县
24 沛城灌区 14.22 徐州市 沛县
25 五段灌区 7.80 徐州市 沛县
26 陈楼灌区 17.52 徐州市 沛县
27 王山站灌区 29.60 徐州市 铜山区
28 运南灌区 18.20 徐州市 铜山区
29 郑集河灌区 29.00 徐州市 铜山区
30 房亭河灌区 11.10 徐州市 铜山区
31 马坡灌区 5.50 徐州市 铜山区
32 丁万河灌区 9.02 徐州市 铜山区
33 湖东滨湖灌区 11.20 徐州市 铜山区
34 大运河灌区 11.48 徐州市 铜山区
35 奎河灌区 6.02 徐州市 铜山区
36 高集灌区 15.00 徐州市 睢宁县
37 黄河灌区 29.90 徐州市 睢宁县
38 关庙灌区 10.00 徐州市 睢宁县
39 庆安灌区 9.30 徐州市 睢宁县
40 沙集灌区 29.90 徐州市 睢宁县

重点中型灌区江    苏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41 岔河灌区 29.50 徐州市 邳州市
42 银杏湖灌区 14.20 徐州市 邳州市
43 邳城灌区 23.50 徐州市 邳州市
44 民便河灌区 8.60 徐州市 邳州市
45 沂运灌区 13.00 徐州市 新沂市
46 高阿灌区 12.00 徐州市 新沂市
47 棋新灌区 16.46 徐州市 新沂市
48 沂沭灌区 25.42 徐州市 新沂市
49 不牢河灌区 19.00 徐州市 贾汪区
50 东风灌区 5.00 徐州市 贾汪区
51 子姚河灌区 5.00 徐州市 贾汪区
52 大溪水库灌区 7.60 常州市 溧阳市
53 沙河水库灌区 7.23 常州市 溧阳市
54 通扬灌区 29.72 南通市 如皋市
55 焦港灌区 22.50 南通市 如皋市
56 如皋港灌区 7.92 南通市 如皋市
57 红星灌区 8.20 南通市 海安市
58 新通扬灌区 29.89 南通市 海安市
59 丁堡灌区 14.55 南通市 海安市
60 江海灌区 28.90 南通市 如东县
61 九洋灌区 26.00 南通市 如东县
62 马丰灌区 27.50 南通市 如东县
63 如环灌区 8.10 南通市 如东县
64 新建河灌区 8.01 南通市 如东县
65 掘苴灌区 9.97 南通市 如东县
66 九遥河灌区 14.75 南通市 如东县
67 九圩港灌区 22.12 南通市 通州区

江    苏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68 余丰灌区 15.85 南通市 通州区
69 团结灌区 15.87 南通市 通州区
70 合南灌区 6.10 南通市 启东市
71 三条港灌区 6.96 南通市 启东市
72 通兴灌区 5.86 南通市 启东市
73 悦来灌区 11.59 南通市 海门区
74 常乐灌区 6.58 南通市 海门区
75 正余灌区 5.33 南通市 海门区
76 余东灌区 5.31 南通市 海门区
77 安峰山水库灌区 10.70 连云港市 东海县
78 红石渠灌区 13.00 连云港市 东海县
79 官沟河灌区 23.90 连云港市 灌云县
80 叮当河灌区 20.60 连云港市 灌云县
81 界北灌区 20.00 连云港市 灌云县
82 界南灌区 25.83 连云港市 灌云县
83 一条岭灌区 28.30 连云港市 灌云县
84 柴沂灌区 6.04 连云港市 灌南县
85 柴塘灌区 6.02 连云港市 灌南县
86 涟中灌区 29.80 连云港市 灌南县
87 灌北灌区 17.50 连云港市 灌南县
88 淮涟灌区 10.37 连云港市 灌南县
89 沂南灌区 8.38 连云港市 灌南县
90 古城翻水站灌区 7.20 连云港市 赣榆区
91 东辛农场灌区 15.00 连云港市 徐圩新区
92 运西灌区 21.70 淮安市 淮安区
93 淮南圩灌区 16.15 淮安市 金湖县
94 利农河灌区 9.61 淮安市 金湖县

江    苏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95 官塘灌区 5.40 淮安市 金湖县
96 涟中灌区 25.72 淮安市 涟水县
97 顺河洞灌区 11.70 淮安市 清江浦区
98 蛇家坝灌区 10.30 淮安市 清江浦区
99 东灌区 28.36 淮安市 盱眙县
100 官滩灌区 7.50 淮安市 盱眙县
101 桥口灌区 8.30 淮安市 盱眙县
102 姬庄灌区 7.32 淮安市 盱眙县
103 河桥灌区 6.20 淮安市 盱眙县
104 三墩灌区 6.50 淮安市 盱眙县
105 临湖灌区 20.00 淮安市 淮阴区
106 六套干渠灌区 15.93 盐城市 响水县
107 淮北干渠灌区 7.95 盐城市 响水县
108 黄响河灌区 18.64 盐城市 响水县
109 大寨河灌区 7.85 盐城市 响水县
110 双南干渠灌区 21.30 盐城市 响水县
111 南干渠灌区 11.43 盐城市 响水县
112 陈涛灌区 22.00 盐城市 滨海县
113 南干灌区 21.76 盐城市 滨海县
114 张弓灌区 25.00 盐城市 滨海县
115 渠北灌区 16.55 盐城市 阜宁县
116 沟墩灌区 9.58 盐城市 阜宁县
117 陈良灌区 6.10 盐城市 阜宁县
118 吴滩灌区 9.13 盐城市 阜宁县
119 川南灌区 15.60 盐城市 大丰区
120 斗西灌区 10.02 盐城市 大丰区
121 斗北灌区 23.93 盐城市 大丰区

江    苏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22 红旗灌区 7.30 盐城市 射阳县
123 陈洋灌区 11.67 盐城市 射阳县
124 桥西灌区 11.60 盐城市 射阳县
125 东南灌区 10.96 盐城市 盐都区
126 龙冈灌区 6.94 盐城市 盐都区
127 红九灌区 12.50 盐城市 盐都区
128 大纵湖灌区 8.50 盐城市 盐都区
129 学富灌区 7.50 盐城市 盐都区
130 盐东灌区 6.10 盐城市 亭湖区
131 黄尖灌区 5.50 盐城市 亭湖区
132 上冈灌区 23.30 盐城市 建湖县
133 宝塔灌区 6.48 盐城市 建湖县
134 高作灌区 7.38 盐城市 建湖县
135 庆丰灌区 9.40 盐城市 建湖县
136 盐建灌区 13.80 盐城市 建湖县
137 永丰灌区 18.16 扬州市 宝应县
138 庆丰灌区 14.50 扬州市 宝应县
139 临城灌区 10.67 扬州市 宝应县
140 泾河灌区 10.04 扬州市 宝应县
141 宝射河灌区 28.64 扬州市 宝应县
142 宝应灌区 29.79 扬州市 宝应县
143 司徒灌区 18.58 扬州市 高邮市
144 汉留灌区 12.28 扬州市 高邮市
145 三垛灌区 11.89 扬州市 高邮市
146 向阳河灌区 15.46 扬州市 高邮市
147 红旗河灌区 18.18 扬州市 江都区
148 团结河灌区 9.28 扬州市 江都区

重点中型灌区江    苏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49 三阳河灌区 11.80 扬州市 江都区
150 野田河灌区 11.56 扬州市 江都区
151 向阳河灌区 15.95 扬州市 江都区
152 塘田灌区 6.63 扬州市 仪征市
153 月塘灌区 10.74 扬州市 仪征市
154 沿江灌区 9.56 扬州市 广陵区
155 北山灌区 15.20 镇江市 句容市
156 赤山湖灌区 19.10 镇江市 句容市
157 长山灌区 5.72 镇江市 丹徒区
158 孤山灌区 8.97 泰州市 靖江市
159 黄桥灌区 24.00 泰州市 泰兴市
160 高港灌区 9.80 泰州市 高港区
161 溱潼灌区 26.53 泰州市 姜堰区
162 周山河灌区 29.87 泰州市 姜堰区
163 卤西灌区 5.30 泰州市 海陵区
164 西部灌区 15.50 泰州市 靖江市
165 皂河灌区 22.80 宿迁市 宿城区
166 嶂山灌区 9.10 宿迁市 宿豫区
167 柴沂灌区 17.60 宿迁市 沭阳县
168 古泊灌区 18.90 宿迁市 沭阳县
169 淮西灌区 24.10 宿迁市 沭阳县
170 沙河灌区 25.40 宿迁市 沭阳县
171 新北灌区 12.70 宿迁市 沭阳县
172 新华灌区 21.50 宿迁市 泗阳县
173 安东河灌区 23.90 宿迁市 泗洪县
174 蔡圩灌区 23.50 宿迁市 泗洪县
175 车门灌区 5.50 宿迁市 泗洪县

重点中型灌区江    苏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76 雪枫灌区 21.21 宿迁市 泗洪县
177 大中农场 7.60 盐城市 大丰区
178 五图河农场 8.10 连云港市 灌云县
179 洪泽湖农场 9.70 宿迁市 泗洪县
180 岗埠农场灌区 6.69 连云港市 海州区
181 黄海农场灌区 15.50 盐城市 响水县
182 临海农场灌区 7.23 盐城市 射阳县
183 淮海农场灌区 7.78 盐城市 射阳县
184 新曹农场灌区 7.66 盐城市 东台市
185 新洋农场灌区 6.00 盐城市 射阳县
186 滨淮农场灌区 5.30 盐城市 滨海县

江    苏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桐庐县江南灌区 3.08 杭州市 桐庐县
2 大嵩滨海灌区 4.78 宁波市 鄞州区
3 宁锋灌区 1.30 宁波市 海曙区
4 河姆渡灌区 3.09 宁波市 余姚市
5 陆埠灌区 3.33 宁波市 余姚市
6 三七市灌区 2.85 宁波市 余姚市
7 丈亭灌区 2.57 宁波市 余姚市
8 马站灌区 2.21 温州市 苍南县
9 北引灌区 2.02 温州市 平阳县
10 大河口水库灌区 1.80 湖州市 安吉县
11 荆湾灌区 1.30 湖州市 安吉县
12 天子岗水库灌区 2.50 湖州市 安吉县
13 城南灌区 2.04 湖州市 德清县
14 湘溪灌区 4.18 湖州市 德清县
15 排东中格局灌区 1.31 湖州市 南浔区
16 排西中格局灌区 1.19 湖州市 南浔区
17 善含中格局灌区 1.53 湖州市 南浔区
18 曹大圩灌区 1.69 湖州市 长兴县
19 观音桥联合灌区 1.74 湖州市 长兴县
20 和平水库灌区 1.46 湖州市 长兴县
21 虹星桥灌区 2.60 湖州市 长兴县
22 黄巢灌区 1.10 湖州市 长兴县
23 里塘联合圩灌区 1.60 湖州市 长兴县
24 莲花圩灌区 1.24 湖州市 长兴县
25 三乡联合圩灌区 1.20 湖州市 长兴县

浙江省中型灌区名录

浙    江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泗安水库灌区 2.00 湖州市 长兴县
27 长城灌区 1.62 湖州市 长兴县
28 白马墩灌区 3.89 嘉兴市 桐乡市
29 元丰灌区 1.57 嘉兴市 桐乡市
30 平水江水库灌区 2.40 绍兴市

柯桥区
越城区

31 白柴爿水库灌区 1.08 绍兴市 嵊州市
32 坂头水库灌区 2.30 绍兴市 嵊州市
33 眠牛弄水库灌区 1.30 绍兴市 嵊州市
34 前岩水库灌区 2.00 绍兴市 嵊州市
35 上东水库灌区 1.00 绍兴市 嵊州市
36 剡源水库灌区 1.05 绍兴市 嵊州市
37 渔溪坑水库灌区 1.34 绍兴市 嵊州市
38 张村水库灌区 1.40 绍兴市 嵊州市
39 长诏水库中干渠灌区 3.50 绍兴市 嵊州市
40 陈石灌区 4.97 绍兴市 诸暨市
41 安华水库灌区 4.84 绍兴市 诸暨市
42 白塔湖灌区 4.00 绍兴市 诸暨市
43 东泌湖灌区 1.58 绍兴市 诸暨市
44 连七湖灌区 1.98 绍兴市 诸暨市
45 青山水库灌区 1.50 绍兴市 诸暨市
46 五泄水库灌区 1.40 绍兴市 诸暨市
47 西泌湖灌区 2.20 绍兴市 诸暨市
48 幸双灌区 2.32 绍兴市 诸暨市
49 征天水库灌区 1.80 绍兴市 诸暨市
50 朱公湖灌区 1.35 绍兴市 诸暨市
51 前丁水库灌区 1.50 绍兴市 新昌市
52 东方红水库灌区 1.80 金华市 东阳市

浙    江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沈岭坑水库灌区 1.57 金华市 东阳市
54 莘畈水库灌区 1.10 金华市 婺城区
55 山河溪水库灌区 1.20 金华市 金东区
56 山口冯水库灌区 1.20 金华市 金东区
57 上荷塘水库灌区 1.94 金华市 金东区
58 城头水库灌区 2.10 金华市 兰溪市
59 高潮灌区 1.54 金华市 兰溪市
60 清溪口水库灌区 3.00 金华市 武义县
61 柏峰水库灌区 2.84 金华市 义乌市
62 三渡溪水库灌区 1.25 金华市 永康市
63 鹿溪渠灌区 1.92 衢州市 江山市
64 碧家河水库灌区 1.12 衢州市 开化县
65 王山水库灌区 1.12 衢州市 开化县
66 沐尘水库灌区 3.17 衢州市 龙游县
67 周公畈水库灌区 2.20 衢州市 龙游县
68 桃枝堰灌区 1.50 衢州市 衢江区
69 括苍灌区 2.60 台州市 仙居县
70 里林灌区 2.54 台州市 仙居县
71 界岭水库灌区 1.95 台州市 临海市
72 金竹灌区 1.41 丽水市 遂昌县
73 杨卜山灌区 4.65 金华市 金东区
1 中河区灌区 21.87 宁波市 慈溪市
2 西河区灌区 18.93 宁波市 慈溪市
3 东河区灌区 23.67 宁波市 慈溪市
4 横山水库灌区 5.83 宁波市 奉化区
5 慈江灌区 10.00 宁波市 江北区
6 胡陈港灌区 15.00 宁波市 宁海县

一般中型灌区

浙    江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7 大塘港灌区 9.40 宁波市 象山县
8 海曙平原河网灌区 15.30 宁波市 海曙区
9 江北灌区 18.40 宁波市

镇海区
江北区

10 桥墩灌区 29.56 温州市
苍南县
龙港市

11 温瑞灌区 16.32 温州市
鹿城区
龙湾区

12 瑞平灌区 24.00 温州市
瑞安市
平阳县

13 瑞安市江北灌区 5.32 温州市 瑞安市
14 老石坎水库灌区 5.10 湖州市 安吉县
15 赋石水库灌区 12.20 湖州市 安吉县
16 上塘河灌区 15.00 嘉兴市 海宁市
17 南山水库灌区 10.97 绍兴市 嵊州市
18 巧英水库灌区 5.00 绍兴市 新昌县
19 南江水库灌区 15.00 金华市 东阳市
20 横锦水库灌区 15.93 金华市 东阳市
21 东芝灌区 12.50 金华市 兰溪市
22 通济桥水库灌区 10.71 金华市 浦江县
23 金坑岭水库灌区 7.09 金华市 浦江县
24 源口水库灌区 12.60 金华市 武义县
25 金兰灌区 27.00 金华市

婺城区
兰溪市

26 安地灌区 11.26 金华市
婺城区
金东区

27 岩口水库灌区 6.16 金华市 义乌市
28 杨溪水库灌区 11.60 金华市 永康市
29 太平水库灌区 6.80 金华市 永康市
30 长风灌区 5.24 衢州市 常山县
31 千红灌区 5.09 衢州市 常山县
32 芙蓉水库灌区 5.14 衢州市 常山县
33 齐溪水库灌区 6.50 衢州市 开化县

浙    江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34 椒南灌区 13.42 台州市 椒江区
35 永宁江灌区 19.80 台州市 黄岩区
36 金清灌区 13.30 台州市 路桥区
37 温岭灌区 22.60 台州市 温岭市
38 里石门水库灌区 16.64 台州市 天台县
39 好溪灌区 7.15 丽水市 缙云县
40 碧湖灌区 6.20 丽水市 莲都区
41 松阳县江南灌区 7.00 丽水市 松阳县
42 松阳县江北灌区 8.05 丽水市 松阳县

重点中型灌区浙    江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十八联圩灌区 1.40 合肥市 肥东县
2 中派电灌区 2.74 合肥市 肥西县
3 三十二联圩灌区 3.20 合肥市 肥西县
4 刘河电灌区 1.21 合肥市 肥西县
5 蒋口河灌区 2.60 合肥市 肥西县
6 托山灌区 1.20 合肥市 肥西县
7 永丰联圩灌区 1.05 合肥市 肥西县
8 神灵电灌区 3.00 合肥市 肥西县
9 西大圩灌区 2.71 合肥市 肥西县
10 沙滩联圩灌区 1.47 合肥市 肥西县
11 滨湖联圩灌区 1.83 合肥市 肥西县
12 新仓联圩灌区 1.31 合肥市 肥西县
13 霍集灌区 1.50 合肥市 长丰县
14 孔圩灌区 2.50 合肥市 长丰县
15 罗集灌区 2.30 合肥市 长丰县
16 明城灌区 2.52 合肥市 长丰县
17 杨湾灌区 4.50 合肥市 长丰县
18 张院水库灌区 3.50 合肥市 庐江县
19 裴岗联圩灌区 2.02 合肥市 庐江县
20 天井联圩灌区 1.50 合肥市 庐江县
21 虎洞水库灌区 2.00 合肥市 庐江县
22 同心圩灌区 1.50 合肥市 庐江县
23 金同联圩灌区 1.20 合肥市 庐江县
24 盛桥联圩灌区 1.16 合肥市 庐江县
25 东岳电灌站灌区 1.60 合肥市 庐江县

安    徽 一般中型灌区

安徽省中型灌区名录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石头电力灌溉站灌区 3.63 合肥市 庐江县
27 金牛站灌区 2.70 合肥市 庐江县
28 代桥站灌区 1.80 合肥市 庐江县
29 金沈站灌区 1.40 合肥市 庐江县
30 杨柳圩灌区（庐江县） 4.55 合肥市 庐江县
31 庙集站灌区 3.50 合肥市 巢湖市
32 烔炀站灌区 3.50 合肥市 巢湖市
33 黄麓站灌区 2.50 合肥市 巢湖市
34 武山站灌区 2.00 合肥市 巢湖市
35 沐集站灌区 1.80 合肥市 巢湖市
36 南大圩灌区 1.50 合肥市 巢湖市
37 周岗站灌区 1.20 合肥市 巢湖市
38 夏阁站灌区 1.10 合肥市 巢湖市
39 下汤水库灌区 2.50 合肥市 巢湖市
40 沈衙灌区 1.55 合肥市 巢湖市
41 林场站灌区 1.20 合肥市 巢湖市
42 陶坝灌区 1.09 合肥市 巢湖市
43 大苏站灌区 1.56 合肥市 巢湖市
44 中垾联圩灌区 2.50 合肥市 巢湖市
45 田桥灌区 2.00 亳州市 蒙城县
46 太平灌区 4.50 亳州市 蒙城县
47 丁沟灌区 1.00 亳州市 蒙城县
48 何桥灌区 1.00 亳州市 蒙城县
49 于沟灌区 3.50 亳州市 蒙城县
50 老街灌区 1.00 亳州市 蒙城县
51 五柳水库灌区 1.20 宿州市 埇桥区
52 镇头水库灌区 1.00 宿州市 埇桥区

安    徽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李集站灌区 1.00 阜阳市 阜南县
54 老观站灌区 1.20 阜阳市 阜南县
55 永店站灌区 1.20 阜阳市 阜南县
56 三里站灌区 1.50 阜阳市 颍上县
57 戴家湖站灌区 2.00 阜阳市 颍上县
58 孔台孜站灌区 1.50 阜阳市 颍上县
59 焦岗湖灌区 4.00 阜阳市 颍上县
60 小集子灌区 4.00 阜阳市 颍上县
61 干河站灌区 3.00 阜阳市 颍泉区
62 白庙站灌区 2.20 阜阳市 颍泉区
63 柴沟站灌区 2.60 阜阳市 颍泉区
64 王周站灌区 3.00 阜阳市 颍泉区
65 火树庄站灌区 2.30 阜阳市 颍泉区
66 马楼站灌区 2.00 阜阳市 颍泉区
67 张沟站灌区 2.10 阜阳市 颍泉区
68 许沟站灌区 2.00 阜阳市 颍泉区
69 坎河溜灌区 3.20 阜阳市 颍泉区
70 北赵圩灌区 2.00 蚌埠市 五河县
71 曹庙灌区 1.50 蚌埠市 五河县
72 邓庄灌区 1.20 蚌埠市 五河县
73 桑庙灌区 1.50 蚌埠市 五河县
74 后咀灌区 1.32 蚌埠市 五河县
75 天井灌区 2.00 蚌埠市 五河县
76 许沟灌区 2.00 蚌埠市 五河县
77 直沟灌区 2.00 蚌埠市 五河县
78 杨庵灌区 2.00 蚌埠市 五河县
79 芦干沟灌区 1.50 蚌埠市 固镇县

安    徽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九湾灌区 1.50 蚌埠市 固镇县
81 陈渡灌区 1.80 蚌埠市 固镇县
82 小李灌区 1.50 蚌埠市 固镇县
83 十二门塘灌区 2.50 蚌埠市 禹会区
84 龚集灌区 1.56 淮南市 潘集区
85 泥河灌区 3.00 淮南市 潘集区
86 祁集灌区 4.00 淮南市 潘集区
87 王咀灌区 1.60 淮南市 大通区
88 岳张集灌区 4.70 淮南市 凤台县
89 朱岗灌区 2.80 淮南市 毛集实验区
90 施湖灌区 1.50 淮南市 谢家集区
91 新河灌区 1.40 淮南市 谢家集区
92 孤堆灌区 1.80 淮南市 谢家集区
93 爱国灌区 1.60 淮南市 谢家集区
94 仓东水库灌区 1.50 滁州市 定远县
95 大石塘水库灌区 2.00 滁州市 定远县
96 大余水库灌区 3.34 滁州市 定远县
97 墩子王水库灌区 1.70 滁州市 定远县
98 岗王水库灌区 2.35 滁州市 定远县
99 黄桥水库灌区 3.00 滁州市 定远县
100 黄山水库灌区 1.90 滁州市 定远县
101 解放水库灌区 4.30 滁州市 定远县
102 南店水库灌区 1.90 滁州市 定远县
103 青春水库灌区 3.10 滁州市 定远县
104 小李水库灌区 1.79 滁州市 定远县
105 新集水库灌区 2.80 滁州市 定远县
106 湾孙水库灌区 1.40 滁州市 定远县

安    徽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储城寺水库灌区 1.50 滁州市 定远县
108 朗峰水库灌区 2.10 滁州市 定远县
109 德胜水库灌区 2.00 滁州市 定远县
110 鹿塘水库灌区 3.44 滁州市 凤阳县
111 小麦头水库灌区 1.00 滁州市 凤阳县
112 白山凌水库灌区 1.20 滁州市 凤阳县
113 东西涧电站灌区 2.80 滁州市 明光市
114 杨洼电站灌区 4.64 滁州市 明光市
115 石坝水库灌区 3.60 滁州市 明光市
116 燕子湾水库灌区 1.30 滁州市 明光市
117 秦栏站灌区 3.62 滁州市 天长市
118 铜城站灌区 3.29 滁州市 天长市
119 高庙站灌区 2.77 滁州市 天长市
120 长兴站灌区 1.64 滁州市 天长市
121 河口站灌区 1.40 滁州市 天长市
122 万寿站灌区 1.90 滁州市 天长市
123 高峰水库灌区 2.16 滁州市 天长市
124 大涧口水库灌区 2.86 滁州市 天长市
125 焦涧水库灌区 2.70 滁州市 天长市
126 东风水库灌区（天长市） 1.15 滁州市 天长市
127 官桥水库灌区 2.70 滁州市 天长市
128 岗陈水库灌区 2.25 滁州市 天长市
129 官塘涧水库灌区 1.05 滁州市 天长市
130 三荡圩灌区 2.10 滁州市 天长市
131 大圹圩农场灌区 2.00 滁州市 天长市
132 上泊湖圩灌区 1.50 滁州市 天长市
133 红星站灌区 1.50 滁州市 天长市

安    徽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34 大河湾圩灌区 1.45 滁州市 天长市
135 大通水库杨岗站灌区 1.30 滁州市 天长市
136 弯圩连圩灌区 1.20 滁州市 天长市
137 金埠圩灌区 1.20 滁州市 天长市
138 龙集圩灌区 1.20 滁州市 天长市
139 王桥圩灌区 1.10 滁州市 天长市
140 独山灌区（来安县） 4.90 滁州市 来安县
141 九联灌区 4.70 滁州市 来安县
142 大英灌区 3.62 滁州市 来安县
143 烟陈灌区 3.35 滁州市 来安县
144 车冲灌区 2.70 滁州市 来安县
145 练子山灌区 2.30 滁州市 来安县
146 小山头水库灌区 1.90 滁州市 来安县
147 东寺港灌区 1.50 滁州市 来安县
148 东柳灌区 1.40 滁州市 来安县
149 黄桥一级站灌区 1.40 滁州市 来安县
150 石塘罗灌区 1.15 滁州市 来安县
151 独山灌区（南谯区） 4.94 滁州市 南谯区
152 红石沟灌区 1.02 滁州市 南谯区
153 上石坝水库灌区 1.10 滁州市 全椒县
154 新光水库灌区 1.05 滁州市 全椒县
155 小淠河灌区 3.70 六安市 霍邱县、裕安区
156 移洋湾灌区 1.11 六安市 霍山县
157 下符桥灌区 2.77 六安市 霍山县
158 黑石渡灌区 1.54 六安市 霍山县
159 千工堰水库灌区 1.50 六安市 霍山县
160 水口水库灌区 1.60 六安市 霍山县

安    徽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61 桃源河水库灌区 1.50 六安市 霍山县
162 横塘灌区 2.00 六安市 金安区
163 金杯灌区 1.20 六安市 金安区
164 长岭灌区 1.50 六安市 金安区
165 江淮果岭灌区 3.00 六安市 金安区
166 谢坝灌区 1.50 六安市 裕安区
167 陶家河灌区 1.10 六安市 裕安区
168 九子堰灌区 1.05 六安市 裕安区
169 狮子岗灌区 3.80 六安市 裕安区
170 天马灌区 2.10 六安市 金寨县
171 泗河灌区 1.69 六安市 金寨县
172 韩泗灌区 2.34 六安市 金寨县
173 胜利灌区 1.15 六安市 金寨县
174 沙河灌区 1.25 六安市 金寨县
175 西庄灌区 2.05 六安市 金寨县
176 八一灌区 3.50 六安市 金寨县
177 徐冲灌区 2.80 六安市 金寨县
178 龙潭河灌区 3.50 六安市 舒城县
179 五显河灌区 1.02 六安市 舒城县
180 付冲水库灌区 1.05 六安市 舒城县
181 范店河灌区 1.10 六安市 舒城县
182 二道河灌区 1.22 六安市 叶集区
183 东风灌区 4.50 六安市 叶集区
184 杨柳圩灌区（含山县） 4.90 马鞍山市 含山县
185 铜闸联圩灌区 1.78 马鞍山市 含山县
186 十五联圩灌区 1.60 马鞍山市 含山县
187 都胜圩灌区 1.80 马鞍山市 含山县

安    徽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88 仙房圩灌区 1.42 马鞍山市 含山县
189 半湖圩灌区 1.56 马鞍山市 含山县
190 十联圩灌区 1.34 马鞍山市 含山县
191 义城圩灌区 1.10 马鞍山市 含山县
192 戎桥水库灌区 2.60 马鞍山市 和县
193 半边月水库灌区 1.30 马鞍山市 和县
194 河上港灌区 1.89 马鞍山市 当涂县
195 江心圩灌区 2.60 马鞍山市 当涂县
196 小街灌区 1.00 马鞍山市 郑蒲港新区
197 六连圩灌区 1.11 马鞍山市 郑蒲港新区
198 西都灌区 3.15 芜湖市 无为市
199 骆段灌区 3.25 芜湖市 无为市
200 查郑灌区 1.75 芜湖市 无为市
201 魏家桥灌区 1.89 芜湖市 无为市
202 牌楼灌区 1.95 芜湖市 无为市
203 纯头灌区 2.45 芜湖市 无为市
204 皖江灌区 2.60 芜湖市 无为市
205 地王阁灌区 1.27 芜湖市 无为市
206 湖塘灌区 1.45 芜湖市 无为市
207 臼山灌区 3.93 芜湖市 无为市
208 十八塔灌区 1.61 芜湖市 无为市
209 虎皮山灌区 1.85 芜湖市 无为市
210 羊山站灌区 3.74 芜湖市 无为市
211 先锋灌区 2.08 芜湖市 无为市
212 徐岗灌区 2.65 芜湖市 无为市
213 石板隆兴灌区 2.31 芜湖市 无为市
214 陡岗灌区 1.25 芜湖市 无为市

安    徽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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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七联灌区 1.41 芜湖市 无为市
216 沈公圩灌区 1.00 芜湖市 湾沚区
217 红星圩灌区 1.60 芜湖市 湾沚区
218 湾沚灌区 1.75 芜湖市 湾沚区
219 万水灌区 1.10 芜湖市 南陵县
220 燕子山灌区 1.20 芜湖市 南陵县
221 红旗灌区 1.10 芜湖市 南陵县
222 新联灌区 1.05 芜湖市 南陵县
223 太丰联合灌区 4.50 芜湖市 南陵县
224 上林都联合灌区 3.50 芜湖市 南陵县
225 下林都联合灌区 4.00 芜湖市 南陵县
226 东塘联合灌区 1.30 芜湖市 南陵县
227 东七联合灌区 4.50 芜湖市 南陵县
228 三连圩灌区 3.50 芜湖市 镜湖区
229 埭南圩灌区 1.80 芜湖市 镜湖区
230 东风水库灌区（宣州区） 1.21 宣城市 宣州区
231 五星圩灌区 3.48 宣城市 宣州区
232 养贤联圩灌区 2.35 宣城市 宣州区
233 城东联圩灌区 2.00 宣城市 宣州区
234 马王沟水库灌区 2.47 宣城市 宣州区
235 卫东联圩灌区 1.50 宣城市 宣州区
236 狸桥联圩灌区 1.09 宣城市 宣州区
237 幸福圩灌区（郎溪县） 3.00 宣城市 郎溪县
238 郎源水库灌区 1.10 宣城市 郎溪县
239 中斗闸灌区 1.10 宣城市 郎溪县
240 人民一级站灌区 3.48 宣城市 郎溪县
241 南阳水库灌区 2.20 宣城市 广德市

安    徽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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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张家湾水库灌区 1.47 宣城市 广德市
243 梅松树水库灌区 1.00 宣城市 广德市
244 杨家店水库灌区 1.10 宣城市 广德市
245 侯村水库灌区 3.10 宣城市 广德市
246 百家冲水库灌区 3.00 宣城市 广德市
247 黄金坝灌区 2.40 宣城市 广德市
248 高塘坝灌区 1.73 宣城市 广德市
249 子胥圩灌区 1.24 铜陵市 义安区
250 安平圩灌区 2.74 铜陵市 义安区
251 文沙圩灌区 1.10 铜陵市 义安区
252 老洲圩灌区 1.16 铜陵市 义安区
253 老观圩灌区 1.53 铜陵市 义安区
254 西联圩灌区 3.14 铜陵市 义安区
255 圣冲灌区 1.40 铜陵市 义安区
256 牡丹灌区 1.20 铜陵市 义安区
257 丁冲灌区 1.20 铜陵市 义安区
258 长冲灌区 1.10 铜陵市 义安区
259 马鞍山水库灌区 3.33 铜陵市 枞阳县
260 祖庄水库灌区 1.00 铜陵市 枞阳县
261 梅花站灌区 2.70 铜陵市 枞阳县
262 钱桥灌区 2.60 铜陵市 枞阳县
263 铁铜圩灌区 1.20 铜陵市 枞阳县
264 凤仪圩灌区 1.37 铜陵市 枞阳县
265 杨湾圩灌区 1.10 铜陵市 枞阳县
266 唐山圩灌区 1.20 铜陵市 枞阳县
267 豸岭圩灌区 1.10 铜陵市 枞阳县
268 永赖圩灌区 3.96 铜陵市 枞阳县

一般中型灌区安    徽



省（自治区、
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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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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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赵青联圩灌区 1.06 铜陵市 枞阳县
270 新少三大联圩灌区 2.91 铜陵市 枞阳县
271 永登圩灌区 1.90 铜陵市 枞阳县
272 花园圩灌区（郊区） 2.00 铜陵市 郊区
273 万成灌区 1.50 池州市 贵池区
274 八一水库灌区 1.47 池州市 贵池区
275 秋江圩沿江灌区 3.67 池州市 贵池区
276 双湖双岭灌区 1.32 池州市 贵池区
277 新河坝排灌站灌区 2.80 池州市 贵池区
278 大同市圩灌区 4.47 池州市 贵池区
279 烟墩站灌区 1.10 池州市 贵池区
280 普丰圩灌区 1.10 池州市 贵池区
281 四岭马衙水库灌区 1.00 池州市 贵池区
282 七里湖灌区 3.99 池州市 东至县
283 候店灌区 1.25 池州市 东至县
284 广阜圩灌区 1.63 池州市 东至县
285 胜利站灌区 1.72 池州市 东至县
286 新胜圩灌区 1.10 池州市 东至县
287 东湖圩灌区 1.08 池州市 东至县
288 童埠圩灌区 1.40 池州市 青阳县
289 东山水库灌区 3.00 池州市 青阳县
290 广德口水库灌区 1.40 池州市 青阳县
291 新洲灌区 2.00 安庆市 迎江区
292 窑沟灌区 3.00 安庆市 迎江区
293 罗塘灌区 1.20 安庆市 迎江区
294 广成圩灌区 3.50 安庆市 大观区
295 东方圩灌区 1.10 安庆市 宜秀区

安    徽 一般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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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孔洪堰灌区 2.45 安庆市 桐城市
297 汪洋水库灌区 1.44 安庆市 桐城市
298 河沿水库灌区 1.27 安庆市 桐城市
299 枧山水库灌区 1.43 安庆市 桐城市
300 吉乐渠灌区 1.50 安庆市 桐城市
301 石南水库灌区 1.32 安庆市 桐城市
302 双龙水库灌区 1.36 安庆市 桐城市
303 五岭水库灌区 1.50 安庆市 桐城市
304 皖埠水库灌区 2.30 安庆市 怀宁县
305 观音洞水库灌区 3.79 安庆市 怀宁县
306 杨联圩灌区 2.54 安庆市 怀宁县
307 胜天圩灌区 1.50 安庆市 怀宁县
308 皖河圩灌区 2.00 安庆市 怀宁县
309 小市（四联圩）引水灌区 3.00 安庆市 怀宁县
310 白洋湖圩灌区 2.50 安庆市 怀宁县
311 金鸡岭水库灌区 1.00 安庆市 怀宁县
312 高河南圩灌区 1.50 安庆市 怀宁县
313 禾丰水库灌区 1.50 安庆市 怀宁县
314 褒隐寺水库灌区 1.20 安庆市 望江县
315 四合圩灌区（华阳片） 2.30 安庆市 望江县
316 漳湖圩灌区 4.20 安庆市 望江县
317 东兴圩灌区 2.30 安庆市 望江县
318 六零圩灌区 1.30 安庆市 望江县
319 大治圩灌区 1.80 安庆市 望江县
320 金练圩灌区 1.80 安庆市 望江县
321 五联圩灌区 1.70 安庆市 望江县
322 团结圩灌区 1.60 安庆市 望江县

一般中型灌区安    徽



省（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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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刘港闸灌区 1.95 安庆市 宿松县
324 鹅湖灌区 1.99 安庆市 宿松县
325 新洲头灌区 1.52 安庆市 宿松县
326 孤山圩灌区 1.08 安庆市 宿松县
327 杨林北灌区 1.10 安庆市 宿松县
328 河港灌区 4.98 安庆市 宿松县
329 东门山灌区 1.16 安庆市 宿松县
330 东方红灌区 3.00 安庆市 岳西县
331 响水岩灌区 1.40 安庆市 岳西县
332 龙井灌区 1.50 安庆市 岳西县
333 花园圩灌区（太湖县） 2.50 安庆市 太湖县
334 龙山宫电灌站-刘羊六库联灌灌区 1.46 安庆市 太湖县
335 小池镇八库联灌灌区 3.21 安庆市 太湖县
336 幸福河灌区 2.50 安庆市 潜山市
337 乌石堰灌区 1.50 安庆市 潜山市
338 粮川闸灌区 2.33 安庆市 潜山市
339 同合圩灌区 1.35 安庆市 潜山市、怀宁县
340 三保圩灌区 1.50 安庆市 潜山市
341 洋荡圩灌区 2.07 安庆市 潜山市
342 万安坝灌区 2.80 黄山市 休宁县
343 风景水库灌区 1.20 黄山市 黄山区
1 岱山灌区（肥东县） 6.74 合肥市 肥东县
2 庄墓灌区 8.60 合肥市 长丰县
3 庐北大圩灌区 11.24 合肥市 庐江县
4 罗埠站灌区 11.70 合肥市 庐江县
5 城南站灌区 5.50 合肥市 庐江县
6 柘黄站灌区 9.00 合肥市 巢湖市

一般中型灌区

安    徽

重点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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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柘方站灌区 5.10 合肥市 巢湖市
8 双涧灌区 8.50 亳州市 蒙城县
9 界南河灌区 7.50 阜阳市 界首市
10 界亳河灌区 6.20 阜阳市 界首市
11 润河站灌区 8.00 阜阳市 颍上县
12 邱家湖站灌区 5.00 阜阳市 颍上县
13 木岗站灌区 5.00 阜阳市 颍上县
14 战沟站灌区 10.50 阜阳市 颍上县
15 陶坝孜灌区 14.00 阜阳市 颍上县
16 南照站灌区 5.50 阜阳市 颍上县
17 三道冲灌区 10.00 阜阳市 颍上县
18 鲁口站灌区 20.00 阜阳市 颍上县
19 济河灌区 11.20 阜阳市 颍上县
20 小润河灌区 5.20 阜阳市 颍上县
21 人民河灌区 15.00 阜阳市 颍上县
22 两河口灌区 6.00 阜阳市 颍泉区
23 看河楼灌区 5.10 阜阳市 颍泉区
24 颍河灌区 20.00 阜阳市 颍东区
25 土岭庄灌区 5.00 阜阳市 界首市
26 班草湖灌区 5.00 阜阳市 颍上县
27 北淝河灌区 16.00 蚌埠市 怀远县
28 怀洪新河灌区 15.50 蚌埠市 怀远县
29 芡河灌区 7.80 蚌埠市 怀远县
30 涡河灌区 29.70 蚌埠市 怀远县
31 新庄湖灌区 15.00 蚌埠市 五河县
32 石王灌区 5.00 蚌埠市 淮上县
33 曹老集灌区 5.50 蚌埠市 淮上县

安    徽 重点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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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园集灌区 5.00 蚌埠市 五河县
35 庞岗灌区 5.50 淮南市 田家庵区、谢家集区
36 新集镇灌区 6.50 淮南市 凤台县
37 孔店灌区 7.80 淮南市 大通区
38 架河灌区 12.80 淮南市 潘集区
39 朱集灌区 11.80 淮南市 谢家集区
40 蔡桥灌区 6.80 滁州市 定远县
41 岱山灌区（定远县） 5.70 滁州市 定远县
42 桑涧灌区 5.10 滁州市 定远县
43 双河灌区 6.68 滁州市 定远县
44 燃灯水库灌区 12.00 滁州市 凤阳县
45 霸王城灌区 10.80 滁州市 凤阳县
46 凤阳山水库灌区 11.70 滁州市 凤阳县
47 官沟水库灌区 9.44 滁州市 凤阳县
48 马山灌区 11.89 滁州市 凤阳县
49 门台灌区 19.00 滁州市 凤阳县
50 官塘灌区 12.76 滁州市 凤阳县
51 天河灌区 6.00 滁州市 凤阳县
52 分水岭水库灌区 12.20 滁州市 明光市
53 林东水库灌区 6.80 滁州市 明光市
54 釜山水库灌区 16.63 滁州市 天长市
55 时湾水库灌区 10.38 滁州市 天长市
56 川桥水库灌区 5.22 滁州市 天长市
57 大通水库灌区 6.55 滁州市 天长市
58 跃进水库灌区 6.86 滁州市 天长市
59 安乐水库灌区 5.09 滁州市 天长市
60 护桥站灌区 11.03 滁州市 天长市

安    徽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61 乔田站灌区 10.13 滁州市 天长市
62 十八集站灌区 5.29 滁州市 天长市
63 土龙头站灌区 5.83 滁州市 天长市
64 二峰站灌区 17.17 滁州市 天长市
65 黄栗树水库灌区 17.95 滁州市 全椒县
66 马厂水库灌区 11.84 滁州市 全椒县
67 三湾水库灌区 11.00 滁州市 全椒县
68 屯仓灌区 16.50 滁州市 来安县
69 沙河集水库灌区 5.30 滁州市 南谯区
70 临王段灌区 15.40 六安市 霍邱县
71 城西湖灌区 28.00 六安市 霍邱县
72 淠源渠灌区 6.90 六安市 霍山县
73 高河中型灌区 6.10 六安市 霍山县
74 灌口集中型灌区 6.30 六安市 金寨县
75 清溪灌区 7.48 马鞍山市 含山县
76 石跋河灌区 15.00 马鞍山市 和县
77 老西圩灌区 6.54 马鞍山市 和县
78 姥下河灌区 12.15 马鞍山市 郑蒲港新区
79 临河圩灌区 16.48 芜湖市 无为市
80 三闸灌区 12.22 芜湖市 无为市
81 下九连灌区 17.12 芜湖市 无为市
82 上九连灌区 13.56 芜湖市 无为市
83 练塘圩灌区 11.84 芜湖市 无为市
84 六郎灌区 10.40 芜湖市 湾沚区
85 汤泊河灌区 7.20 芜湖市 湾沚区
86 陶辛灌区 6.10 芜湖市 湾沚区
87 花桥灌区 7.30 芜湖市 湾沚区

重点中型灌区安    徽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8 钳口水库灌区 5.10 芜湖市 繁昌区
89 石杨灌区 5.60 芜湖市 南陵县
90 白茆灌区（鸠江区） 6.50 芜湖市 鸠江区
91 汤沟灌区 13.90 芜湖市 鸠江区
92 黄山寺灌区 5.30 芜湖市 鸠江区
93 佟公坝灌区 10.50 宣城市 宣州区
94 塘埂头水库灌区 5.60 宣城市 宣州区
95 水阳灌区 13.10 宣城市 宣州区
96 朱桥联圩灌区 5.83 宣城市 宣州区
97 天子门灌区 5.50 宣城市 郎溪县
98 卢村水库灌区 10.50 宣城市 广德市
99 东联圩灌区 7.73 铜陵市 义安区
100 永丰圩灌区 10.30 铜陵市 枞阳县
101 普济圩农场灌区 8.20 铜陵市 郊区
102 永久圩灌区 7.20 铜陵市 郊区
103 秋江圩东埂灌区 5.47 池州市 贵池区
104 白茆灌区（东至县） 5.26 池州市 东至县
105 大板灌区 5.82 池州市 东至县
106 东红愚灌区 5.20 池州市 东至县
107 大渡口灌区 8.62 池州市 东至县
108 牯牛背水库灌区 8.07 安庆市 桐城市
109 境主庙水库灌区 10.48 安庆市 桐城市
110 麻塘湖灌区 6.30 安庆市 怀宁县、望江县
111 合成圩灌区 6.80 安庆市 望江县
112 钓鱼台水库灌区 17.87 安庆市 宿松县
113 红旗水库灌区 5.50 安庆市 潜山市
114 长春水库灌区 5.10 安庆市 潜山市

安    徽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15 五丰河灌区 5.20 安庆市 潜山市
116 方洲灌区 5.42 安庆市 太湖县
117 丰乐灌区 11.20 黄山市 屯溪区、徽州区、歙县、休宁县
118 东方红水库灌区 5.20 黄山市 黟县
119 环太平湖灌区 5.18 黄山市 黄山区

重点中型灌区安    徽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岭里水库灌区 2.03 福州市 闽清县
2 三溪口水库灌区 1.13 福州市 闽侯县
3 顶头水库灌区 1.10 宁德市 福安市
4 亭头港灌区 1.20 宁德市 屏南县
5 棠口灌区 1.33 宁德市 屏南县
6 斜滩武曲灌区 1.00 宁德市 寿宁县
7 前楼洋灌区 1.20 宁德市 柘荣县
8 大坪水库灌区 1.15 宁德市 霞浦县
9 溪南灌区 1.58 宁德市 霞浦县
10 七都溪灌区 1.25 宁德市 霞浦县
11 罗汉溪灌区 1.43 宁德市 霞浦县
12 本溪洋水库灌区 1.63 宁德市 霞浦县
13 东溪灌区 2.93 莆田市 仙游县
14 古洋灌区 2.50 莆田市 仙游县
15 蒋隔灌区 2.38 莆田市 仙游县
16 径桂灌区 1.70 莆田市 城厢区
17 萩芦溪灌区 4.20 莆田市 涵江区、荔城区
18 东方红水库灌区 4.20 莆田市 涵江区、福清市
19 泗洲水库灌区 4.30 泉州市 泉港区
20 新安水库灌区 1.21 泉州市 晋江市
21 文溪水库灌区 3.64 泉州市 南安市
22 坂头水库灌区 1.35 泉州市 南安市
23 笋塔水库灌区 3.10 泉州市 南安市
24 后桥水库灌区 4.52 泉州市 南安市
25 上涌灌区 1.06 泉州市 德化县

福建省中型灌区名录

福    建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大边灌区 1.36 泉州市 永春县
27 桂玉灌区 2.13 泉州市 永春县
28 五一水库灌区 1.35 泉州市 永春县
29 湖洋灌区 1.55 泉州市 永春县
30 岵山水库灌区 1.05 泉州市 永春县
31 村内水库灌区 2.34 泉州市 安溪县
32 澳江渠灌区 1.00 泉州市 安溪县
33 颜府陂灌区 1.25 漳州市 长泰县
34 十五户陂灌区 1.27 漳州市 长泰县
35 活盘水库灌区 2.68 漳州市 长泰县
36 漳江水闸灌区 1.92 漳州市 云霄县
37 下庵灌区 1.13 漳州市 云霄县
38 杜塘水库灌区 3.75 漳州市 云霄县
39 碗窑水库灌区 1.08 漳州市 云霄县
40 沙建灌区 1.38 漳州市 华安县
41 东川水库灌区 1.56 漳州市 平和县
42 新荣水库灌区 1.40 漳州市 平和县
43 梨仔坑水库灌区 1.16 漳州市 平和县
44 南溪水利灌区 1.35 漳州市 平和县
45 坑内水库灌区 1.26 漳州市 平和县
46 长桥灌区 2.75 漳州市 漳浦县
47 澎水灌区 3.63 漳州市 漳浦县
48 土塔灌区 2.87 漳州市 漳浦县
49 前线灌区 1.15 漳州市 龙海区
50 双石陂灌区 1.00 龙岩市 连城县
51 仙师灌区 1.92 龙岩市 永定区
52 堂合灌区 2.21 龙岩市 永定区

福    建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城郊灌区 1.69 龙岩市 永定区
54 黄岗灌区 2.05 龙岩市 永定区
55 湖洋灌区 2.73 龙岩市 上杭县
56 中都灌区 2.25 龙岩市 上杭县
57 悦洋灌区 2.06 龙岩市 武平县
58 千工陂灌区 1.60 龙岩市 长汀县
59 三洲旱片灌区 1.64 龙岩市 长汀县
60 和睦灌区 2.50 龙岩市 漳平市
61 感化灌区 2.78 龙岩市 漳平市
62 九鹏灌区 3.00 龙岩市 漳平市
63 坂星灌区 1.41 三明市 三元区
64 胡坊灌区 1.10 三明市 明溪县
65 嵩溪灌区 1.48 三明市 清流县
66 济村灌区 2.40 三明市 宁化县
67 方田灌区 1.22 三明市 宁化县
68 曹治灌区 2.23 三明市 宁化县
69 安乐灌区 2.10 三明市 宁化县
70 西洋灌区 1.00 三明市 永安市
71 贡上灌区 3.02 三明市 永安市
72 文奇灌区 1.42 三明市 大田县
73 济屏灌区 1.03 三明市 大田县
74 广湖灌区 4.93 三明市 大田县
75 太石灌区 4.67 三明市 大田县
76 桃上灌区 4.39 三明市 大田县
77 斗坪灌区 1.05 三明市 尤溪县
78 联合灌区 1.25 三明市 尤溪县
79 坂洋灌区 1.22 三明市 尤溪县

福    建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清溪灌区 1.05 三明市 尤溪县
81 坂新灌区 4.03 三明市 尤溪县
82 洋邦水库灌区 3.00 三明市 沙县
83 大华山水库灌区 1.00 三明市 沙县
84 官昌水库灌区 2.10 三明市 沙县
85 曹地水库灌区 1.49 三明市 沙县
86 小王灌区 1.01 三明市 将乐县
87 水埠水库灌区 1.55 三明市 泰宁县
88 大横灌区 1.17 南平市 延平区
89 王台灌区 1.37 南平市 延平区
90 西芹灌区 1.57 南平市 延平区
91 田头灌区 1.30 南平市 延平区
92 峡阳灌区 1.36 南平市 延平区
93 夏道灌区 1.42 南平市 延平区
94 巨口灌区 1.59 南平市 延平区
95 凤山引水灌区 1.45 南平市 延平区
96 赤门灌区 1.11 南平市 延平区
97 塔前灌区 1.48 南平市 延平区
98 洋后灌区 1.26 南平市 延平区
99 樟太灌区 1.16 南平市 延平区
100 茫荡灌区 1.32 南平市 延平区
101 罗山引水灌区 1.02 南平市 建阳区
102 樟布灌区 1.10 南平市 建阳区
103 崇雒水库灌区 1.11 南平市 建阳区
104 福星引水灌区 1.08 南平市 建阳区
105 东鲁引水灌区 1.06 南平市 建阳区
106 香台灌区 1.05 南平市 建阳区

福    建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朱坊灌区 1.36 南平市 邵武市
108 水北灌区 1.35 南平市 邵武市
109 大坂洋灌区 1.10 南平市 建瓯市
110 迪口霞庄灌区 1.13 南平市 建瓯市
111 吉阳灌区 1.88 南平市 建瓯市
112 东游灌区 1.30 南平市 建瓯市
113 靛墩水库灌区 1.33 南平市 建瓯市
114 坂坑水库灌区 1.60 南平市 建瓯市
115 东风水库灌区 1.02 南平市 浦城县
116 临江灌区 1.16 南平市 浦城县
117 高坊水库灌区 1.37 南平市 浦城县
118 龙岭下水库灌区 1.03 南平市 浦城县
119 官路乡灌区 1.30 南平市 浦城县
120 浮盖山灌区 3.80 南平市 浦城县
121 高雁灌区 3.50 南平市 浦城县
122 旧馆灌区 4.50 南平市 浦城县
123 古亭水库灌区 1.09 南平市 武夷山市
124 楮树下水库灌区 1.37 南平市 武夷山市
125 澄黎灌区 4.50 南平市 武夷山市
126 岚屯洋灌区 3.00 南平市 武夷山市
127 高家水库灌区 1.02 南平市 光泽县
128 溪东灌区 1.50 南平市 松溪县
129 竹贤灌区 1.40 南平市 松溪县
130 巨口灌区 2.00 南平市 松溪县
131 祖墩灌区 1.90 南平市 松溪县
132 花桥灌区 1.70 南平市 松溪县
133 界溪水库灌区 2.05 南平市 政和县

一般中型灌区福    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莲柄港灌区 16.59 福州市 长乐区
2 茜安灌区 6.20 宁德市 福安市
3 溪西水库灌区 5.63 宁德市 霞浦县
4 木兰灌区 16.50 莆田市 城厢区、荔城区、涵江区、秀屿区
5 菱溪水库灌区 5.16 泉州市 泉港区
6 石壁水库灌区 10.72 泉州市 南安市、晋江市
7 桃溪灌区 7.78 泉州市 永春县
8 兰田水库灌区 5.00 泉州市 安溪县
9 惠女水库灌区 8.42 泉州市 洛江区、惠安县、台商区
10 向东渠灌区 5.81 漳州市 云霄县
11 三姑娘灌区 8.50 漳州市 诏安县
12 亚湖灌区 5.20 漳州市 诏安县
13 朝阳灌区 14.42 漳州市 漳浦县
14 浦南灌区 12.39 漳州市 漳浦县
15 浦东灌区 6.87 漳州市 漳浦县
16 大石岩灌区 5.95 龙岩市 连城县
17 灌洋灌区 5.20 龙岩市 永定区
18 金丰溪灌区 7.65 龙岩市 永定区
19 回龙灌区 10.48 龙岩市 上杭县
20 黄潭河灌区 13.76 龙岩市 上杭县
21 湖里灌区 10.35 龙岩市 上杭县
22 六甲水库灌区 5.06 龙岩市 武平县
23 捷文水库灌区 5.30 龙岩市 武平县
24 武南灌区 5.70 龙岩市 武平县
25 汀南灌区 7.19 龙岩市 长汀县
26 汀东灌区 5.27 龙岩市 长汀县
27 陂下灌区 6.33 龙岩市 长汀县

福    建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8 河策灌区 6.37 龙岩市 长汀县
29 荣丰灌区 5.08 龙岩市 长汀县
30 上林水库灌区 5.08 龙岩市 漳平市
31 永官灌区 5.10 龙岩市 漳平市
32 渔塘溪灌区 5.01 三明市 明溪县
33 金溪灌区 5.60 三明市 明溪县
34 琴源水库灌区 5.16 三明市 清流县
35 石淮灌区 6.10 三明市 宁化县
36 中水灌区 5.30 三明市 宁化县
37 安河灌区 5.13 三明市 宁化县
38 翠郊灌区 5.23 三明市 宁化县
39 泉湖灌区 5.10 三明市 宁化县
40 安大灌区 5.17 三明市 永安市
41 陶洪灌区 5.11 三明市 永安市
42 青西灌区 5.20 三明市 永安市
43 青印灌区 5.08 三明市 尤溪县
44 梅西灌区 5.03 三明市 尤溪县
45 夏高灌区 5.72 三明市 沙县
46 永镛灌区 5.47 三明市 将乐县
47 安福灌区 5.60 三明市 将乐县
48 南万灌区 5.60 三明市 将乐县
49 泰南灌区 5.28 三明市 泰宁县
50 泰中灌区 5.80 三明市 泰宁县
51 里心灌区 5.32 三明市 建宁县
52 溪黄灌区 5.62 三明市 建宁县
53 濉均灌区 5.02 三明市 建宁县
54 龙吉灌区 5.19 南平市 建阳区

福    建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5 邵南灌区 8.18 南平市 邵武市
56 中南灌区 6.12 南平市 邵武市
57 邵东灌区 5.20 南平市 邵武市
58 小松灌区 5.08 南平市 建瓯市
59 洋后水库灌区 5.22 南平市 建瓯市
60 东河灌区 5.58 南平市 建瓯市
61 东平灌区 5.34 南平市 浦城县
62 大石溪灌区 5.10 南平市 浦城县
63 兴星灌区 6.59 南平市 武夷山市
64 城郊灌区 5.62 南平市 松溪县
65 七星溪灌区 5.30 南平市 政和县

重点中型灌区福    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幸福灌区 2.26 南昌市 新建区
2 港北灌区 1.34 南昌市 新建区
3 新培圩灌区 1.05 南昌市 新建区
4 五星圩灌区 1.00 南昌市 新建区
5 回栏圩灌区 1.01 南昌市 新建区
6 扬子洲灌区 1.81 南昌市 东湖区
7 塘南双星灌区 1.16 南昌市 南昌县
8 塘南三新灌区 1.28 南昌市 南昌县
9 泾口永泉站灌区 1.30 南昌市 南昌县
10 泾口义务岭灌区 1.00 南昌市 南昌县
11 泾口小莲站灌区 1.20 南昌市 南昌县
12 钟陵水库灌区 2.42 南昌市 进贤县
13 陈邓灌区 1.50 南昌市 进贤县
14 罗溪湖灌区 1.35 南昌市 进贤县
15 马咀灌区 2.60 南昌市 进贤县
16 康乐灌区 1.02 南昌市 进贤县
17 六0灌区 1.30 南昌市 进贤县
18 林泉灌区 1.95 九江市 德安县
19 红桥灌区 1.35 九江市 德安县
20 苏家垱灌区 2.50 九江市 共青城
21 大田灌区 1.05 九江市 武宁县
22 沙田灌区 1.09 九江市 武宁县
23 白沙灌区 1.77 九江市 彭泽县
24 西峰灌区 1.00 九江市 彭泽县
25 大壤中型灌区 1.38 九江市 瑞昌市

江西省中型灌区名录

江    西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幸福中型灌区 1.58 九江市 瑞昌市
27 赛湖中型灌区 1.04 九江市 瑞昌市
28 白鹿灌区 1.74 九江市 庐山市
29 九二房涧灌区 1.10 九江市 湖口县
30 殷山灌区 2.58 九江市 湖口县
31 龙潭涧灌区 2.10 九江市 湖口县
32 渣津中型灌区 1.88 九江市 修水县
33 南茶水库中型灌区 1.13 九江市 修水县
34 大桥中型灌区 1.25 九江市 修水县
35 月塘中型灌区 1.01 九江市 修水县
36 高峰中型灌区 1.27 九江市 修水县
37 红旗水库中型灌区 1.49 九江市 修水县
38 山口赛滩堰中型灌区 1.85 九江市 修水县
39 石咀水库中型灌区 1.01 九江市 修水县
40 上奉中型灌区 2.43 九江市 修水县
41 马坳中型灌区 1.34 九江市 修水县
42 解放渠灌区 1.02 九江市 修水县
43 枹桐灌区 1.50 九江市 永修县
44 岷山灌区 1.16 九江市 柴桑区
45 螺山灌区 1.05 九江市 柴桑区
46 城子灌区 1.16 九江市 柴桑区
47 朗山灌区 1.92 九江市 柴桑区
48 洗心桥灌区 1.40 九江市 柴桑区
49 代山灌区 1.20 九江市 柴桑区
50 永丰灌区 1.55 九江市 都昌县
51 刘家湾灌区 1.52 上饶市 弋阳县
52 方团灌区 3.10 上饶市 弋阳县

江    西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水碓李灌区 1.34 上饶市 弋阳县
54 丰产灌区 1.19 上饶市 铅山县
55 桐子岭灌区 1.18 上饶市 铅山县
56 六零圩灌区 2.44 上饶市 余干县
57 枫珠湖灌区 1.84 上饶市 余干县
58 信丰灌区 3.21 上饶市 余干县
59 东塘灌区 4.22 上饶市 余干县
60 张家山水库中型灌区 2.40 上饶市 万年县
61 黄柏灌区 1.20 上饶市 德兴市
62 红岩灌区 1.06 上饶市 鄱阳县
63 角丰灌区 1.03 上饶市 鄱阳县
64 乐丰灌区 4.63 上饶市 鄱阳县
65 莲北灌区 1.89 上饶市 鄱阳县
66 莲南灌区 1.04 上饶市 鄱阳县
67 潼丰灌区 1.88 上饶市 鄱阳县
68 问桂道灌区 1.14 上饶市 鄱阳县
69 蜈蚣山灌区 1.79 上饶市 鄱阳县
70 西河西灌区 2.07 上饶市 鄱阳县
71 向红灌区 1.70 上饶市 鄱阳县
72 中洲灌区 1.97 上饶市 鄱阳县
73 虎毛山水库灌区 1.45 抚州市 崇仁县
74 龙仪水库灌区 1.05 抚州市 崇仁县
75 横山水库灌区 3.20 抚州市 东乡区
76 蛮桥水库灌区 1.80 抚州市 东乡区
77 青桐水库灌区 1.60 抚州市 广昌县
78 石咀水库灌区 1.20 抚州市 广昌县
79 展坪灌区 1.20 抚州市 临川区

江    西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红旗灌区 2.10 抚州市 临川区
81 跃进灌区 3.70 抚州市 临川区
82 前进灌区 1.26 抚州市 临川区
83 车么岭水库灌区 1.90 抚州市 南丰县
84 徐坊中型灌区 1.89 抚州市 南城县
85 山坑灌区 1.41 宜春市 袁州区
86 狮山更生灌区 1.60 宜春市 樟树市
87 九龙灌区 1.25 宜春市 高安市
88 洲上灌区 1.44 宜春市 高安市
89 灰埠灌区 2.66 宜春市 高安市
90 红旗灌区 1.57 宜春市 丰城市
91 石马灌区 1.06 宜春市 靖安县
92 光华水库灌区 1.25 宜春市 宜丰县
93 大丰水库灌区 1.17 宜春市 宜丰县
94 江南灌区 2.70 宜春市 上高县
95 马岗灌区 2.61 宜春市 上高县
96 蒙山灌区 1.94 宜春市 上高县
97 国庆灌区 3.02 宜春市 奉新县
98 蔡家垅灌区 2.01 宜春市 奉新县
99 官溪水库灌区 2.21 吉安市 吉州区
100 缝岭灌区 3.50 吉安市 泰和县
101 禾山灌区 2.00 吉安市 永新县
102 斗上灌区 1.53 吉安市 永新县
103 源陂灌区 2.50 吉安市 永新县
104 袍陂灌区 1.08 吉安市 永新县
105 北山灌区 1.00 吉安市 安福县
106 灵坑水库灌区 2.08 吉安市 井冈山

江    西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拿山灌区 2.28 吉安市 井冈山
108 北澳陂灌区 3.86 吉安市 遂川县
109 黄坑水陂灌区 1.26 吉安市 遂川县
110 车山陂灌区 1.05 吉安市 遂川县
111 幸福灌区 3.96 吉安市 峡江县
112 云里灌区 1.33 吉安市 峡江县
113 中陵水库灌区 1.63 吉安市 新干县
114 邹家源水库灌区 1.04 吉安市 新干县
115 梅塘水库灌区 1.82 吉安市 新干县
116 江口水库灌区 2.88 吉安市 吉安县
117 樟坑中型灌区 2.80 吉安市 吉安县
118 大陂头中型灌区 1.54 吉安市 吉安县
119 白水门中型灌区 2.55 吉安市 永丰县
120 横山灌区 2.48 吉安市 吉水县
121 太山灌区 1.44 吉安市 吉水县
122 野溪中型灌区 1.55 吉安市 永丰县
123 上保石井中型灌区 1.30 吉安市 永丰县
124 太平灌区 1.02 赣州市 安远县
125 东风灌区 1.01 赣州市 安远县
126 五渡港中型灌区 2.92 赣州市 信丰县
127 白兰中型灌区 2.30 赣州市 信丰县
128 上迳中型灌区 1.08 赣州市 信丰县
129 迳口中型灌区 1.07 赣州市 信丰县
130 仓前水库中型灌区 1.03 赣州市 于都县
131 梅屋中型灌区 1.13 赣州市 于都县
132 红旗陂中型灌区 1.16 赣州市 于都县
133 竹坑灌区 1.50 赣州市 宁都县

一般中型灌区江    西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34 老埠灌区 1.23 赣州市 宁都县
135 低岭灌区 1.10 赣州市 宁都县
136 高坑灌区 1.08 赣州市 宁都县
137 三门滩灌区 1.03 赣州市 宁都县
138 丰收陂灌区 1.13 赣州市 龙南市
139 雷锋渠灌区 1.16 赣州市 龙南市
140 梅岭灌区 1.06 赣州市 上犹县
141 营里陂灌区 1.14 赣州市 上犹县
142 留车中型灌区 1.70 赣州市 寻乌县
143 南桥中型灌区 1.31 赣州市 寻乌县
144 金盘水库灌区 2.43 赣州市 赣县区
145 谢坊镇久益陂灌区 1.00 赣州市 瑞金市
146 富溪灌区 1.15 赣州市 瑞金市
147 沙洲灌区 1.09 赣州市 瑞金市
148 沙陇灌区 1.28 赣州市 瑞金市
149 九堡镇环溪灌区 1.05 赣州市 瑞金市
150 黄云灌区 1.02 赣州市 全南县
151 大坪上洛灌区 1.02 赣州市 南康区
152 上堡灌区 1.10 赣州市 崇义县
153 沙村河中型灌区 1.80 赣州市 大余县
154 樟左灌区 1.80 赣州市 大余县
155 章右灌区 4.91 赣州市 大余县
156 澄江灌区 3.35 赣州市 会昌县
157 东华陂灌区 1.50 赣州市 瑞金市
158 科技城中型灌区 1.05 赣州市 经开区
159 龙门口水库灌区 1.80 新余市 渝水区
160 仙坑灌区 1.21 新余市 仙女湖风景名胜区

江    西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61 狮子口水库灌区 4.00 新余市 高新区
162 山南水库灌区 4.50 新余市 高新区
163 彰湖水库灌区 2.30 新余市 分宜县
164 西坑水库灌区 2.50 新余市 分宜县
165 石牛滩水库灌区 2.30 新余市 分宜县
166 钤北灌区 1.60 新余市 分宜县
167 硬石岭水库灌区 4.50 鹰潭市 贵溪市
168 九牛滩灌区 4.03 鹰潭市 贵溪市
169 塘湾水库灌区 1.18 鹰潭市 贵溪市
170 忠心水库灌区 1.06 鹰潭市 贵溪市
171 坪村灌区 2.67 萍乡市 芦溪县、安源区
172 田心灌区 1.55 萍乡市 芦溪县
173 友谊灌区 1.98 萍乡市 湘东区
174 下石陂灌区 1.36 萍乡市 湘东区
175 黄土开灌区 1.83 萍乡市 上栗县
176 罗卜冲灌区 1.10 萍乡市 莲花县
177 河江水库灌区 2.15 萍乡市 莲花县
178 共青灌区 1.70 景德镇市 乐平市
179 幸福灌区 4.38 景德镇市 乐平市
180 民兵灌区 2.19 景德镇市 乐平市
181 东方红灌区 2.03 景德镇市 乐平市
182 礼林渠灌区 1.94 景德镇市 乐平市
183 勤俭灌区 1.14 景德镇市 乐平市
184 南港灌区 1.63 景德镇市 乐平市
185 大口坞灌区 1.86 景德镇市 乐平市
186 栽禾峰灌区 1.16 景德镇市 乐平市
187 山田水库灌区 1.30 景德镇市 昌江区

江    西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88 洪源镇西冲中型灌区 1.01 景德镇市 昌南新区
189 寿安山田坞中型灌区 1.03 景德镇市 浮梁县
190 庄湾大背坞中型灌区 1.08 景德镇市 浮梁县
191 鹅湖虎鹅中型灌区 1.17 景德镇市 浮梁县
192 湘湖玉田中型灌区 1.06 景德镇市 浮梁县
1 流湖灌区 22.70 南昌市 新建区
2 昌联灌区 9.13 南昌市 新建区
3 溪霞灌区 5.00 南昌市 新建区
4 赣修灌区 9.60 南昌市 新建区
5 药湖灌区 5.35 南昌市 新建区
6 五星中型灌区 5.06 南昌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7 恒湖灌区 5.60 南昌市 新建区
8 蒋巷中型灌区 13.50 南昌市 南昌县
9 南新中型灌区 10.30 南昌市 南昌县
10 秧塘水库灌区 5.20 南昌市 进贤
11 万长灌区 5.39 南昌市 安义县
12 长石灌区 5.66 南昌市 安义县
13 浪溪灌区 5.20 九江市 彭泽县
14 余家堰灌区 5.05 九江市 彭泽县
15 棉船灌区 5.76 九江市 彭泽县
16 横港中型灌区 5.80 九江市 瑞昌市
17 石门中型灌区 5.13 九江市 瑞昌市
18 观音塘灌区 5.03 九江市 庐山市
19 马迹岭灌区 5.28 九江市 湖口县
20 云山灌区 5.61 九江市 永修县
21 三角灌区 5.72 九江市 永修县
22 马头灌区 5.04 九江市 柴桑区

一般中型灌区

江    西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3 江新洲灌区 6.60 九江市 柴桑区
24 大港灌区 6.50 九江市 都昌县
25 张岭灌区 5.80 九江市 都昌县
26 上潭灌区 5.65 上饶市 广信区
27 茗洋灌区 5.62 上饶市 广信区
28 岭湾灌区 5.00 上饶市 弋阳县
29 红旗灌区 5.10 上饶市 弋阳县
30 炉塘灌区 5.08 上饶市 铅山县
31 伦潭灌区 7.13 上饶市 铅山县
32 横峰灌区 5.09 上饶市 横峰县
33 三塘河灌区 5.84 上饶市 余干县
34 乌泥灌区 5.19 上饶市 余干县
35 互惠河灌区 11.80 上饶市 余干县
36 大山水库灌区 5.03 上饶市 余干县
37 康山中型灌区 20.18 上饶市 余干县
38 枫富联圩灌区 6.52 上饶市 余干县
39 木溪水库中型灌区 8.96 上饶市 余干县
40 大港桥灌区 5.20 上饶市 万年县
41 群英梓埠灌区 5.58 上饶市 万年县
42 饶河灌区 10.20 上饶市 鄱阳县
43 畲湾灌区 5.20 上饶市 鄱阳县
44 珠湖灌区 6.99 上饶市 鄱阳县
45 高坊灌区 8.11 抚州市 金溪县
46 马芦灌区 5.80 抚州市 金溪县
47 东元灌区 5.10 抚州市 乐安县
48 潭湖水库灌区 8.02 抚州市 南丰县
49 宝水渠灌区 6.00 抚州市 崇仁县

江    西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0 港石灌区 5.05 抚州市 崇仁县
51 宜惠渠灌区 5.60 抚州市 临川区
52 金临渠灌区 17.42 抚州市 临川区、东临新区、金溪县
53 上游灌区 5.14 抚州市 临川区、高新区
54 幸福水库灌区 5.13 抚州市 东乡区
55 麻源中型灌区 5.28 抚州市 南城县
56 袁南灌区 8.67 宜春市 袁州区
57 店下灌区 10.17 宜春市 樟树市
58 吴城灌区 7.14 宜春市 樟树市
59 矿山灌区 13.45 宜春市 高安市
60 莲花塘灌区 5.44 宜春市 高安市
61 三八灌区 5.55 宜春市 高安市
62 观桥灌区 11.90 宜春市 丰城市
63 石上灌区 5.50 宜春市 丰城市
64 丰产中型灌区 8.18 宜春市 宜丰县
65 南港灌区 5.30 宜春市 上高县
66 锦泰灌区 6.46 宜春市 万载县
67 巨岭中型灌区 5.43 宜春市 奉新县
68 老营盘灌区 11.56 吉安市 泰和县
69 丰源灌区 5.56 吉安市 永新县
70 洞口灌区 5.61 吉安市 永新县
71 社上南干灌区 12.03 吉安市 安福县
72 谷口灌区 5.70 吉安市 安福县
73 泸水河北岸灌区 5.21 吉安市 安福县
74 柘田灌区 5.25 吉安市 安福县
75 南澳陂灌区 5.23 吉安市 遂川县
76 万宝灌区 5.08 吉安市 峡江

江    西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77 窑里中型灌区 8.20 吉安市 新干县
78 田南水库灌区 5.11 吉安市 新干县
79 黄泥埠灌区 5.57 吉安市 新干县
80 福华山灌区 5.14 吉安市 吉安县
81 银湾桥灌区 5.53 吉安市 吉安县
82 万安水库左岸灌区 5.29 吉安市 万安县
83 蕉源水库灌区 6.50 吉安市 万安县
84 芦源水库灌区 5.05 吉安市 万安县
85 高虎脑中型灌区 5.50 吉安市 永丰县
86 恩江渠中型灌区 5.08 吉安市 永丰县
87 返步桥中型灌区 5.20 吉安市 永丰县
88 双山灌区 5.65 吉安市 吉水县
89 长冈灌区 5.10 赣州市 兴国县
90 长龙灌区 5.06 赣州市 兴国县
91 走马垅中型灌区 5.60 赣州市 信丰县
92 下栏中型灌区 6.22 赣州市 于都县
93 高陂中型灌区 5.93 赣州市 于都县
94 走马陂灌区 5.20 赣州市 宁都县
95 章水灌区 5.50 赣州市 大余县
96 雷公坝灌区 5.11 赣州市 会昌县
97 龙陈灌区 6.83 赣州市 瑞金市
98 横寨石孜垇灌区 5.43 赣州市 南康区
99 桐林灌区 5.06 赣州市 兴国县
100 白庙灌区 6.46 鹰潭市 贵溪市
101 枫林湾灌区 7.54 鹰潭市 贵溪市
102 锦北灌区 6.44 鹰潭市 余江区
103 白塔渠灌区 21.50 鹰潭市 余江区

江    西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4 山口岩灌区 7.54 萍乡市 芦溪县
105 源并石坝灌区 5.05 萍乡市 湘东区
106 桐木灌区 5.71 萍乡市 上栗县
107 寒山水库灌区 5.47 萍乡市 莲花县
108 蒙河灌区 5.51 新余市 渝水区
109 共库灌区 21.95 景德镇市 乐平市
110 碧湾灌区 7.66 景德镇市 乐平市
111 成朱灌区 5.94 省监狱局

江    西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钓鱼台水库灌区 1.23 济南市 长清区
2 杏林水库灌区 3.00 济南市 章丘市
3 杜张水库灌区 2.00 济南市 章丘市
4 桑梓店镇西灌区 3.50 济南市 天桥区
5 姜沟灌区 3.80 济南市 平阴县
6 外山排灌站灌区 2.20 济南市 平阴县
7 望口山排灌站灌区 1.20 济南市 平阴县
8 龙桥灌区 1.00 济南市 平阴县
9 大桃园排灌站灌区 1.00 济南市 平阴县
10 柳山头灌区 1.00 济南市 平阴县
11 狼猫山灌区 4.00 济南市 历城区
12 鹁鸽楼水库灌区 2.50 济南市 莱城区
13 沟里水库灌区 1.80 济南市 莱城区
14 公庄水库灌区 1.50 济南市 莱城区
15 葫芦山水库灌区 2.00 济南市 钢城区
16 杨家横水库灌区 1.84 济南市 钢城区
17 大泽山水库灌区 1.83 青岛市 平度市
18 淄阳水库灌区 1.70 青岛市 平度市
19 高格庄灌区 2.41 青岛市 莱西市
20 王吴灌区 3.60 青岛市 胶州市
21 贾疃灌区 2.00 青岛市 胶州市
22 大店灌区 1.50 青岛市 胶州市
23 红旗灌区 1.38 青岛市 胶州市
24 铺集灌区 1.33 青岛市 胶州市
25 张家屯灌区 1.33 青岛市 胶州市

山    东 一般中型灌区

山东省中型灌区名录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闸子灌区 1.31 青岛市 胶州市
27 麻湾灌区 1.31 青岛市 胶州市
28 王疃灌区 1.31 青岛市 胶州市
29 陡崖子水库灌区 3.33 青岛市 胶南市
30 铁山水库灌区 1.61 青岛市 胶南市
31 小珠山水库灌区 1.58 青岛市 胶南市
32 王家岭扬水站灌区 1.46 青岛市 胶南市
33 韩家庄水库灌区 1.10 青岛市 胶南市
34 岔河灌区 4.40 青岛市 即墨市
35 王圈水库灌区 3.74 青岛市 即墨市
36 金口万亩方灌区 2.85 青岛市 即墨市
37 宋化泉水库灌区 2.25 青岛市 即墨市
38 华山辛庄灌区 2.25 青岛市 即墨市
39 瓦戈庄灌区 2.00 青岛市 即墨市
40 挪城水库灌区 1.51 青岛市 即墨市
41 普东灌区 1.30 青岛市 即墨市
42 孝杨干渠灌区 1.20 淄博市 淄川区
43 张店区黄土崖灌区 3.90 淄博市 张店区
44 西里镇曹宅水库灌区 1.50 淄博市 沂源县
45 悦庄镇北营水库灌区 1.50 淄博市 沂源县
46 中庄镇社庄水库灌区 1.20 淄博市 沂源县
47 大张庄镇张家旁峪水库灌区 1.15 淄博市 沂源县
48 张家坡镇北店子一水库灌区 1.10 淄博市 沂源县
49 大张庄镇水营水库灌区 1.10 淄博市 沂源县
50 鲁村镇青杨圈水库灌区 1.10 淄博市 沂源县
51 鲁村镇石门水库灌区 1.10 淄博市 沂源县
52 悦庄镇娄峪水库灌区 1.05 淄博市 沂源县

山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鲁村镇刘家庄水库灌区 1.05 淄博市 沂源县
54 石马水库灌区 2.18 淄博市 博山区
55 贾庄节制闸灌区 3.50 枣庄市 峄城区
56 石庙灌区 1.20 枣庄市 薛城区
57 袁河灌区 1.00 枣庄市 薛城区
58 向阳灌区 3.50 枣庄市 滕州市
59 户主水库灌区 2.50 枣庄市 滕州市
60 滨湖镇焦村排灌站灌区 1.30 枣庄市 滕州市
61 丁堂灌区 1.00 枣庄市 滕州市
62 级索镇前王晁村灌区 1.00 枣庄市 滕州市
63 段庄灌区 1.00 枣庄市 滕州市
64 级索镇后王晁村灌区 1.00 枣庄市 滕州市
65 级索镇翟庄村灌区 1.00 枣庄市 滕州市
66 薛庄灌区 3.18 枣庄市 台儿庄区
67 侯孟灌区 3.00 枣庄市 台儿庄区
68 涧头灌区 2.51 枣庄市 台儿庄区
69 张山子灌区 2.07 枣庄市 台儿庄区
70 伊运灌区 1.52 枣庄市 台儿庄区
71 辛庄水库灌区 1.50 枣庄市 山亭区
72 长城水库灌区 1.11 枣庄市 山亭区
73 前伏水库灌区 1.11 枣庄市 山亭区
74 陈庄镇付窝2#泵站灌区 2.30 东营市 利津县
75 陈庄镇崔家泵站灌区 1.50 东营市 利津县
76 丁家泵站灌区 1.00 东营市 利津县
77 路庄灌区 4.50 东营市 垦利县
78 十八户灌区 3.00 东营市 垦利县
79 一号灌区 2.00 东营市 垦利县

山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纪冯灌区 1.00 东营市 垦利县
81 城子水库灌区 3.02 烟台市 招远市
82 勾山水库灌区 2.77 烟台市 招远市
83 陈家水库灌区 1.40 烟台市 招远市
84 金岭水库灌区 1.32 烟台市 招远市
85 罗山水库灌区 1.00 烟台市 招远市
86 芦山水库自流灌区 1.00 烟台市 招远市
87 官道镇岗山水库灌区 1.41 烟台市 栖霞市
88 亭口镇南埠水库灌区 1.22 烟台市 栖霞市
89 亭口镇田家水库灌区 1.17 烟台市 栖霞市
90 龙泉水库灌区 4.86 烟台市 牟平区
91 瓦善水库灌区 3.00 烟台市 牟平区
92 桃园水库灌区 1.88 烟台市 牟平区
93 沐浴水库东风电灌站灌区 2.50 烟台市 莱阳市
94 沐浴水库东灌区 2.00 烟台市 莱阳市
95 陶格庄泵站灌区 2.00 烟台市 莱阳市
96 吴格庄电灌站灌区 1.25 烟台市 莱阳市
97 小平水库灌区 1.23 烟台市 莱阳市
98 沐浴水库西灌区 1.00 烟台市 莱阳市
99 里店水库灌区 3.88 烟台市 海阳市
100 盘石水库灌区 2.91 烟台市 海阳市
101 建新水库灌区 2.91 烟台市 海阳市
102 小纪镇南台水库灌区 1.36 烟台市 海阳市
103 郭城镇桂山水库灌区 1.25 烟台市 海阳市
104 朱吴镇石现水库灌区 1.04 烟台市 海阳市
105 巴山扬水站灌区 2.40 潍坊市 诸城市
106 郭家村水库灌区 2.00 潍坊市 诸城市

山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石门水库灌区 2.00 潍坊市 诸城市
108 共青团水库灌区 1.80 潍坊市 诸城市
109 吴家楼水库灌区 1.73 潍坊市 诸城市
110 徐洞扬水站灌区 1.50 潍坊市 诸城市
111 道明扬水站灌区 1.50 潍坊市 诸城市
112 莎沟水库灌区 1.20 潍坊市 诸城市
113 清河扬水站灌区 1.20 潍坊市 诸城市
114 牛台山水库灌区 1.20 潍坊市 诸城市
115 西见屯扬水站灌区 1.00 潍坊市 诸城市
116 白浪河水库西灌区（潍城区） 3.00 潍坊市 潍城区
117 符山水库灌区 3.00 潍坊市 潍城区
118 南河引弥灌区 4.00 潍坊市 寿光市
119 丰产河引弥灌区 4.00 潍坊市 寿光市
120 杨庄扬水站灌区 1.40 潍坊市 寿光市
121 道口电灌站引弥灌区 1.00 潍坊市 寿光市
122 大关水库灌区 3.50 潍坊市 临朐县
123 沂山水库灌区 2.42 潍坊市 临朐县
124 丹河水库灌区 1.58 潍坊市 临朐县
125 田庄扬水站灌区 2.80 潍坊市 高密市
126 李家庄扬水站灌区 1.50 潍坊市 高密市
127 拒城河水库灌区 1.50 潍坊市 高密市
128 马旺水库灌区 1.50 潍坊市 高密市
129 红旗扬水站灌区 1.00 潍坊市 高密市
130 故献扬水站灌区 1.00 潍坊市 高密市
131 申明亭扬水站灌区 1.20 潍坊市 昌邑市
132 荆山水库灌区 2.88 潍坊市 昌乐县
133 马宋水库灌区 1.47 潍坊市 昌乐县

山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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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丛闫扬水站灌区 1.34 潍坊市 昌乐县
135 下株梧水库灌区 2.07 潍坊市 安丘市
136 西古河拦河坝灌区 2.00 潍坊市 安丘市
137 共青团水库灌区 1.70 潍坊市 安丘市
138 伏留水库灌区 1.30 潍坊市 安丘市
139 罗家庄水库灌区 1.20 潍坊市 安丘市
140 南吾水库灌区 1.00 潍坊市 安丘市
141 莫亭水库灌区 1.28 济宁市 邹城市
142 陈年灌区 1.48 济宁市 鱼台县
143 陈湾灌区 1.35 济宁市 鱼台县
144 齐楼灌区 1.30 济宁市 鱼台县
145 南陈灌区 1.25 济宁市 鱼台县
146 缪集灌区 1.16 济宁市 鱼台县
147 小黄灌区 1.13 济宁市 鱼台县
148 谷亭灌区 1.09 济宁市 鱼台县
149 王鲁灌区 1.08 济宁市 鱼台县
150 张玉灌区 1.08 济宁市 鱼台县
151 引泗回灌工程灌区 2.82 济宁市 兖州市
152 琵琶山灌区 3.60 济宁市 汶上县
153 杨柳灌区 3.84 济宁市 泗水县
154 尹城灌区 2.90 济宁市 泗水县
155 马场湖灌区 1.50 济宁市 任城区
156 李辛庄灌区 1.38 济宁市 金乡县
157 胡老家灌区 1.23 济宁市 金乡县
158 宋王排灌站灌区 1.60 济宁市 嘉祥县
159 田村水库灌区 1.50 泰安市 新泰市
160 苇池水库灌区 1.35 泰安市 新泰市

山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61 龙池庙水库灌区 1.20 泰安市 新泰市
162 黄花岭水库灌区 1.10 泰安市 新泰市
163 杨庄水库灌区 1.05 泰安市 新泰市
164 祝福庄水库灌区 1.00 泰安市 新泰市
165 刘家庄灌区 1.20 泰安市 泰山区
166 直界水库灌区 3.00 泰安市 宁阳县
167 贤村水库灌区 2.50 泰安市 宁阳县
168 石集水库灌区 1.70 泰安市 宁阳县
169 尚庄炉水库灌区 2.10 泰安市 肥城市
170 堂子灌区 1.60 泰安市 东平县
171 东金山灌区 1.60 泰安市 东平县
172 黄庄灌区 1.50 泰安市 东平县
173 彩山水库灌区 3.29 泰安市 岱岳区
174 小安门水库灌区 2.03 泰安市 岱岳区
175 群红渠彭家峪水库灌区 2.00 泰安市 岱岳区
176 角峪水库灌区 1.84 泰安市 岱岳区
177 汶口引河灌区 1.50 泰安市 岱岳区
178 山阳水库灌区 1.40 泰安市 岱岳区
179 埠东岭扬水站灌区 1.40 泰安市 岱岳区
180 乡城岭扬水站灌区 1.20 泰安市 岱岳区
181 颜谢扬水站灌区 1.20 泰安市 岱岳区
182 石楼扬水站灌区 1.00 泰安市 岱岳区
183 满庄镇响水河水库灌区 1.00 泰安市 岱岳区
184 坤龙邢水库灌区 3.40 威海市 文登市
185 南圈水库灌区 1.70 威海市 文登市
186 台依水库灌区 3.72 威海市 乳山市
187 花家疃水库灌区 1.76 威海市 乳山市

一般中型灌区山    东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88 院里水库灌区 1.09 威海市 乳山市
189 纸坊水库灌区 2.30 威海市 荣成市
190 长城岭水库灌区 3.00 日照市 五莲县
191 河西水库灌区 2.41 日照市 五莲县
192 小王疃水库灌区 1.59 日照市 五莲县
193 蛙子沟水库灌区 1.40 日照市 五莲县
194 却坡水库灌区 1.33 日照市 五莲县
195 石亩子水库灌区 1.32 日照市 五莲县
196 冯家坪水库灌区 1.29 日照市 五莲县
197 巨峰水库灌区 2.34 日照市 岚山区
198 土山河水库灌区 1.50 日照市 岚山区
199 黄墩陈家沟水库灌区 1.00 日照市 岚山区
200 老营水库灌区 2.80 日照市 莒县
201 小店灌区 1.20 日照市 莒县
202 茶城水库灌区 1.20 日照市 莒县
203 小庄子水库灌区 1.00 日照市 莒县
204 黄山水库灌区 1.00 日照市 莒县
205 马陵水库灌区 4.80 日照市 东港区
206 三庄镇四亩地水库灌区 1.06 日照市 东港区
207 北社灌区 3.20 临沂市 沂水县
208 青驼镇青驼拦河闸灌区 2.51 临沂市 沂南县
209 寨子水库灌区 2.10 临沂市 沂南县
210 李庄一级站灌区 4.55 临沂市 郯城县
211 三捷庄灌区 4.01 临沂市 郯城县
212 韩楼灌区 2.21 临沂市 郯城县
213 红佛寺灌区 2.00 临沂市 郯城县
214 蒋史汪灌区 1.50 临沂市 郯城县

山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15 林孟场灌区 1.50 临沂市 郯城县
216 土山灌区 1.50 临沂市 郯城县
217 刘宅子灌区 1.50 临沂市 郯城县
218 李庄镇刘家道口灌区 1.20 临沂市 郯城县
219 跑马岭灌区 1.20 临沂市 郯城县
220 岳庄水库灌区 2.55 临沂市 平邑县
221 安靖水库灌区 2.30 临沂市 平邑县
222 杨庄水库灌区 2.28 临沂市 平邑县
223 吴家庄水库灌区 1.90 临沂市 平邑县
224 魏庄乡石门水库灌区 1.70 临沂市 平邑县
225 公家庄水库灌区 1.67 临沂市 平邑县
226 大富宁水库灌区 1.50 临沂市 平邑县
227 乔家村水库灌区 1.20 临沂市 平邑县
228 高庄扬水站灌区 1.14 临沂市 平邑县
229 临涧镇涝泉水库灌区 1.01 临沂市 平邑县
230 朱家坡水库灌区 1.91 临沂市 蒙阴县
231 石马庄水库灌区 1.54 临沂市 蒙阴县
232 张庄水库灌区 1.35 临沂市 蒙阴县
233 黄土山水库灌区 1.35 临沂市 蒙阴县
234 黄仁水库灌区 1.27 临沂市 蒙阴县
235 东指水库灌区 1.00 临沂市 蒙阴县
236 岭南头灌区 4.50 临沂市 临沭县
237 大官庄灌区 4.50 临沂市 临沭县
238 凌山头水库灌区 3.38 临沂市 临沭县
239 侯宅子灌区 3.00 临沂市 临沭县
240 朱果灌区 2.20 临沂市 临沭县
241 中峰水库灌区 2.15 临沂市 莒南县

山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42 大山水库灌区 1.98 临沂市 莒南县
243 汀水镇墩后扬水站灌区 1.87 临沂市 莒南县
244 赫马岭村黑家岭扬水站灌区 1.75 临沂市 莒南县
245 岭泉镇徐家岭扬水站灌区 1.70 临沂市 莒南县
246 龙山水库灌区 1.61 临沂市 莒南县
247 洙边镇书院水库灌区 1.30 临沂市 莒南县
248 坊前镇蛟山水库灌区 1.17 临沂市 莒南县
249 上冶水库灌区 4.70 临沂市 费县
250 石岚水库灌区 4.70 临沂市 费县
251 马庄水库灌区 4.01 临沂市 费县
252 龙王口水库灌区 3.15 临沂市 费县
253 古城水库灌区 1.40 临沂市 费县
254 书房水库灌区 1.38 临沂市 费县
255 刘庄水库灌区 1.05 临沂市 费县
256 梁邱镇钓鱼台水库灌区 1.01 临沂市 费县
257 小陵灌区 4.50 临沂市 苍山县
258 小马庄灌区 4.38 临沂市 苍山县
259 庞庄排灌站灌区 2.40 临沂市 苍山县
260 长辛桥灌区 2.26 临沂市 苍山县
261 双河灌区 1.49 临沂市 苍山县
262 考村水库灌区 1.01 临沂市 苍山县
263 王仁庄灌区 3.50 德州市 夏津县
264 梳头李灌区 3.20 德州市 宁津县
265 渡口驿灌区 1.20 德州市 夏津县
266 薛王刘灌区 1.50 聊城市 临清市
267 老君堂引河灌区 4.50 聊城市 高唐县
268 尚官屯泵站灌区 3.00 聊城市 高唐县

山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9 郭庄泵站灌区 3.00 聊城市 高唐县
270 刘桥东引河灌区 3.00 聊城市 高唐县
271 盖王泵站灌区 2.50 聊城市 高唐县
272 友谊泵站灌区 2.00 聊城市 高唐县
273 谢里长屯泵站灌区 1.70 聊城市 高唐县
274 陶刘沟灌区 3.06 聊城市 茌平县
275 下洼秦口河东灌区 2.07 滨州市 沾化县
276 泊头灌区 1.95 滨州市 沾化县
277 黄升程井灌区 1.50 滨州市 沾化县
278 富国刚坝万亩方灌区 1.50 滨州市 沾化县
279 冯家灌区 1.50 滨州市 沾化县
280 黄升潘家灌区 1.38 滨州市 沾化县
281 古城官庄灌区 1.20 滨州市 沾化县
282 大高、峰台、徐家洼灌区 1.00 滨州市 沾化县
283 大高流钟万亩方灌区 1.00 滨州市 沾化县
284

商店镇小桑（沙河）
灌区

3.00 滨州市 阳信县
285 小泊头镇梁郑王电灌站灌区 1.60 滨州市 无棣县
286 柳堡镇电灌站灌区 1.50 滨州市 无棣县
287 小泊头镇电灌站灌区 1.20 滨州市 无棣县
288 车王镇电灌站灌区 1.20 滨州市 无棣县
289 林集灌区 4.00 菏泽市 郓城县
290 夹河赵灌区 1.95 菏泽市 牡丹区
291 魏楼灌区 1.00 菏泽市 牡丹区
292 郭集扬水站灌区 1.00 菏泽市 鄄城县
293 关桥灌区 3.90 菏泽市 巨野县
294 谢集灌区 3.00 菏泽市 巨野县
295 李街灌区 1.50 菏泽市 巨野县

山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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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杨河口灌区 1.50 菏泽市 巨野县
297 庞河口灌区 1.50 菏泽市 巨野县
298 杨官屯灌区 1.45 菏泽市 巨野县
299 曹楼灌区 1.30 菏泽市 巨野县
300 张楼灌区 4.80 菏泽市 定陶县
301 路菜园灌区 4.00 菏泽市 定陶县
302 侯楼灌区 3.35 菏泽市 定陶县
303 赵坤寨灌区 1.50 菏泽市 定陶县
304 界牌灌区 1.73 菏泽市 曹县
1 东风电灌站灌区 6.00 济南市 长清区
2 绣惠渠灌区 8.53 济南市 章丘市
3 垛庄水库灌区 5.00 济南市 章丘市
4 大王庙引黄灌区 18.00 济南市 天桥区
5 卧虎山灌区 8.30 济南市 历城区
6 锦绣川水库灌区 6.40 济南市 历城区
7 葛店引黄灌区 18.10 济南市 济阳县
8 张辛引黄灌区 15.40 济南市 济阳县
9 沟杨灌区 12.67 济南市 济阳县
10 吴家堡引黄灌区 5.00 济南市 槐荫区
11 大冶水库灌区 6.60 济南市 莱城区
12 莱芜市乔店水库灌区 5.20 济南市 钢城区
13 黄同水库灌区 6.00 青岛市 平度市
14 北墅灌区 8.00 青岛市 莱西市
15 山洲灌区 5.10 青岛市 胶州市
16 吉利河水库灌区 10.01 青岛市 胶南市
17 袁家庄灌区 9.30 青岛市 即墨市
18 萌山灌区 9.60 淄博市 周村区

一般中型灌区

山    东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9 田庄水库灌区 13.30 淄博市 沂源县
20 红旗水库灌区 5.30 淄博市 沂源县
21 刘桥灌区 6.00 枣庄市 峄城区
22 潘庄灌区 11.60 枣庄市 薛城区
23 岩马水库灌区 24.00 枣庄市 滕州市
24 马河水库灌区 14.00 枣庄市 滕州市
25 周村水库灌区 6.85 枣庄市 市中区
26 石嘴子水库灌区 6.15 枣庄市 山亭区
27 宫家灌区 22.00 东营市 利津县
28 胜利灌区 13.70 东营市 垦利县
29 五七灌区 11.60 东营市 垦利县
30 垦东灌区 7.00 东营市 垦利县
31 东水源灌区 28.00 东营市 河口区
32 预备河灌区 22.23 东营市 广饶县
33 龙门口水库灌区 6.10 烟台市 栖霞市
34 庵里水库灌区 6.00 烟台市 栖霞市
35 高陵水库灌区 6.35 烟台市 牟平区
36 胡城灌区 9.75 烟台市 莱阳市
37 青墩水库灌区 7.10 潍坊市 诸城市
38 小清河扬水站灌区 14.36 潍坊市 寿光市
39 黑虎山水库灌区 7.96 潍坊市 青州市
40 引弥灌区 5.50 潍坊市 青州市
41 仁河水库灌区 5.00 潍坊市 青州市
42 嵩山水库灌区 8.50 潍坊市 临朐县
43 王吴水库灌区 8.00 潍坊市 高密市
44 于家河水库灌区 11.87 潍坊市 安丘市
45 尚庄水库灌区 10.42 潍坊市 安丘市

山    东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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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46 湖水东调灌区 10.01 济宁市 邹城市
47 西苇水库灌区 7.74 济宁市 邹城市
48 龙湾套灌区 8.45 济宁市 泗水县
49 华村灌区 6.36 济宁市 泗水县
50 贺庄灌区 5.04 济宁市 泗水县
51 红旗闸灌区 11.70 济宁市 曲阜市
52 尼山水库灌区 11.50 济宁市 曲阜市
53 防山灌区 5.40 济宁市 曲阜市
54 万北灌区 25.00 济宁市 金乡县
55 东周水库灌区 13.00 泰安市 新泰市
56 光明水库灌区 6.30 泰安市 新泰市
57 金斗水库灌区 5.65 泰安市 新泰市
58 东引汶灌区 15.80 泰安市 宁阳县
59 月牙河水库灌区 15.36 泰安市 宁阳县
60 安孙灌区 6.57 泰安市 肥城市
61 引汶灌区 21.00 泰安市 东平县
62 二十里铺引湖灌区 11.50 泰安市 东平县
63 戴庙引黄灌区 10.50 泰安市 东平县
64 刘口灌区 10.00 泰安市 东平县
65 无盐引汶灌区 8.00 泰安市 东平县
66 丁庄引黄灌区 5.50 泰安市 东平县
67 胜利水库灌区 17.50 泰安市 岱岳区
68 黄前水库灌区 5.50 泰安市 岱岳区
69 颜谢引河灌区 5.00 泰安市 岱岳区
70 龙角山水库灌区 11.35 威海市 乳山市
71 户部岭水库灌区 6.37 日照市 五莲县
72 仕峤灌区 12.29 日照市 莒县

山    东 重点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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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73 沙沟水库灌区 12.60 临沂市 沂水县
74 斜屋灌区 24.10 临沂市 沂南县
75 丹山灌区 10.50 临沂市 沂南县
76 黄埠灌区 7.75 临沂市 沂南县
77 高湖水库灌区 5.63 临沂市 沂南县
78 马头灌区 29.50 临沂市 郯城县
79 清泉寺灌区 20.00 临沂市 郯城县
80 李庄灌区 20.00 临沂市 郯城县
81 唐村灌区 16.76 临沂市 平邑县
82 昌里灌区 14.42 临沂市 平邑县
83 龙潭水库灌区 6.00 临沂市 临沭县
84 茶山灌区 10.00 临沂市 兰山区
85 花园灌区 6.50 临沂市 兰山区
86 相邸水库灌区 9.75 临沂市 莒南县
87 石泉湖水库灌区 6.59 临沂市 莒南县
88 石拉渊灌区 16.00 临沂市 河东区
89 许家崖水库灌区 26.80 临沂市 费县
90 沂武河灌区 18.90 临沂市 苍山县
91 韩家灌区 25.00 德州市 陵城区
92 甲马营灌区 17.56 德州市 武城县
93 七一河灌区 15.00 德州市 夏津县
94 豆腐窝灌区 15.00 德州市 齐河县
95 韩刘灌区 15.00 德州市 齐河县
96 马北灌区 15.00 德州市 陵城区
97 冯家灌区 14.00 德州市 庆云县
98 马西灌区 12.00 德州市 庆云县
99 土龙头灌区 12.00 德州市 夏津县

山    东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0 头屯灌区 10.00 德州市 武城县
101 马东灌区 9.00 德州市 庆云县
102 吕洼灌区 9.00 德州市 武城县
103 杨家灌区 8.30 德州市 庆云县
104 恩城灌区 8.30 德州市 平原县
105 陶桥灌区 7.00 德州市 夏津县
106 张龙灌区 6.50 德州市 陵城区
107 赵庄灌区 6.50 德州市 陵城区
108 马西提水灌区 5.90 德州市 平原县
109 辛桥灌区 5.40 德州市 平原县
110 纸房灌区 5.40 德州市 陵城区
111 赵滩子灌区 5.20 德州市 乐陵市
112 丁坞后生张灌区 5.00 德州市 乐陵市
113 云红闫家灌区 5.00 德州市 乐陵市
114 仲子庙灌区 20.75 聊城市 莘县
115 东池灌区 8.90 聊城市 莘县
116 任官屯灌区 5.64 聊城市 临清市
117 班庄灌区 28.00 聊城市 冠县
118 乜村灌区 14.00 聊城市 冠县
119 刘桥西引河灌区 9.50 聊城市 高唐县
120 王浩沟引河灌区 8.70 聊城市 高唐县
121 后屯引河灌区 6.50 聊城市 高唐县
122 阳信县德惠新河灌区 6.00 滨州市 阳信县
123 归仁灌区 10.00 滨州市 惠民县
124 大崔灌区 9.00 滨州市 惠民县
125 道旭灌区 16.40 滨州市 博兴县
126 张桥引黄灌区 15.00 滨州市 邹平市

山    东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27 张肖堂灌区 15.00 滨州市 滨城区
128 兰家灌区 15.00 滨州市 滨城区
129 大道王灌区 7.00 滨州市 滨城区
130 旧城引黄灌区 17.80 菏泽市 鄄城县
131 六营灌区 5.00 菏泽市 巨野县
132 高村灌区 14.80 菏泽市 东明县
133 邵堂灌区 13.00 菏泽市 定陶县
134 均张庄灌区 10.00 菏泽市 定陶县
135 浮岗水库灌区 29.50 菏泽市 单县
136 徐寨节制闸灌区 21.00 菏泽市 单县
137 肖楼闸灌区 14.10 菏泽市 成武县
138 冯集闸灌区 10.50 菏泽市 成武县
139 楚楼闸灌区 7.05 菏泽市 成武县
140 堡城灌区 11.70 菏泽市 东明县
141 王高寨灌区 20.80 菏泽市 东明县

山    东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纸坊水库灌区 2.20 郑州市 登封市
2 券门水库灌区 2.25 郑州市 登封市
3 少林水库灌区 2.70 郑州市 登封市
4 宋窑水库灌区 1.00 郑州市 登封市
5 朝阳沟水库灌区 2.30 郑州市 登封市
6 李湾水库灌区 3.42 郑州市 新密市
7 河王水库灌区 4.05 郑州市 荥阳市
8 降龙渠灌区 1.40 郑州市 荥阳市
9 唐岗水库灌区 3.00 郑州市 荥阳市
10 胜利渠灌区 2.00 郑州市 荥阳市
11 观音寺镇杨庄灌区 1.00 郑州市 新郑市
12 陶花店水库灌区 2.10 洛阳市 偃师市
13 九龙角水库灌区 1.36 洛阳市 偃师市
14 东风渠灌区 1.03 洛阳市 新安县
15 宜洛北渠灌区 2.50 洛阳市 宜阳县
16 宜洛南渠灌区 1.20 洛阳市 宜阳县
17 韩城渠灌区 2.04 洛阳市 宜阳县
18 张坞渠灌区 1.30 洛阳市 宜阳县
19 寻村渠灌区 1.50 洛阳市 宜阳县
20 寺河灌区 1.07 洛阳市 宜阳县
21 先锋渠灌区 1.80 洛阳市 伊川县
22 顺阳渠灌区 3.50 洛阳市 伊川县
23 永安渠灌区 1.27 洛阳市 伊川县
24 永昌渠灌区 1.05 洛阳市 伊川县
25 幸福渠灌区 1.25 洛阳市 伊川县

河南省中型灌区名录

河    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解放渠灌区 1.80 洛阳市 伊川县
27 丁惠灌区 1.20 洛阳市 伊川县
28 雷沟渠灌区 1.30 洛阳市 伊川县
29 大沟口灌区 3.20 洛阳市 洛宁县
30 青沟水库灌区 2.50 洛阳市 嵩县
31 秦岭灌区 3.00 洛阳市 高新区、宜阳县
32 嵩伊渠灌区 1.30 洛阳市 嵩县
33 邙山渠灌区 2.35 洛阳市 洛阳市
34 老虎洞灌区 1.30 平顶山市 郏县
35 米湾灌区 1.0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36 河陈灌区 1.40 平顶山市 宝丰县
37 民丰渠灌区 3.50 鹤壁市 浚县
38 坷垃缝电灌站灌区 1.30 鹤壁市 浚县
39 红卫灌区 2.00 鹤壁市 淇县
40 鹿林渠灌区 4.16 鹤壁市 山城区
41 马坊灌区 3.85 焦作市 修武县
42 白马沟灌区 1.50 焦作市 博爱县
43 幸福闸灌区 2.00 焦作市 博爱县
44 幸福渠灌区 2.20 许昌市 建安区
45 白虎潭灌区 2.86 三门峡市 灵宝市
46 大湖灌区 1.07 三门峡市 灵宝市
47 灵湖灌区 1.06 三门峡市 灵宝市
48 文西渠灌区 1.02 三门峡市 灵宝市
49 联合渠灌区 1.30 三门峡市 灵宝市
50 小河灌区 2.60 三门峡市 灵宝市
51 跃进渠太平渠灌区 2.31 三门峡市 灵宝市
52 张家山灌区 1.20 三门峡市 灵宝市

河    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建设渠灌区 1.05 三门峡市 灵宝市
54 红卫渠灌区 1.20 三门峡市 灵宝市
55 柏丰渠灌区 2.10 三门峡市 示范区
56 仁村灌区 1.10 三门峡市 渑池县
57 洪阳灌区 1.50 三门峡市 渑池县
58 涧口河灌区 1.00 三门峡市 渑池县
59 望花亭水库灌区 2.60 南阳市 方城县
60 吕家沟水库灌区 1.00 南阳市 方城县
61 廖庄灌区 1.20 南阳市 南召县
62 磁塔崖灌区 1.05 南阳市 南召县
63 白马堰灌区 1.34 南阳市 唐河县
64 倪河水库灌区 1.40 南阳市 唐河县
65 牛沟灌区 3.00 南阳市 唐河县
66 山头水库灌区 1.25 南阳市 唐河县
67 龙王沟水库灌区 2.43 南阳市 卧龙区
68 冢岗庙水库灌区 2.10 南阳市 卧龙区
69 彭李坑水库灌区 1.50 南阳市 卧龙区
70 王村河流灌区 2.80 南阳市 卧龙区
71 打磨石岩水库灌区 3.00 南阳市 卧龙区
72 合作渠河流灌区 2.35 南阳市 卧龙区
73 高丘水库灌区 3.50 南阳市 镇平县
74 丰收渠灌区 1.48 南阳市 内乡县
75 赵庄灌区 3.60 南阳市 桐柏县
76 鹳河灌区 2.08 南阳市 淅川县
77 石龙堰灌区 1.30 南阳市 西峡县
78 七峪水库灌区 1.20 南阳市 西峡县
79 重阳水库灌区 3.70 南阳市 西峡县

河    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庄口水库灌区 1.05 南阳市 西峡县
81 兔子湖灌区 3.00 信阳市 淮滨县
82 寨河镇金河沟水库灌区 1.18 信阳市 光山县
83 斛山乡蔡桥水库灌区 1.15 信阳市 光山县
84 晏河李畈水库灌区 1.01 信阳市 光山县
85 邬桥水库灌区 2.50 信阳市 潢川县
86 老龙埂水库灌区 1.50 信阳市 潢川县
87 仁和镇胡桥灌区 1.65 信阳市 潢川县
88 双柳树镇李楼水库灌区 1.10 信阳市 潢川县
89 定远乡月亮湾水库自流灌区 1.00 信阳市 罗山县
90 潘新镇九龙村九龙自流灌区 1.70 信阳市 罗山县
91 任大寨灌区 3.00 信阳市 息县
92 临河灌区 2.29 信阳市 息县
93 单台灌区 1.10 信阳市 息县
94 香山水库自流灌区 1.23 信阳市 新县
95 石堰口水库自流灌区 1.50 信阳市 新县
96 王沟水库自流灌区 1.30 信阳市 新县
97 杨冲水库自流灌区 1.25 信阳市 新县
98 王堂灌区 2.70 信阳市 平桥区
99 洪山灌区 2.70 信阳市 平桥区
100 尖山灌区 2.30 信阳市 平桥区
101 大石桥水库灌区 1.20 信阳市 商城县
102 海岗灌区 3.60 周口市 扶沟县
103 逊母口灌区 4.60 周口市 太康县
104 石门灌区 4.20 驻马店市 泌阳县
105 三山灌区 2.00 驻马店市 泌阳县
106 火石山灌区 1.80 驻马店市 泌阳县

河    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霍庄灌区 1.68 驻马店市 泌阳县
108 褚湾灌区 1.01 驻马店市 泌阳县
109 尚老庄引河渠灌区 1.01 驻马店市 泌阳县
110 老河水库灌区 3.00 驻马店市 驿城区
111 口门水库灌区 1.00 驻马店市 驿城区
112 任三楼灌区 2.50 驻马店市 西平县
113 康山灌区 1.50 驻马店市 西平县
114 同心寨灌区 1.00 驻马店市 西平县
115 竹园灌区 1.60 驻马店市 西平县
116 竹沟灌区 2.00 驻马店市 确山县
117 龙山口灌区 1.00 驻马店市 确山县
118 马楼灌区 1.00 驻马店市 确山县
119 二道河灌区 1.20 驻马店市 确山县
120 双沟灌区 1.00 驻马店市 遂平县
121 魏楼灌区 1.00 驻马店市 遂平县
122 下宋灌区 3.00 驻马店市 遂平县
123 八里岗灌区 1.00 驻马店市 遂平县
124 济河灌区 3.00 济源市 济源市
125 天坛山水库灌区 1.80 济源市 济源市
126 黄背角水库灌区 1.80 济源市 济源市
127 刘山水库灌区 1.65 南阳市 邓州市
128 张岗灌区 3.20 南阳市 邓州市
129 三郎堰灌区 1.52 南阳市 邓州市
130 丰港乡倒庙提灌站灌区 2.00 信阳市 固始县
131 武庙集乡夏河湾水库灌区 1.00 信阳市 固始县
132 段集镇亮山灌区 2.58 信阳市 固始县
133 张广庙镇石庙灌区 1.10 信阳市 固始县

河    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34 黎集镇红石桥提灌站灌区 1.20 信阳市 固始县
135 黎集镇孙家沟提灌站灌区 1.20 信阳市 固始县
136 三河尖镇望岗提灌站灌区 1.20 信阳市 固始县
137 祖师庙乡锁口水库灌区 1.20 信阳市 固始县
138 方集镇独山堰灌区 2.50 信阳市 固始县
139 滕口水库灌区 1.5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140 涧山口水库灌区 3.0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141 马庙水库灌区 2.5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142 丰收渠灌区 2.5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143 跃进渠灌区 1.5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144 幸福渠灌区 2.3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145 安沟水库灌区 2.5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1 三刘寨灌区 28.95 郑州市 中牟县
2 李村灌区 6.00 郑州市 荥阳市
3 东方红灌区 5.20 郑州市 新密市
4 花园口灌区 24.17 郑州市 惠济区、金水区
5 黑岗口引黄灌区 23.90 开封市 开封市城区、祥符区
6 黄河渠灌区 25.00 洛阳市 孟津区
7 提黄灌区 7.21 洛阳市 新安县
8 摩天渠灌区 7.00 洛阳市 伊川县
9 玉马灌区 10.00 洛阳市 汝阳县
10 洛南灌区 5.13 洛阳市 洛宁县
11 洛北灌区 5.20 洛阳市 洛宁县
12 渡洋河大石涧灌区 5.09 洛阳市 洛宁县
13 伊东渠灌区 10.80 洛阳市 龙门、洛龙区、伊滨区、偃师市
14 龙脖灌区 6.50 三门峡市 陕州区、洛宁县、宜阳县
15 恒压灌区 10.02 平顶山市 郏县

一般中型灌区

河    南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6 广阔渠灌区 10.01 平顶山市 郏县
17 田岗灌区 8.91 平顶山市 舞钢市
18 澎河灌区 5.20 平顶山市 鲁山县
19 龙兴寺灌区 5.20 平顶山市 宝丰县
20 引汝灌区 10.00 平顶山市 宝丰县
21 豆公灌区 14.70 安阳市 内黄县
22 淇河灌区 10.00 安阳市 林州市
23 珠泉灌区 5.30 安阳市 殷都区
24 琵琶寺灌区 5.30 安阳市 汤阴县
25 瓦岗灌区 5.90 安阳市 汤阴县
26 五陵灌区 5.60 安阳市 汤阴县
27 卫东渠灌区 24.50 鹤壁市 浚县
28 夺丰水库灌区 5.00 鹤壁市 淇县
29 大李庄闸灌区 6.00 鹤壁市 淇县
30 民主渠灌区 12.50 鹤壁市 淇县
31 工农渠灌区 10.00 鹤壁市 鹤山区、山城区
32 天赉渠灌区 16.00 鹤壁市 淇滨区、浚县
33 堤南引黄灌区 25.70 新乡市 原阳县
34 沧河灌区 11.20 新乡市 卫辉市
35 辛庄灌区 17.10 新乡市 封丘县
36 丹西灌区 5.30 焦作市 沁阳市
37 群英灌区 6.00 焦作市 博爱县、中站区、解放区
38 沙河灌区 12.86 焦作市 修武县
39 丹东灌区 16.90 焦作市 博爱县
40 白墙灌区 10.00 焦作市 孟州市
41 马鞍石灌区 5.10 焦作市 修武县
42 王召灌区 5.00 焦作市 沁阳市

河    南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43 引黄灌区 5.00 焦作市 温县
44 白马泉灌区 10.00 焦作市 武陟县
45 王称堌灌区 13.28 濮阳市 濮阳县
46 邢庙灌区 17.11 濮阳市 范县
47 于庄灌区 10.14 濮阳市 范县
48 满庄灌区 13.47 濮阳市 台前县
49 孙口灌区 10.26 濮阳市 台前县
50 王集灌区 10.35 濮阳市 台前县
51 佛耳岗水库灌区 10.20 许昌市 长葛市
52 纸坊灌区 5.40 许昌市 禹州市
53 五虎庙灌区 17.85 漯河市 郾城区
54 红线渠灌区 5.50 三门峡市 灵宝市
55 沟水坡灌区 5.60 三门峡市 示范区
56 仰韶灌区 5.00 三门峡市 渑池县
57 洛河灌区 5.10 三门峡市 卢氏县
58 涧里灌区 5.40 三门峡市 陕州区
59 张家河灌区 5.50 三门峡市 陕州区
60 鸭河工区马高灌区 6.00 南阳市 南召县
61 唐河县虎山灌区 9.80 南阳市 唐河县
62 赵湾水库灌区 10.78 南阳市 镇平县
63 陡坡水库灌区 6.10 南阳市 镇平县
64 打磨岗水库灌区 11.78 南阳市 内乡县
65 老龙潭灌区 8.00 南阳市 内乡县
66 太山庙水库灌区 5.90 南阳市 内乡县
67 二郎山水库灌区 6.05 南阳市 桐柏县
68 包公庙灌区 10.00 商丘市 睢阳区
69 任楼灌区 5.00 商丘市 睢阳区

河    南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70 石庄水库灌区 8.50 商丘市 虞城县
71 大王桥灌区 18.00 商丘市 虞城县
72 金张灌区 10.00 商丘市 夏邑县
73 南黄楼灌区 7.60 商丘市 夏邑县
74 砖桥灌区 12.45 商丘市 柘城县
75 李滩灌区 29.00 商丘市 柘城县
76 詹庄灌区 8.00 商丘市 柘城县
77 寨河镇陈兴寨灌区 6.35 信阳市 光山县
78 杏山提灌区 18.35 信阳市 光山县
79 双轮河灌区 11.24 信阳市 潢川县
80 杨围孜灌区 16.00 信阳市 潢川县
81 来龙灌区 8.00 信阳市 潢川县
82 潢河灌区 9.20 信阳市 潢川县
83 长洲河水库自流灌区 5.00 信阳市 新县
84 老鸦河灌区 7.29 信阳市 平桥区
85 红石嘴灌区 7.10 信阳市 平桥区
86 五岳灌区 19.60 信阳市 光山县
87 铁佛寺灌区 6.37 信阳市 商城县
88 龙山灌区 15.80 信阳市 光山县
89 西南灌区 5.00 周口市 扶沟县
90 黄桥灌区 20.00 周口市 西华县
91 张柿园灌区 5.00 周口市 西华县
92 逍遥灌区 5.00 周口市 西华县
93 大路李灌区 29.50 周口市 商水县
94 沙南灌区 25.00 周口市 商水县
95 周庄闸灌区 15.00 周口市 商水县
96 雷坡闸灌区 10.00 周口市 商水县

河    南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97 丁村灌区 13.50 周口市 郸城县
98 泉北灌区 5.60 周口市 沈丘县
99 泉南灌区 6.80 周口市 沈丘县
100 项城灌区 29.75 周口市 项城市
101 娄堤灌区 20.00 周口市 项城市
102 师寨灌区 20.00 周口市 项城市
103 乔口灌区 20.00 周口市 项城市
104 华山灌区 5.70 驻马店市 泌阳县
105 宋家场灌区 15.00 驻马店市 泌阳县
106 野猪岗灌区 17.00 驻马店市 汝南县
107 王屋山水库灌区 5.60 济源市 济源市
108 北滩灌区 7.80 开封市 兰考县
109 卫河长虹灌区 5.04 安阳市 滑县
110 郑寨灌区 8.50 新乡市 长垣市
111 左寨灌区 17.00 新乡市 长垣市
112 湍惠渠灌区 8.80 南阳市 邓州市
113 和顺灌区 9.80 商丘市 永城市
114 卫星渠灌区 5.60 洛阳市 新安县
115 中州渠灌区 9.00 洛阳市 洛龙区、孟津县、偃师市
116 引沁灌区 5.00 焦作市 温县

重点中型灌区河    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邓家口灌区 1.93 武汉市 汉南区
2 东城垸灌区 2.70 武汉市 汉南区
3 纱帽灌区 3.68 武汉市 汉南区
4 上东城垸灌区 2.00 武汉市 汉南区
5 乌金灌区 2.35 武汉市 汉南区
6 银莲垸灌区 4.45 武汉市 汉南区
7 六合灌区 4.50 武汉市 江夏区
8 浮山灌区 1.20 武汉市 江夏区
9 小黄山灌区 1.00 武汉市 江夏区
10 庙五河灌区 3.00 武汉市 蔡甸区
11 军山外垸灌区 2.00 武汉市 蔡甸区
12 成功外垸泵站灌区 2.30 武汉市 蔡甸区
13 消泗兴无垸灌区 2.00 武汉市 蔡甸区
14 消泗南边湖灌区 1.50 武汉市 蔡甸区
15 消泗曲口垸灌区 1.80 武汉市 蔡甸区
16 洪北垸灌区 4.50 武汉市 蔡甸区
17 沙河灌区 1.59 武汉市 新洲区
18 大埠灌区 2.61 武汉市 新洲区
19 莲湖灌区 1.64 武汉市 新洲区
20 朱家湖灌区 1.08 武汉市 新洲区
21 武湖灌区 1.90 武汉市 新洲区
22 三姑井灌区 3.00 武汉市 黄陂区
23 东西湖43公里闸灌区 2.10 武汉市 东西湖区
24 董家口灌区 4.50 黄石市 大冶市
25 姜桥灌区 4.38 黄石市 大冶市

湖    北 一般中型灌区

湖北省中型灌区名录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石家晚灌区 1.74 黄石市 大冶市
27 熊家洲灌区 1.06 黄石市 大冶市
28 红卫灌区 1.17 黄石市 大冶市
29 沼山灌区 2.33 黄石市 大冶市
30 朱山湖灌区 1.01 黄石市 大冶市
31 西海灌区 1.00 黄石市 大冶市
32 红峰灌区 1.00 黄石市 大冶市
33 还桥灌区 1.62 黄石市 大冶市
34 郭桥灌区 1.06 黄石市 大冶市
35 古塘灌区 1.00 黄石市 大冶市
36 余家湾灌区 1.46 黄石市 大冶市
37 莲花洲灌区 1.00 黄石市 大冶市
38 黄金湖灌区 2.65 黄石市 大冶市
39 磊山湖灌区 1.13 黄石市 大冶市
40 金相园灌区 1.01 黄石市 阳新县
41 北煞湖灌区 1.80 黄石市 阳新县
42 十八折灌区 1.05 黄石市 阳新县
43 牧羊湖灌区 1.30 黄石市 阳新县
44 绒湖灌区 1.10 黄石市 阳新县
45 大堍灌区 1.00 黄石市 阳新县
46 长乐园灌区 1.10 黄石市 阳新县
47 宝塔湖灌区 3.20 黄石市 阳新县
48 中罗灌区 1.02 黄石市 阳新县
49 半壁山灌区 1.00 黄石市 阳新县
50 太郁灌区 1.04 黄石市 阳新县
51 下羊湖灌区 1.30 黄石市 阳新县
52 钟家湖灌区 1.12 黄石市 阳新县

湖    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十里湖灌区 1.00 黄石市 阳新县
54 马明山灌区 1.10 黄石市 阳新县
55 海口灌区 1.50 黄石市 阳新县
56 罗北口灌区 3.03 黄石市 阳新县
57 青山灌区 3.80 黄石市 阳新县
58 紫檀冲灌区 1.10 黄冈市 罗田县
59 东安河灌区 1.09 黄冈市 罗田县
60 跨马墩灌区 1.07 黄冈市 罗田县
61 夏家铺灌区 1.22 黄冈市 罗田县
62 毛家垱灌区 1.07 黄冈市 罗田县
63 天河灌区 1.60 黄冈市 罗田县
64 双河口灌区 1.09 黄冈市 罗田县
65 凤山灌区 1.51 黄冈市 罗田县
66 匡河灌区 1.27 黄冈市 罗田县
67 叶家圈灌区 1.07 黄冈市 罗田县
68 大旗山水库灌区 3.30 黄冈市 麻城市
69 芭茅河水库灌区 1.70 黄冈市 麻城市
70 大坳水库灌区 1.80 黄冈市 麻城市
71 大石板水库灌区 1.50 黄冈市 麻城市
72 何门咀水库灌区 2.80 黄冈市 麻城市
73 黑龙潭水库灌区 2.40 黄冈市 麻城市
74 麻城坳水库灌区 1.50 黄冈市 麻城市
75 铺头坳水库灌区 3.50 黄冈市 麻城市
76 群建水库灌区 2.40 黄冈市 麻城市
77 杉林河水库灌区 3.50 黄冈市 麻城市
78 四新水库灌区 2.90 黄冈市 麻城市
79 潭家冲水库灌区 2.80 黄冈市 麻城市

湖    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桐枧冲水库灌区 3.20 黄冈市 麻城市
81 王家边水库灌区 3.70 黄冈市 麻城市
82 大河铺水库灌区 4.22 黄冈市 麻城市
83 黑沟冲水库灌区 1.50 黄冈市 蕲春县
84 桂华水库灌区 1.14 黄冈市 蕲春县
85 落马桥水库灌区 3.00 黄冈市 蕲春县
86 狮子堰水库灌区 2.00 黄冈市 蕲春县
87 烽火山灌区 3.02 黄冈市 黄州区
88 叶路灌区 2.19 黄冈市 黄州区
89 幸福灌区（黄州） 3.38 黄冈市 黄州区
90 路口灌区 3.11 黄冈市 黄州区
91 禹王灌区 4.04 黄冈市 黄州区
92 响水潭水库灌区 1.79 黄冈市 团风县
93 庙河水库灌区 1.49 黄冈市 团风县
94 金盆水库灌区 1.50 黄冈市 团风县
95 巴河灌区 1.20 黄冈市 团风县
96 回龙一水库灌区 1.65 黄冈市 团风县
97 回龙二水库灌区 1.20 黄冈市 团风县
98 付河水库灌区 4.21 黄冈市 团风县
99 郑家冲灌区 1.52 黄冈市 红安县
100 木兰湖灌区 1.80 黄冈市 红安县
101 尾斗山水库灌区 3.00 黄冈市 红安县
102 石头河灌区 1.37 黄冈市 英山县
103 詹河中型灌区 2.24 黄冈市 英山县
104 象山灌区 2.45 黄冈市 武穴市
105 白洋河水库灌区 4.07 黄冈市 浠水县
106 梅子山水库灌区 3.25 黄冈市 浠水县

湖    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策湖灌区 3.50 黄冈市 浠水县
108 石桥灌区 2.90 鄂州市 鄂城区
109 万亩湖灌区 2.10 鄂州市 鄂城区
110 鲁家湖灌区 1.83 鄂州市 梁子湖区
111 马龙水库自流灌区 1.63 鄂州市 梁子湖区
112 狮子口水库自流灌区 1.53 鄂州市 梁子湖区
113 涂镇湖提水灌区 1.65 鄂州市 梁子湖区
114 松柏湖灌区 2.11 咸宁市 赤壁市
115 松蒲渠灌区 1.18 咸宁市 赤壁市
116 杨林桥水库灌区 1.20 咸宁市 崇阳县
117 台山水库灌区 2.50 咸宁市 崇阳县
118 渗子湖水库灌区 3.20 咸宁市 嘉鱼县
119 石人冲灌区 1.10 咸宁市 通城县
120 清水塘灌区 1.00 咸宁市 通城县
121 黄龙灌区（通城） 1.40 咸宁市 通城县
122 汲港灌区 1.01 咸宁市 通山县
123 寺口灌区 1.88 咸宁市 通山县
124 源头灌区 1.05 咸宁市 通山县
125 郭源灌区 1.06 咸宁市 通山县
126 鸣水泉灌区 1.18 咸宁市 咸安区
127 董家垅灌区 1.10 咸宁市 咸安区
128 向阳湖垸灌区 4.65 咸宁市 咸安区
129 滨湖垸灌区 1.20 咸宁市 咸安区
130 赛丰灌区 1.10 咸宁市 咸安区
131 大泉口灌区 1.02 咸宁市 咸安区
132 罗家堍灌区 1.20 咸宁市 咸安区
133 幸福堰灌区 1.20 咸宁市 咸安区

湖    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34 余家垅灌区 1.02 咸宁市 咸安区
135 牛鼻潭灌区 1.00 咸宁市 咸安区
136 洑水泵站灌区 2.00 孝感市 安陆市
137 吴家坳泵站灌区 1.77 孝感市 安陆市
138 罗汉坡灌区 2.20 孝感市 大悟县
139 宣化灌区 2.50 孝感市 大悟县
140 东湖沟灌区 2.50 孝感市 汉川市
141 分水灌区 2.46 孝感市 汉川市
142 和平垸灌区 4.75 孝感市 汉川市
143 包湖灌区 4.26 孝感市 汉川市
144 杜公河灌区 3.90 孝感市 汉川市
145 江吕灌区 3.16 孝感市 汉川市
146 孔沟灌区 2.86 孝感市 汉川市
147 三合垸灌区 2.69 孝感市 汉川市
148 打坝垸灌区 2.48 孝感市 汉川市
149 寿北灌区 2.02 孝感市 汉川市
150 沉湖基地开发总公司灌区 1.56 孝感市 汉川市
151 东西汊灌区 1.06 孝感市 汉川市
152 养殖场灌区 1.04 孝感市 汉川市
153 八古头灌区 1.10 孝感市 汉川市
154 冲口湾灌区 2.60 孝感市 孝昌县
155 张冲灌区 1.72 孝感市 孝昌县
156 双洪灌区 1.00 孝感市 孝昌县
157 人民坝灌区 3.60 孝感市 孝昌县
158 环东灌区-盛家湾片灌区 4.50 孝感市 孝南区
159 环东灌区-周家山片灌区 1.70 孝感市 孝南区
160 北水堤灌区 3.10 孝感市 孝南区

湖    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61 长湖灌区 1.70 孝感市 孝南区
162 朱湖农场灌区 4.38 孝感市 孝南区
163 八斗山灌区 2.00 孝感市 应城市
164 东汊灌区 1.50 孝感市 应城市
165 甘杨灌区 2.50 孝感市 应城市
166 黄土坡东、西站灌区 1.50 孝感市 应城市
167 黄窑灌区 1.20 孝感市 应城市
168 九宫庙灌区 1.00 孝感市 应城市
169 鲁台泵站灌区 1.50 孝感市 应城市
170 茫洞湖灌区 1.50 孝感市 应城市
171 魏河灌区 1.00 孝感市 应城市
172 西汊灌区 1.20 孝感市 应城市
173 郑垌灌区 1.80 孝感市 应城市
174 南垸红旗灌区 1.00 孝感市 应城市
175 城关中心泵站灌区 1.80 孝感市 应城市
176 郎君泵站灌区 1.50 孝感市 应城市
177 周大泵站灌区 1.00 孝感市 应城市
178 三屋泵站灌区 2.00 孝感市 应城市
179 四龙河水库灌区 1.20 孝感市 应城市
180 鸭子港灌区 1.10 孝感市 应城市
181 红光灌区 1.19 随州市 随县
182 松柏灌区 1.92 随州市 随县
183 花鹿沟灌区 1.89 随州市 随县
184 青林灌区 1.50 随州市 随县
185 砂河口灌区 1.60 随州市 随县
186 双河灌区 1.28 随州市 随县
187 新峰灌区 3.50 随州市 随县

湖    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88 永民河灌区 1.10 随州市 随县
189 徐店泵站灌区 1.70 随州市 广水市
190 关门咀水库灌区 1.20 随州市 广水市
191 罗家棚子水库灌区 1.50 随州市 广水市
192 河西泵站灌区 1.30 随州市 广水市
193 九里泵站灌区 1.00 随州市 广水市
194 百折山泵站灌区 1.20 随州市 广水市
195 陡坡河泵站灌区 1.00 随州市 广水市
196 青山水库灌区 1.00 随州市 广水市
197 高峰寺水库灌区 3.70 随州市 广水市
198 高庙泵站灌区 1.10 随州市 广水市
199 白果河灌区 2.50 随州市 曾都区
200 桃园河灌区 3.50 随州市 曾都区
201 襄城区迴龙河水库灌区 2.90 襄阳市 襄城区
202 襄城区渭水水库灌区 3.20 襄阳市 襄城区
203 黑清河水库灌区 1.50 襄阳市 襄州区
204 罗岗水库灌区 2.50 襄阳市 襄州区
205 老虎垱水库灌区 1.15 襄阳市 襄州区
206 秦咀水库灌区 2.80 襄阳市 襄州区
207 上湾泵站灌区 1.50 襄阳市 襄州区
208 马套泵站灌区 1.00 襄阳市 襄州区
209 翟湾泵站灌区 1.00 襄阳市 襄州区
210 石台寺泵站灌区 2.30 襄阳市 襄州区
211 陈湾泵站灌区 1.00 襄阳市 襄州区
212 马鞍山水库灌区 3.20 襄阳市 枣阳市
213 清潭水库灌区 3.50 襄阳市 枣阳市
214 邢川水库灌区 4.40 襄阳市 枣阳市

湖    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15 资山水库灌区 3.00 襄阳市 枣阳市
216 范湾泵站灌区 4.00 襄阳市 枣阳市
217 单楼泵站灌区 2.50 襄阳市 枣阳市
218 仁合寨水库灌区 1.00 襄阳市 枣阳市
219 徐咀水库灌区 3.00 襄阳市 枣阳市
220 油坊湾水库灌区 3.84 襄阳市 枣阳市
221 马桥灌区 1.30 襄阳市 保康县
222 重阳灌区 1.20 襄阳市 保康县
223 杨树灌区 1.15 襄阳市 保康县
224 大龙潭灌区 1.66 襄阳市 保康县
225 鸡冠河灌区 1.10 襄阳市 保康县
226 小南河水库灌区 3.80 襄阳市 宜城市
227 陡沟水库灌区 2.50 襄阳市 宜城市
228 朝阳寺水库灌区 1.50 襄阳市 宜城市
229 湾河水库灌区 1.20 襄阳市 宜城市
230 谭湾水库灌区（宜城） 3.50 襄阳市 宜城市
231 解放大渠灌区 1.80 襄阳市 南漳县
232 董家河水库灌区 1.70 襄阳市 南漳县
233 鲢鱼潭水库灌区 1.20 襄阳市 南漳县
234 花庄水库灌区 2.00 襄阳市 南漳县
235 龙潭水库灌区 2.00 襄阳市 谷城县
236 狮子岩水库灌区 1.50 襄阳市 谷城县
237 八仙洞水库灌区 3.50 襄阳市 谷城县
238 团湖水库灌区 2.40 襄阳市 谷城县
239 寨河灌区 1.00 十堰市 丹江口市
240 太都灌区 1.03 十堰市 丹江口市
241 白马山灌区 1.05 十堰市 丹江口市

湖    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42 浪河灌区 1.10 十堰市 丹江口市
243 堰湾灌区 1.07 十堰市 丹江口市
244 汪家河灌区 1.71 十堰市 房县
245 堰营灌区 1.26 十堰市 房县
246 高枧灌区 1.08 十堰市 房县
247 乐元灌区 1.30 十堰市 房县
248 门古灌区 1.43 十堰市 房县
249 谭湾水库灌区（房县） 1.54 十堰市 房县
250 吴杏灌区 1.16 十堰市 房县
251 天惠渠灌区 2.14 十堰市 郧西县
252 金钱河灌区 1.53 十堰市 郧西县
253 县河灌区 1.68 十堰市 竹山县
254 陈家河灌区 1.20 十堰市 竹山县
255 石庙子水库灌区 1.20 十堰市 竹溪县
256 黑龙水库灌区 1.00 十堰市 竹溪县
257 竹溪河水库灌区 2.00 十堰市 竹溪县
258 菱湖灌区 3.17 荆州市 荆州区
259 龙洲灌区 1.49 荆州市 荆州区
260 耀新灌区 3.00 荆州市 江陵县
261 大湖垸灌区 3.39 荆州市 松滋市
262 马嘶口灌区 1.32 荆州市 松滋市
263 六泉水库灌区 2.50 荆州市 松滋市
264 文家河水库灌区 1.62 荆州市 松滋市
265 兴学垸灌区 2.00 荆州市 石首市
266 永合垸灌区 4.00 荆州市 石首市
267 张智垸灌区 2.00 荆州市 石首市
268 新洲灌区 2.41 荆州市 监利市

一般中型灌区湖    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9 丁家洲灌区 2.37 荆州市 监利市
270 曹咀垸灌区 3.57 荆州市 公安县
271 仙居河水库灌区 4.50 荆门市 东宝区
272 象河灌区 2.60 荆门市 东宝区
273 裴冲水库灌区 1.00 荆门市 京山市
274 鸡公塔水库灌区 1.20 荆门市 京山市
275 跃进垱水库灌区 1.00 荆门市 京山市
276 叶畈水库灌区 2.80 荆门市 京山市
277 余家河水库灌区 3.00 荆门市 京山市
278 古定桥泵站灌区 2.10 荆门市 沙洋县
279 郭山泵站灌区 3.50 荆门市 沙洋县
280 老堤坡泵站灌区 1.00 荆门市 沙洋县
281 鲁店泵站灌区 1.00 荆门市 沙洋县
282 童元寺灌区 3.60 荆门市 沙洋县
283 小江湖灌区 3.70 荆门市 沙洋县
284 肖桥泵站灌区 1.20 荆门市 沙洋县
285 杨堤泵站灌区 1.20 荆门市 沙洋县
286 友好泵站灌区 2.00 荆门市 沙洋县
287 蛟尾泵站灌区 2.00 荆门市 沙洋县
288 安坡灌区 1.50 荆门市 钟祥市
289 汉河闸灌区 3.42 荆门市 钟祥市
290 漂湖灌区 3.20 荆门市 钟祥市
291 天子岗水库灌区 1.20 荆门市 钟祥市
292 双河镇一级泵站灌区 1.10 荆门市 钟祥市
293 沿山闸灌区 4.50 荆门市 钟祥市
294 中山灌区 2.50 荆门市 钟祥市
295 洪山寺灌区 3.00 荆门市 钟祥市

一般中型灌区湖    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96 孔庙泵站灌区 1.50 荆门市 钟祥市
297 龙峪湖灌区 1.96 荆门市 钟祥市
298 北山灌区 2.00 荆门市 钟祥市
299 季河灌区 2.00 荆门市 屈家岭管理区
300 梭墩灌区 1.50 荆门市 屈家岭管理区
301 西湖灌区 1.50 荆门市 屈家岭管理区
302 云盘湖灌区 4.00 宜昌市 枝江市
303 众志垸灌区 1.50 宜昌市 当阳市
304 大乐灌区 1.20 宜昌市 秭归县
305 归州灌区 1.50 宜昌市 秭归县
306 郭家坝玄武洞灌区 2.00 宜昌市 秭归县
307 京林灌区 1.23 宜昌市 秭归县
308 两河灌区 1.20 宜昌市 秭归县
309 龙王庙灌区 1.12 宜昌市 秭归县
310 茅坪陈家灌区 1.10 宜昌市 秭归县
311 茅坪万亩茶园灌区 1.03 宜昌市 秭归县
312 水田坝灌区 2.20 宜昌市 秭归县
313 双坪灌区 1.03 宜昌市 兴山县
314 大礼灌区 1.01 宜昌市 兴山县
315 幸福灌区 2.52 宜昌市 兴山县
316 普安灌区 1.73 宜昌市 兴山县
317 木城灌区 1.22 宜昌市 兴山县
318 贺家坪灌区 1.54 宜昌市 兴山县
319 红山灌区 1.64 宜昌市 宜都市
320 九道河灌区 2.40 宜昌市 宜都市
321 桃花溪灌区(枝柘河灌区） 1.31 宜昌市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322 沿头溪灌区 1.10 宜昌市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湖    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323 上木坪灌区 2.40 宜昌市 夷陵区
324 棠垭灌区 3.33 宜昌市 夷陵区
325 百里长渠灌区 2.15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利川市
326 黄泥坡灌区 1.50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利川市
327 西干渠灌区 1.30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利川市
328 长梁灌区 2.58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建始县
329 高坪灌区 1.50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建始县
330 三里灌区 2.70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建始县
331 高沙灌区 2.00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宣恩县
332 桐子营灌区 3.23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宣恩县
333 翔凤灌区 4.21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来凤县
334 老峡灌区 4.68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来凤县
335 走马灌区 2.51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鹤峰县
336 太平灌区 1.13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鹤峰县
337 水流坪灌区 1.40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巴东县
338 刘家垸灌区 1.03 仙桃市 仙桃市
339 天合垸灌区 1.94 仙桃市 仙桃市
340 天星洲灌区 2.85 仙桃市 仙桃市
341 清水垱灌区 3.20 天门市 天门市
342 东白湖泵站灌区 4.50 天门市 天门市
343 群乐泵站灌区 1.00 天门市 天门市
344 肖严湖泵站灌区 1.50 天门市 天门市
345 潜江市借粮湖灌区 3.30 潜江市 潜江市
346 潜江市张新灌区 2.60 潜江市 潜江市
1 西湖灌区（蔡甸） 20.00 武汉市 蔡甸区
2 倒东灌区 8.60 武汉市 新洲区
3 夏家寺灌区 19.60 武汉市 黄陂区

一般中型灌区

湖    北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4 矿巴灌区 6.90 武汉市 黄陂区
5 东西湖46公里闸灌区 15.00 武汉市 东西湖区
6 毛铺灌区 11.49 黄石市 大冶市
7 杨桥灌区 5.20 黄石市 大冶市
8 红旗灌区 6.00 黄石市 大冶市
9 富水灌区 10.00 黄石市 阳新县
10 三河口水库灌区 10.72 黄冈市 麻城市
11 鹞鹰岩水库灌区 5.60 黄冈市 蕲春县
12 牛车河水库灌区 15.00 黄冈市 团风县
13 长河灌区 6.90 黄冈市 团风县
14 英山县张咀灌区 5.20 黄冈市 英山县
15 松吴灌区 5.09 黄冈市 英山县
16 武穴市引江灌区 24.20 黄冈市 武穴市
17 梅川水库灌区 10.50 黄冈市 武穴市
18 荆竹水库灌区 10.53 黄冈市 武穴市
19 大金灌区 8.03 黄冈市 武穴市
20 仙人坝灌区 7.90 黄冈市 武穴市
21 垅坪水库灌区 13.87 黄冈市 黄梅县
22 古角水库灌区 13.44 黄冈市 黄梅县
23 太白湖灌区 7.00 黄冈市 黄梅县
24 八一闸引江灌区 7.00 黄冈市 黄梅县
25 清江口闸引江灌区 13.50 黄冈市 黄梅县
26 蔡山闸引江灌区 16.50 黄冈市 黄梅县
27 永安水库灌区 9.30 黄冈市 黄梅县、武穴市
28 红卫闸灌区 8.50 黄冈市 龙感湖管理区
29 新开闸引江灌区 6.00 黄冈市 黄梅县
30 杨公闸引江灌区 8.50 黄冈市 黄梅县

湖    北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31 红卫闸引江灌区 13.30 黄冈市 黄梅县
32 长港灌区 7.71 鄂州市 鄂城区
33 花马湖灌区 8.00 鄂州市 鄂城区
34 杨巷灌区 11.47 鄂州市 华容区
35 四海湖灌区 5.00 鄂州市 华容区
36 双黄灌区 7.00 咸宁市 赤壁市
37 青山水库灌区（崇阳） 12.00 咸宁市 崇阳县
38 香石灌区 6.50 咸宁市 崇阳县
39 云阁龙灌区 10.15 咸宁市 通城县
40 百丈潭灌区 5.10 咸宁市 通城县
41 左港灌区 5.20 咸宁市 通城县
42 东冲灌区 5.00 咸宁市 通城县
43 石雨塘灌区 10.76 咸宁市 通山县
44 南川灌区 14.30 咸宁市 咸安区
45 双石灌区 5.30 咸宁市 咸安区
46 解放山水库灌区 16.71 孝感市 安陆市
47 金泉泵站灌区 7.40 孝感市 安陆市
48 清水河水库灌区 10.00 孝感市 安陆市
49 陡岩河泵站 5.00 孝感市 安陆市
50 界牌灌区 6.70 孝感市 大悟县
51 姚河灌区 6.20 孝感市 大悟县
52 丰店灌区 5.10 孝感市 大悟县
53 彭店灌区 8.50 孝感市 大悟县
54 庙头灌区 14.91 孝感市 汉川市
55 郑家月灌区 11.64 孝感市 汉川市
56 刁北灌区 12.14 孝感市 汉川市
57 曹家河灌区 6.52 孝感市 汉川市

湖    北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8 乌龙冲灌区 7.37 孝感市 汉川市
59 杨林灌区 5.43 孝感市 汉川市
60 龚家湾灌区 23.65 孝感市 汉川市
61 中洲灌区 5.98 孝感市 汉川市
62 二河灌区 8.16 孝感市 汉川市
63 观音岩灌区 22.40 孝感市 孝昌县
64 金盆灌区 5.50 孝感市 孝昌县
65 陆山灌区 5.00 孝感市 孝昌县
66 芳畈灌区 8.50 孝感市 孝昌县、大悟县
67 滑石冲灌区 5.40 孝感市 孝昌县、孝南区
68 环东灌区-八汊洼片灌区 12.00 孝感市 孝南区
69 环东灌区-野猪湖片灌区 10.50 孝感市 孝南区
70 环东灌区-田家岗片灌区 6.00 孝感市 孝南区
71 环东灌区-三元宫片灌区 6.00 孝感市 孝南区
72 环东灌区-石塔寺片灌区 5.05 孝感市 孝南区
73 夹河沟泵站灌区 14.00 孝感市 应城市
74 龙赛湖灌区 6.00 孝感市 应城市
75 短港水库灌区 12.00 孝感市 应城市
76 府北灌区 15.50 孝感市 云梦县
77 府南灌区 6.80 孝感市 云梦县
78 府西灌区 5.10 孝感市 云梦县
79 罗红灌区 10.30 随州市 随县
80 霞家河水库灌区 5.20 随州市 广水市
81 官沟水库灌区 6.00 襄阳市 襄州区
82 滚河长渠灌区 7.00 襄阳市 襄州区
83 大岗坡电力灌溉站灌区 10.00 襄阳市 襄州区
84 沙石黄水库灌区 19.80 襄阳市 枣阳市

湖    北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5 吉河水库灌区 11.00 襄阳市 枣阳市
86 东郊水库灌区 5.50 襄阳市 枣阳市
87 华阳河水库灌区 7.50 襄阳市 枣阳市
88 莺河一库灌区 7.30 襄阳市 宜城市
89 莺河二库灌区 11.70 襄阳市 宜城市
90 石门集水库灌区 16.70 襄阳市 南漳县、宜城市、襄城区
91 云台山水库灌区 12.20 襄阳市 南漳县
92 潭口水库灌区 5.00 襄阳市 谷城县
93 南河水库灌区 6.30 襄阳市 谷城县
94 江北灌区 5.56 十堰市 丹江口市
95 滔河灌区 6.80 十堰市 郧阳区
96 曲远河灌区（东大堰灌区） 5.34 十堰市 郧阳区
97 江南灌区 7.93 十堰市 郧阳区
98 江北灌区 6.14 十堰市 郧阳区
99 竹山县中部中型灌区 5.60 十堰市 竹山县
100 店坪灌区 6.08 十堰市 竹山县
101 北部平坝灌区 11.90 十堰市 竹溪县
102 弥市灌区 11.92 荆州市 荆州区
103 北河水库灌区 15.10 荆州市 松滋市
104 牌坊口灌区 6.00 荆州市 松滋市
105 合众垸灌区 10.00 荆州市 松滋市
106 东风闸灌区 17.50 荆州市 松滋市
107 南宫闸灌区 11.00 荆州市 松滋市
108 南海闸灌区 6.10 荆州市 松滋市
109 管家铺灌区 25.00 荆州市 石首市
110 调东灌区 12.00 荆州市 石首市
111 王蜂腰灌区 10.00 荆州市 石首市

湖    北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12 久合垸灌区 5.00 荆州市 石首市
113 黄歇灌区 22.93 荆州市 监利市
114 西干北灌区 9.81 荆州市 监利市
115 柳关灌区 6.83 荆州市 监利市
116 东港垸灌区 14.88 荆州市 公安县
117 合顺垸灌区 15.24 荆州市 公安县
118 三善垸灌区 11.96 荆州市 公安县
119 中和垸灌区 7.87 荆州市 公安县
120 南五洲垸灌区 5.81 荆州市 公安县
121 洪湖沿湖灌区 26.01 荆州市 洪湖市
122 石龙水库灌区 10.86 荆门市 京山市、屈家岭管理区、天门市
123 刘畈水库灌区 10.20 荆门市 京山市
124 八字门水库灌区 15.00 荆门市 京山市
125 拉渡泵站灌区 6.00 荆门市 沙洋县
126 新城灌区 6.80 荆门市 沙洋县
127 峡卡河灌区 6.00 荆门市 钟祥市
128 黄坡灌区 24.00 荆门市 钟祥市
129 郑家湾泵站灌区 15.65 荆门市 钟祥市
130 刘巷灌区 8.33 宜昌市 枝江市
131 三洲灌区 6.05 宜昌市 枝江市
132 枝江江口灌区 6.84 宜昌市 枝江市
133 枝江七星台灌区 8.28 宜昌市 枝江市
134 巩河灌区 12.76 宜昌市 当阳市
135 当阳百里长渠灌区 12.35 宜昌市 当阳市
136 黄粮坪灌区 5.36 宜昌市 兴山县
137 幸福渠灌区 8.12 宜昌市 宜都市
138 大溪灌区 5.66 宜昌市 宜都市

湖    北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39 远安县沮东灌区 6.38 宜昌市 远安县
140 洪北灌区 18.15 仙桃市 仙桃市
141 冯保灌区 8.87 仙桃市 仙桃市
142 联合垸灌区 5.35 仙桃市 仙桃市
143 绿水堰水库灌区 7.80 天门市、荆门市 天门市、京山市
144 大观桥水库灌区 8.70 天门市、荆门市 天门市、京山市
145 彭麻泵站灌区 14.00 天门市 天门市
146 干南灌区 10.00 潜江市 潜江市
147 朱拐灌区 9.60 潜江市 潜江市
148 吴岭灌区 14.60 荆门市、天门市 京山市、天门市

湖    北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解放垸灌区 1.40 长沙市 天心区
2 牌楼坝灌区 1.12 长沙市 高新区
3 泉水冲灌区 3.18 长沙市 岳麓区
4 茶亭水库灌区 1.10 长沙市 望城区
5 格塘水库灌区 3.01 长沙市 望城区
6 观音岩水库灌区 1.20 长沙市 望城区
7 沩水河坝灌区 4.20 长沙市 望城区
8 乔口防洪闸灌区 3.50 长沙市、岳阳市 望城区、宁乡市、湘阴县
9 关山水库灌区 1.90 长沙市 长沙县
10 红旗灌区 4.80 长沙市 长沙县
11 回龙灌区 1.30 长沙市 长沙县
12 金江坝水库灌区 1.38 长沙市 长沙县
13 金井灌区 1.80 长沙市 长沙县
14 军民水库灌区 1.10 长沙市 长沙县
15 飘峰灌区 1.89 长沙市 长沙县
16 桐仁桥灌区 3.30 长沙市 长沙县
17 团结灌区 3.25 长沙市 长沙县
18 五龙山水库灌区 1.70 长沙市 长沙县
19 宏源水轮泵站灌区 2.50 长沙市 浏阳市
20 仙人造灌区 2.20 长沙市 浏阳市
21 杨花灌区 1.10 长沙市 浏阳市
22 樟槽灌区 1.20 长沙市 浏阳市
23 大石魁灌区 1.10 长沙市 宁乡市
24 洞庭桥灌区 4.00 长沙市 宁乡市
25 俄山坝灌区 1.38 长沙市 宁乡市

湖    南 一般中型灌区

湖南省中型灌区名录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黄土潭灌区 1.05 长沙市 宁乡市
27 金河灌区 1.50 长沙市 宁乡市
28 四清坝灌区 1.90 长沙市 宁乡市
29 铁冲灌区 1.27 长沙市 宁乡市
30 杨柳灌区 3.60 株洲市 天元区、渌口区
31 五一灌区（株洲市石峰区） 1.03 株洲市 云龙示范区、荷塘区
32 大京灌区 3.25 株洲市 芦淞区、渌口区
33 龙潭灌区 3.64 株洲市 渌口区
34 明兰灌区 1.50 株洲市 醴陵市
35 藕塘灌区 2.51 株洲市 醴陵市
36 雪峰山灌区 2.31 株洲市 醴陵市
37 老虎岩灌区 1.40 株洲市 攸县
38 凉江灌区 1.05 株洲市 攸县
39 皮佳如灌区 2.30 株洲市 攸县
40 三星陂灌区 1.50 株洲市 攸县
41 张家冲灌区 1.00 株洲市 攸县
42 东坑灌区 4.27 株洲市 茶陵县
43 龙头灌区 4.25 株洲市 茶陵县
44 东风灌区 1.58 株洲市 炎陵县
45 东风水库灌区 1.50 湘潭市 湘潭县
46 涟家港电灌灌区 1.70 湘潭市 湘潭县
47 南田水库灌区 2.00 湘潭市 湘潭县
48 石坝口水库灌区 3.36 湘潭市 湘潭县
49 铜梁水库灌区 1.64 湘潭市 湘潭县
50 湾东港灌区 1.36 湘潭市 湘潭县
51 吟江河坝灌区 3.55 湘潭市 湘潭县
52 印子山水库灌区 3.60 湘潭市 湘潭县

湖    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中路铺水库灌区 3.15 湘潭市 湘潭县
54 紫荆山水库灌区 1.80 湘潭市 湘潭县
55 赤石水库灌区 1.76 湘潭市 湘乡市
56 观音阁泵站灌区 1.17 湘潭市 湘乡市
57 红日水库灌区 2.82 湘潭市 湘乡市
58 青年水库灌区 1.20 湘潭市 韶山市
59 渡佳坝灌区 4.26 湘潭市、长沙市 雨湖区、宁乡市、岳麓区
60 白洋水库灌区 1.30 岳阳市 岳阳县
61 百花台水库灌区 1.01 岳阳市 岳阳县
62 南源水库灌区 1.00 岳阳市 岳阳县
63 楠木水库灌区 1.00 岳阳市 岳阳县
64 荣湾水库灌区 1.40 岳阳市 岳阳县
65 香严水库灌区 1.00 岳阳市 岳阳县
66 蓄水湖灌区 2.30 岳阳市 岳阳县
67 朱仑水库灌区 1.00 岳阳市 岳阳县
68 板桥湖灌区 1.06 岳阳市 华容县
69 车轱山灌区 1.01 岳阳市 华容县
70 沉塌湖灌区 2.60 岳阳市 华容县
71 大荆湖灌区 3.35 岳阳市 华容县
72 东湖插旗灌区 3.74 岳阳市 华容县
73 东湖南山灌区 1.08 岳阳市 华容县
74 东山水库灌区 2.30 岳阳市 华容县
75 告丰灌区 1.10 岳阳市 华容县
76 关山水库灌区 1.40 岳阳市 华容县
77 华一水库灌区 2.50 岳阳市 华容县
78 金鸡河灌区 2.53 岳阳市 华容县
79 新华垸灌区 4.36 岳阳市 华容县

湖    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新生垸灌区 1.19 岳阳市 华容县
81 白水灌区 3.53 岳阳市 平江县
82 大江洞灌区 1.05 岳阳市 平江县
83 九峰灌区 1.50 岳阳市 平江县
84 青冲泵站灌区 1.05 岳阳市 平江县
85 秋湖灌区 1.97 岳阳市 平江县
86 伍市联合灌区 1.25 岳阳市 平江县
87 徐家洞灌区 3.00 岳阳市 平江县
88 大塘源灌区 1.00 岳阳市 汨罗市
89 定里冲灌区 1.12 岳阳市 汨罗市
90 关山灌区 1.40 岳阳市 汨罗市
91 九雁灌区 1.54 岳阳市 汨罗市
92 汨罗水库灌区 2.21 岳阳市 汨罗市
93 飘峰灌区 1.30 岳阳市 汨罗市
94 桥坪灌区 1.18 岳阳市 汨罗市
95 望塔灌区 1.18 岳阳市 汨罗市
96 小署洞灌区 1.70 岳阳市 汨罗市
97 星火灌区 1.40 岳阳市 汨罗市
98 范家坝灌区 2.28 岳阳市 湘阴县
99 静河灌区 1.28 岳阳市 湘阴县
100 燎原灌区 2.47 岳阳市 湘阴县
101 赛美灌区 2.93 岳阳市 湘阴县
102 三汊港灌区 1.62 岳阳市 湘阴县
103 沙田灌区 2.02 岳阳市 湘阴县
104 杨林寨灌区 3.40 岳阳市 湘阴县
105 洋沙湖灌区 1.49 岳阳市 湘阴县
106 黄盖垸内垸灌区 3.70 岳阳市 临湘市

湖    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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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忠防水库灌区 2.74 岳阳市 临湘市
108 陆城垸白泥湖灌区 2.68 岳阳市 云溪区
109 双花水库灌区 1.40 岳阳市 云溪区
110 兰桥灌区 1.40 岳阳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111 刘家湾灌区 1.50 岳阳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112 南津港电灌站灌区 2.40 岳阳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113 付家湾灌区 4.70 常德市 武陵区
114 白鹤山灌区 2.50 常德市 柳叶湖管理区
115 冲天湖灌区 2.50 常德市 鼎城区
116 双冲水库灌区 1.20 常德市 鼎城区
117 关门洲水库灌区 1.30 常德市 鼎城区
118 贺家山灌区 2.00 常德市 鼎城区
119 红旗灌区 2.05 常德市 柳叶湖管理区
120 茅坪灌区 1.10 常德市 鼎城区
121 庙潭河坝灌区 1.50 常德市 鼎城区
122 牛屎湖灌区 2.28 常德市 西洞庭管理区
123 邱家碈灌区 1.80 常德市 鼎城区
124 石公桥灌区 2.00 常德市 鼎城区
125 卫星水库灌区 1.20 常德市 鼎城区
126 西洋陂水库灌区 1.10 常德市 鼎城区
127 周家店灌区 2.75 常德市 鼎城区
128 捶鼓仑坝灌区 2.18 常德市 汉寿县
129 王家湾水库灌区 1.03 常德市 汉寿县
130 肖家冲水库灌区 1.15 常德市 汉寿县
131 戴家湾灌区 2.61 常德市 汉寿县
132 龙潭水库灌区 1.72 常德市 汉寿县
133 洪福水库灌区 1.20 常德市 汉寿县

湖    南 一般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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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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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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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喉咙管水库灌区 1.96 常德市 汉寿县
135 夹山口水库灌区 1.63 常德市 汉寿县
136 江东市水库灌区 1.71 常德市 汉寿县
137 荆竹界水库灌区 1.55 常德市 汉寿县
138 九岗冲水库灌区 2.50 常德市 汉寿县
139 莲荷塘水库灌区 2.16 常德市 汉寿县
140 林家冲水库灌区 1.11 常德市 汉寿县
141 柳溪水库灌区 1.01 常德市 汉寿县
142 龙池湖灌区 1.62 常德市 汉寿县
143 盘湖碈灌区 4.00 常德市 汉寿县
144 清水坝水库灌区 2.65 常德市 汉寿县
145 仁如冲水库灌区 2.19 常德市 汉寿县
146 粟家坝灌区 1.10 常德市 汉寿县
147 王九冲水库灌区 4.45 常德市 汉寿县
148 围堤湖灌区 4.61 常德市 汉寿县
149 东洲灌区 3.16 常德市 西湖管理区
150 西洲灌区 3.18 常德市 西湖管理区
151 颜家庙水库灌区 2.01 常德市 汉寿县
152 斋家冲水库灌区 1.65 常德市 汉寿县
153 芦荡口灌区 1.20 常德市 澧县
154 杨花桥水库灌区 1.30 常德市 澧县
155 曾家峪水库灌区 1.50 常德市 澧县
156 烽火水轮泵站灌区 1.60 常德市 临澧县
157 高桥水库灌区 2.10 常德市 临澧县
158 金宝滩水轮泵站灌区 1.47 常德市 临澧县
159 群英水库灌区 2.56 常德市 临澧县
160 同欢水库灌区 3.02 常德市 临澧县

湖    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61 浮山水库灌区 2.10 常德市 临澧县、石门县
162 白洋河水轮泵灌区 1.50 常德市 桃源县
163 黄甲铺水轮泵灌区 1.05 常德市 桃源县
164 金佳岗机埠灌区 1.20 常德市 桃源县
165 九龙水库灌区 2.11 常德市 桃源县
166 九溪水轮泵灌区 1.05 常德市 桃源县
167 栗林水轮泵灌区 1.40 常德市 桃源县
168 毛坪水轮泵灌区 1.09 常德市 桃源县
169 代家棚水库灌区 1.04 常德市 桃源县
170 前山桥水库灌区 1.55 常德市 桃源县
171 桫木塘机埠灌区 1.08 常德市 桃源县
172 中心水库灌区 1.40 常德市 桃源县
173 两河口水库灌区 4.54 常德市 桃源县
174 田河水库灌区 3.20 常德市 桃源县
175 西溪水库灌区 3.20 常德市 桃源县
176 重阳水轮泵灌区 1.45 常德市 桃源县
177 里山河灌区 2.80 常德市 石门县
178 南溪灌区 2.24 常德市 石门县
179 双红灌区 3.80 常德市 石门县
180 易市二都灌区 2.20 常德市 石门县
181 寺垭灌区 4.77 常德市 石门县、临澧县、桃源县
182 白羊堤灌区 3.00 常德市 津市市
183 黄土坡灌区 1.40 常德市 津市市
184 大旗泵站灌区 1.30 常德市 津市市
185 七星山泵站灌区 1.30 常德市 津市市
186 天鹅寺泵站灌区 1.30 常德市 津市市
187 阳由灌区 1.40 常德市 津市市

湖    南 一般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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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朱亮桥水库灌区 1.33 常德市 津市市
189 白濒湖灌区 1.24 益阳市 赫山区
190 长塘灌区 1.37 益阳市 赫山区
191 火田垸灌区 2.63 益阳市 赫山区
192 柳林江灌区 3.54 益阳市 赫山区
193 鹿角湖灌区 1.38 益阳市 赫山区
194 七里村灌区 1.80 益阳市 赫山区
195 石坝口灌区 1.30 益阳市 赫山区
196 塘湾灌区 1.98 益阳市 赫山区
197 祥云河坝灌区 1.20 益阳市 赫山区
198 岳家坝水轮泵灌区 2.23 益阳市 赫山区
199 朱公塘灌区 2.00 益阳市 赫山区
200 珠波塘灌区 1.04 益阳市 赫山区
201 梓山村灌区 1.21 益阳市 资阳区
202 德兴湖灌区 2.50 益阳市 资阳区
203 虎形山灌区 1.07 益阳市 资阳区
204 石牛潭灌区 1.60 益阳市 资阳区
205 太阳灌区 1.05 益阳市 资阳区
206 桃林灌区 2.50 益阳市 资阳区
207 杨林坳灌区 1.04 益阳市 资阳区
208 红岩灌区 2.87 益阳市 安化县
209 碧螺灌区 1.90 益阳市 桃江县
210 美人窝灌区 1.07 益阳市 桃江县
211 雪峰山水库灌区 1.70 益阳市 桃江县
212 南洞庭灌区 4.30 益阳市 沅江市
213 四季红灌区 1.99 益阳市 沅江市
214 白马圻灌区 4.40 益阳市 南县

湖    南 一般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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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北河口灌区 2.10 益阳市 南县
216 北洲子镇灌区 4.58 益阳市 大通湖区
217 长胜灌区 4.80 益阳市 南县
218 厂窖灌区 1.21 益阳市 南县
219 德和灌区 3.10 益阳市 南县
220 德胜港灌区 1.00 益阳市 南县
221 复兴港灌区 4.90 益阳市 南县
222 富民灌区 1.50 益阳市 南县
223 莲子港灌区 3.20 益阳市 南县
224 明山灌区 4.80 益阳市 南县
225 三仙湖灌区 4.50 益阳市 南县
226 西河灌区 1.20 益阳市 南县
227 下柴灌区 2.80 益阳市 南县
228 哑吧渡灌区 4.20 益阳市 南县
229 杨泗庙灌区 1.80 益阳市 南县
230 游港灌区 1.25 益阳市 南县
231 中鱼口灌区 4.20 益阳市 南县
232 金堂河灌区 1.50 衡阳市 珠晖区
233 三口桥水库灌区 1.10 衡阳市 衡南县
234 卫星水库灌区 1.10 衡阳市 衡南县
235 白石园水库灌区 1.20 衡阳市 衡阳县
236 大小源冲联合灌区 1.40 衡阳市 衡阳县
237 黄梅水库灌区 1.08 衡阳市 衡阳县
238 界牌电站联合灌区 1.10 衡阳市 衡阳县
239 龙口灌区 1.50 衡阳市 衡阳县
240 石狮堰灌区 2.00 衡阳市 衡阳县
241 台源灌区 2.01 衡阳市 衡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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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卫星灌区 1.00 衡阳市 衡阳县
243 英陂水闸灌区 2.60 衡阳市 衡阳县
244 竹园水库灌区 1.20 衡阳市 衡阳县
245 山峙门灌区 3.40 衡阳市 衡阳县、石鼓区
246 石牌灌区 1.03 衡阳市 衡山县
247 白莲灌区 4.55 衡阳市 衡东县
248 大浦电灌站灌区 1.40 衡阳市 衡东县
249 江东灌区 3.84 衡阳市 衡东县
250 荣桓水库灌区 2.53 衡阳市 衡东县
251 望日岩水轮泵灌区 2.21 衡阳市 衡东县
252 洋塘灌区 3.62 衡阳市 衡东县
253 亲仁水轮泵灌区 1.90 衡阳市 常宁市
254 西塘灌区 2.09 衡阳市 常宁市
255 鸭婆堰灌区 1.00 衡阳市 常宁市
256 野马灌区 1.87 衡阳市 常宁市
257 炳溪冲灌区 1.79 衡阳市 祁东县
258 高兴灌区 1.20 衡阳市 祁东县
259 河洲灌区 1.61 衡阳市 祁东县
260 红旗灌区 4.61 衡阳市 祁东县
261 里雅塘灌区 1.10 衡阳市 祁东县
262 上福冲水库灌区 1.93 衡阳市 祁东县
263 唐福冲灌区 3.01 衡阳市 祁东县
264 铁塘桥灌区 3.14 衡阳市 祁东县
265 源山灌区 1.13 衡阳市 祁东县
266 大平水库灌区 3.52 衡阳市 耒阳市
267 关王塘灌区 2.78 衡阳市 耒阳市
268 凉水冲水库灌区 3.27 衡阳市 耒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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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东风灌区 1.37 邵阳市 大祥区
270 云水铺灌区 1.10 邵阳市 双清区
271 肖家湾灌区 2.20 邵阳市 北塔区
272 封江坝灌区 1.98 邵阳市 邵东县
273 两市塘电灌站灌区 2.13 邵阳市 邵东县
274 炉前灌区 1.41 邵阳市 邵东县
275 马皇冲灌区 3.20 邵阳市 邵东县
276 邵水灌区 3.50 邵阳市 邵东县
277 神前洞水库灌区 1.46 邵阳市 邵东县
278 天台山灌区 2.59 邵阳市 邵东县
279 同乐坪灌区 2.12 邵阳市 邵东县
280 石马江灌区 3.20 邵阳市 新邵县
281 颜岭灌区 3.27 邵阳市 新邵县
282 鸟竹园泵站灌区 1.03 邵阳市 洞口县
283 田凼坝泵站灌区 1.59 邵阳市 洞口县
284 团结坝泵站灌区 1.35 邵阳市 洞口县
285 洛口山水库灌区 2.52 邵阳市 绥宁县
286 金紫江水库灌区 4.40 邵阳市 城步苗族自治县
287 红旗水轮泵灌区 1.85 邵阳市 武冈市
288 刘家冲水库灌区 1.38 邵阳市 武冈市
289 幸福湴塘水库灌区 1.45 邵阳市 武冈市
290 姚家冲水库灌区 1.37 邵阳市 武冈市
291 三联灌区 3.45 邵阳市 新宁县
292 石盆水库灌区 2.50 邵阳市 邵阳县
293 茶林水库灌区 2.50 邵阳市 邵阳县
294 东方红灌区 3.50 邵阳市 邵阳县
295 黑冲水库灌区 3.03 邵阳市 邵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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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金江水库灌区 3.94 邵阳市 邵阳县
297 向阳灌区 3.40 邵阳市 邵阳县
298 张家冲水库灌区 3.47 邵阳市 邵阳县
299 刘家凼水库灌区 1.28 邵阳市 邵阳县
300 江源河坝灌区 1.70 永州市 零陵区
301 南津渡1#泵站灌区 1.62 永州市 零陵区
302 南津渡2#泵站灌区 1.63 永州市 零陵区
303 潘家岭泵站灌区 1.97 永州市 零陵区
304 狮子岭泵站灌区 3.13 永州市 零陵区
305 田心泵站灌区 1.23 永州市 零陵区
306 老屋冲河坝灌区 1.01 永州市 祁阳市
307 人民灌区 1.65 永州市 祁阳市
308 文家冲水库灌区 2.10 永州市 祁阳市
309 于家冲电灌站灌区 2.40 永州市 祁阳市
310 高岩水库灌区 1.70 永州市 东安县
311 芦洪市机电排灌区 1.20 永州市 东安县
312 石期市机电排灌区 3.65 永州市 东安县
313 双江水库灌区 2.34 永州市 东安县
314 松江水库灌区 4.37 永州市 东安县
315 湘江水轮泵站灌区 1.14 永州市 东安县
316 杨江河坝灌区 2.70 永州市 东安县
317 紫溪排灌站灌区 1.46 永州市 东安县
318 紫江河坝灌区 2.34 永州市、邵阳市 东安县、新宁县
319 向阳水库灌区 1.52 永州市 双牌县
320 陆洲坝水轮泵灌区 1.92 永州市 道县
321 向阳水轮泵灌区 2.00 永州市 道县
322 久佳河坝灌区 3.10 永州市 道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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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廊洞灌区 3.15 永州市 道县
324 乐福堂灌区 1.40 永州市 道县
325 乐海灌区 4.08 永州市 道县
326 桐溪尾河坝灌区 3.19 永州市 道县
327 杨家河坝灌区 1.74 永州市 道县
328 云溪灌区 3.35 永州市 道县
329 半山水库灌区 3.34 永州市 宁远县
330 凤仙桥水库灌区 4.22 永州市 宁远县
331 仁和坝河坝灌区 3.53 永州市 宁远县
332 双龙水库灌区 3.37 永州市 宁远县
333 永佳水库灌区 3.96 永州市 宁远县
334 消江河坝灌区 1.20 永州市 江永县
335 肥源水库灌区 2.61 永州市 新田县
336 立新水库灌区 2.50 永州市 新田县、宁远县
337 心安水轮泵站灌区 1.03 永州市 新田县
338 杨家洞水库灌区 2.41 永州市 新田县
339 白鸤洞水库灌区 1.20 永州市 蓝山县
340 甘竹山灌区 1.50 永州市 蓝山县
341 军田尾水渠灌区 1.20 永州市 蓝山县
342 龙溪灌区 1.35 永州市 蓝山县
343 毛江水库灌区 2.00 永州市 蓝山县
344 群英灌区 1.70 永州市 蓝山县
345 蓝嘉水库灌区 1.34 永州市 蓝山县
346 草岭水库灌区 3.17 永州市 江华瑶族自治县
347 大林江水轮泵站灌区 1.07 永州市 江华瑶族自治县
348 江源四清联合灌区 3.97 郴州市 北湖区
349 长青灌区 3.90 郴州市 苏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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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大头垅灌区 1.88 郴州市 苏仙区
351 良江大圳灌区 1.03 郴州市 苏仙区
352 柳泉灌区 2.75 郴州市 苏仙区
353 石面坦灌区 3.38 郴州市 苏仙区
354 杨洞灌区 4.12 郴州市 资兴市
355 方元灌区 2.42 郴州市 桂阳县
356 飞仙水轮泵站灌区 3.74 郴州市 桂阳县
357 木凉亭水库灌区 1.20 郴州市 桂阳县
358 贤江灌区 3.20 郴州市 桂阳县
359 肖家山灌区 2.68 郴州市 桂阳县
360 余田水轮泵站灌区 1.24 郴州市 桂阳县
361 增源水库灌区 1.06 郴州市 桂阳县
362 大津水库灌区 1.20 郴州市 宜章县
363 关溪灌区 2.18 郴州市 宜章县
364 黄沙溪灌区 3.00 郴州市 宜章县
365 迳口河坝灌区 1.29 郴州市 宜章县
366 乐水河坝灌区 1.64 郴州市 宜章县
367 莽山渠道灌区 3.11 郴州市 宜章县
368 人字坝渠道灌区 1.10 郴州市 宜章县
369 鸭基寨水库灌区 1.08 郴州市 宜章县
370 愚公坦渠道灌区 1.05 郴州市 宜章县
371 便江电灌站灌区 1.50 郴州市 永兴县
372 万水洞灌区 1.20 郴州市 临武县
373 观音山灌区 1.63 郴州市 嘉禾县
374 江里灌区 1.35 郴州市 嘉禾县
375 金山灌区 1.31 郴州市 嘉禾县
376 油榨滩水轮泵灌区 1.15 郴州市 嘉禾县

湖    南 一般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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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千家洞灌区 2.45 郴州市、永州市 嘉禾县、新田县
378 李家洞灌区 1.12 郴州市 汝城县
379 流坑灌区 1.16 郴州市 汝城县
380 团结水库灌区 1.12 郴州市 汝城县
381 文明灌区 3.20 郴州市 汝城县
382 友谊水库灌区 1.04 郴州市 汝城县
383 沙田石磨岭灌区 1.84 郴州市 桂东县
384 渡口水轮泵站灌区 1.10 郴州市 安仁县
385 永安河坝灌区 1.05 郴州市 安仁县
386 永定河坝灌区 1.35 郴州市 安仁县
387 红岩泵站灌区 2.59 怀化市 鹤城区
388 三角滩泵站灌区 1.16 怀化市 中方县
389 八面山灌区 2.51 怀化市 洪江市
390 红旗水库灌区 1.18 怀化市 洪江市
391 小阳灌区 2.01 怀化市 洪江市
392 五龙溪水库灌区 2.75 怀化市 中方县
393 栗坡灌区 2.10 怀化市 沅陵县
394 田家坪灌区 2.57 怀化市 沅陵县
395 龙埠灌区 1.40 怀化市 辰溪县
396 罗子山灌区 2.51 怀化市 辰溪县
397 唐家山电灌站灌区 1.10 怀化市 辰溪县
398 紫荆灌区 2.25 怀化市 溆浦县
399 大溪灌区 2.26 怀化市 会同县
400 蓑衣塘泵站灌区 2.04 怀化市 会同县
401 小田灌区 1.07 怀化市 会同县
402 关垅灌区 2.00 怀化市 麻阳苗族自治县
403 黄土溪灌区 3.89 怀化市 麻阳苗族自治县

湖    南 一般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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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朝阳灌区 2.11 怀化市 新晃侗族自治县
405 红星泵站灌区 1.35 怀化市 芷江侗族自治县
406 金厂坪灌区 2.98 怀化市 芷江侗族自治县
407 两江口灌区 1.85 怀化市 芷江侗族自治县
408 飞山灌区 1.73 怀化市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409 甘棠地灵灌区 2.09 怀化市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410 后山溪电灌站灌区 1.20 怀化市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411 南团坝灌区 2.25 怀化市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412 东风五一灌区 3.27 怀化市 通道侗族自治县
413 硐上灌区 1.05 娄底市 冷水江市
414 红旗灌区 1.02 娄底市 冷水江市
415 余源灌区 1.01 娄底市 冷水江市
416 周头灌区 2.76 娄底市 冷水江市
417 八女灌区 1.03 娄底市 涟源市
418 财溪灌区 1.07 娄底市 涟源市
419 段江电灌站灌区 1.25 娄底市 涟源市
420 红旗灌区 1.12 娄底市 涟源市
421 民兵灌区 1.15 娄底市 涟源市
422 山茂灌区 1.08 娄底市 涟源市
423 湘波灌区 1.08 娄底市 涟源市
424 星星灌区 1.05 娄底市 涟源市
425 跃进灌区 1.15 娄底市 涟源市
426 化溪灌区 1.62 娄底市 新化县
427 江家凼灌区 2.10 娄底市 新化县
428 金凤灌区 1.46 娄底市 新化县
429 栗山灌区 1.52 娄底市 新化县
430 龙溪灌区 1.60 娄底市 新化县

湖    南 一般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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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马栏冲灌区 1.25 娄底市 新化县
432 茅岭灌区 1.21 娄底市 新化县
433 梅花洞灌区 4.61 娄底市 新化县
434 南家冲灌区 2.50 娄底市 新化县
435 沱溪河坝灌区 1.10 娄底市 新化县
436 南源灌区 1.10 娄底市 新化县
437 太平灌区 2.25 娄底市 新化县
438 江边灌区 2.20 娄底市 双峰县
439 龙潭脑灌区 1.50 娄底市 双峰县
440 千金灌区 1.22 娄底市 双峰县
441 树山灌区 1.50 娄底市 双峰县
442 水口庙灌区 1.05 娄底市 双峰县
443 四方井灌区 1.05 娄底市 双峰县
444 峡山塘灌区 4.20 娄底市 双峰县
445 宣峰山灌区 1.15 娄底市 双峰县
446 燕霄灌区 3.36 娄底市 双峰县
447 曲江坝灌区 1.50 娄底市 双峰县
448 群力灌区 3.70 娄底市 双峰县
449 高坪灌区 1.02 娄底市 娄星区
450 桎木灌区 1.05 娄底市 娄星区
451 马鞍山水库灌区 1.06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永顺县
452 砂坝灌区 1.07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永顺县
453 塔卧灌区 1.65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永顺县
454 石堤灌区 1.81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永顺县
455 潮地灌区 1.50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泸溪县
456 天堂垅灌区 1.20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泸溪县
457 梓林溪灌区 1.45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泸溪县

湖    南 一般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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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砂坝灌区 1.36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凤凰县
459 万溶江灌区 1.13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凤凰县
460 广车灌区 1.53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花垣县
461 莲花山灌区 1.48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花垣县
462 茨岩灌区 1.20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龙山县
463 几车河灌区 1.60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龙山县
464 茅坪灌区 1.02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龙山县
465 苗儿滩灌区 1.50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龙山县
466 双潭溪灌区 2.70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龙山县
467 洗洛河灌区 1.39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龙山县
468 高家溪水库灌区 1.20 张家界市 永定区
469 漩水水库灌区 1.10 张家界市 永定区
470 白洋峪水库灌区 1.20 张家界市 慈利县
471 甘堰灌区 1.55 张家界市 慈利县
472 广福桥灌区 1.45 张家界市 慈利县
473 胜天水库灌区 1.39 张家界市 慈利县
474 碗田水库灌区 1.24 张家界市 慈利县
475 许家坊灌区 1.46 张家界市 慈利县
476 岩泊渡灌区 3.56 张家界市 慈利县
477 宜冲桥灌区 1.88 张家界市 慈利县
478 峪塔水库灌区 1.34 张家界市 慈利县
479 罗峪灌区 1.13 张家界市 桑植县
480 庙咀河灌区 1.11 张家界市 桑植县
481 潭口灌区 1.22 张家界市 桑植县
1 乌川灌区 7.90 长沙市 长沙县、浏阳市
2 北山灌区 5.02 长沙市 长沙县
3 跳马灌区 5.90 长沙市 雨花区

一般中型灌区

湖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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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铜官电排灌区 5.42 长沙市 望城区
5 板贝灌区 10.50 长沙市 浏阳市
6 洞阳灌区 8.50 长沙市 浏阳市
7 关山灌区 14.00 长沙市 浏阳市
8 马尾皂灌区 11.00 长沙市 浏阳市
9 梅田灌区 6.70 长沙市 浏阳市
10 清江灌区 12.00 长沙市 浏阳市
11 田坪灌区 11.44 长沙市 宁乡市
12 岩口灌区 7.40 株洲市 茶陵县
13 荷田灌区 5.20 株洲市 醴陵市
14 周坊灌区 5.02 株洲市 醴陵市
15 河东灌区 5.65 株洲市 炎陵县
16 苏洲坝灌区 5.94 株洲市 攸县、茶陵县
17 花石水库灌区 6.15 湘潭市 湘潭县
18 上石坝水库灌区 5.10 湘潭市 湘潭县
19 合东水库灌区 6.00 湘潭市 湘乡市
20 桃林水库灌区 5.04 湘潭市 湘乡市
21 长江水库灌区 5.10 湘潭市 湘乡市
22 龙源水库灌区 17.80 岳阳市 临湘市
23 屈原灌区 18.00 岳阳市 屈原管理区
24 石山矶灌区 16.07 岳阳市 华容县
25 华洪运河灌区 20.62 岳阳市 君山区
26 北汊水库灌区 9.00 岳阳市 华容县
27 花兰窖灌区 8.96 岳阳市 华容县
28 沙河灌区 12.52 岳阳市 华容县
29 团洲灌区 5.61 岳阳市 华容县
30 幸福灌区 10.73 岳阳市 华容县

湖    南 重点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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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君山垸灌区 6.90 岳阳市 君山区
32 钱南垸灌区 13.27 岳阳市 君山区
33 江南垸灌区 7.50 岳阳市 临湘市
34 团湾水库灌区 5.15 岳阳市 临湘市
35 汨罗江灌区 6.60 岳阳市 汨罗市
36 向兰灌区 13.48 岳阳市 汨罗市
37 黄金洞灌区 5.64 岳阳市 平江县
38 城西灌区 9.63 岳阳市 湘阴县
39 岭北灌区 5.32 岳阳市 湘阴县
40 南湖灌区 7.61 岳阳市 湘阴县
41 湘滨灌区 6.58 岳阳市 湘阴县
42 新泉灌区 11.32 岳阳市 湘阴县
43 大坳灌区 5.50 岳阳市 岳阳县
44 岳坊灌区 5.82 岳阳市 岳阳县
45 中洲垸灌区 5.36 岳阳市 岳阳县
46 撇洪河灌区 7.45 岳阳市 云溪区
47 安昌灌区 17.05 常德市 安乡县
48 安造灌区 18.50 常德市 安乡县
49 董家堰灌区 15.00 常德市 澧县
50 牛鼻滩灌区 16.70 常德市 鼎城区
51 沙河口灌区 21.84 常德市 鼎城区
52 仙桃灌区 16.65 常德市 安乡县
53 安澧灌区 11.26 常德市 安乡县
54 六角尾灌区 14.60 常德市 安乡县
55 王家湖灌区 9.15 常德市 西洞庭管理区
56 五里溪灌区 5.29 常德市 鼎城区、武陵区
57 西毛里湖灌区 7.00 常德市 津市市

湖    南 重点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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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官垸灌区 6.00 常德市 澧县
59 山门太青水库灌区 9.02 常德市 澧县
60 艳洲灌区 6.50 常德市 澧县
61 赵家峪水库灌区 6.00 常德市 澧县
62 官亭灌区 9.46 常德市 临澧县
63 东泉灌区 6.80 常德市 石门县
64 蒙泉灌区 11.84 常德市 石门县
65 首桥灌区 6.12 常德市 石门县
66 三里溪水库灌区 11.57 常德市 桃源县
67 王家湾水库灌区 6.84 常德市 桃源县
68 戈尔潭灌区 5.05 常德市 桃源县
69 草阳灌区 24.53 益阳市 沅江市
70 共双茶灌区 28.54 益阳市 沅江市
71 黄南灌区 27.55 益阳市 沅江市
72 廖家坪灌区 6.54 益阳市 安化县
73 兰溪河灌区 9.00 益阳市 赫山区
74 新河灌区 14.68 益阳市 赫山区
75 鱼形山灌区 7.03 益阳市 赫山区
76 志溪河灌区 7.03 益阳市 赫山区
77 八一灌区 6.50 益阳市 南县
78 长春灌区 5.30 益阳市 南县
79 河坝镇灌区 9.75 益阳市 大通湖区
80 金盆镇灌区 5.16 益阳市 大通湖区
81 平福灌区 5.00 益阳市 南县
82 千山红镇灌区 7.89 益阳市 大通湖区
83 苏河灌区 6.70 益阳市 南县
84 唐家湾灌区 5.00 益阳市 南县

湖    南 重点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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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钟家嘴灌区 5.00 益阳市 南县
86 克上冲灌区 5.10 益阳市 桃江县
87 赤山灌区 5.03 益阳市 沅江市
88 浩江湖灌区 5.13 益阳市 沅江市
89 胭包山灌区 6.30 益阳市 沅江市
90 迎丰灌区 5.00 益阳市 资阳区
91 三湖灌区 6.00 益阳市 资阳区
92 黄家湖灌区 6.29 益阳市 资阳区、沅江市
93 洋泉灌区 16.29 衡阳市 常宁市
94 梅埠桥灌区 7.30 衡阳市 常宁市
95 德圳灌区 9.30 衡阳市 衡东县
96 甘溪灌区 7.59 衡阳市 衡东县
97 斗山桥灌区 5.23 衡阳市 衡南县
98 栗江电灌站灌区 7.90 衡阳市 衡南县
99 龙溪桥灌区 9.04 衡阳市 衡南县
100 双板桥灌区 5.10 衡阳市 衡南县
101 相市补水站灌区 10.29 衡阳市 衡南县
102 新塘电灌站灌区 5.01 衡阳市 衡南县
103 九观桥灌区 8.13 衡阳市 衡山县
104 新桥灌区 5.40 衡阳市 衡山县
105 城坪冲水库灌区 5.67 衡阳市 衡阳县
106 牛形山水库灌区 8.24 衡阳市 衡阳县
107 柿竹水库灌区 6.91 衡阳市 衡阳县
108 斜陂堰水库灌区 11.47 衡阳市 衡阳县、石鼓区、蒸湘区
109 曹口堰灌区 5.18 衡阳市 祁东县
110 江口灌区 5.05 衡阳市 祁东县
111 七碗灌区 6.00 衡阳市 祁东县

湖    南 重点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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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杨家台灌区 5.91 衡阳市 祁东县
113 威溪水库灌区 19.09 邵阳市 武冈市
114 蓼水灌区 18.70 邵阳市 洞口县
115 大业灌区 5.63 邵阳市 洞口县、武冈市
116 黄泥江灌区 5.46 邵阳市 洞口县
117 平溪灌区 5.98 邵阳市 洞口县
118 木瓜山灌区 6.82 邵阳市 隆回县、洞口县
119 黄家坝灌区 10.75 邵阳市 邵东县
120 三都灌区 6.30 邵阳市 邵东县
121 上沙江灌区 5.21 邵阳市 邵东县
122 流光岭灌区 5.45 邵阳市、娄底市 邵东县、双峰县
123 老虎坝灌区 5.70 邵阳市 新宁县
124 枫树坑灌区 10.30 邵阳市 新邵县
125 下源灌区 5.47 邵阳市 新邵县
126 尧虞塘灌区 6.13 邵阳市 新邵县
127 涔天河水库灌区 17.38 永州市 江华县、道县、江永县
128 大江灌区 16.84 永州市、衡阳市 祁阳市、常宁市
129 源口水库灌区 15.00 永州市 江永县
130 上坝灌区 5.28 永州市 道县
131 金江水库灌区 8.00 永州市 东安县
132 古宅水库灌区 11.74 永州市 江永县
133 岭口灌区 5.77 永州市 冷水滩区
134 猫儿岩水库灌区 5.12 永州市 零陵区
135 石坝仔水库灌区 5.96 永州市 零陵区
136 水市水库灌区 6.20 永州市 宁远县、道县
137 龙江桥水库灌区 5.40 永州市 祁阳市
138 石喝灌区 5.71 永州市 祁阳市

湖    南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39 单江水库灌区 5.40 永州市 双牌县
140 金陵水库灌区 5.30 永州市、郴州市 新田县、桂阳县
141 茶安灌区 20.00 株洲市、郴州市 茶陵县、安仁县
142 大源灌区 5.00 郴州市 安仁县
143 永乐河坝灌区 5.70 郴州市 安仁县
144 莲塘灌区 6.12 郴州市 桂阳县
145 盘江灌区 7.50 郴州市 嘉禾县
146 泮头灌区 5.60 郴州市 嘉禾县
147 长河灌区 14.06 郴州市 临武县
148 龙虎洞灌区 10.56 郴州市 汝城县
149 高峰灌区 5.60 郴州市 苏仙区
150 黄岑灌区 5.94 郴州市 宜章县
151 黄口堰灌区 5.12 郴州市 永兴县
152 长田湾灌区 5.48 怀化市 辰溪县
153 梨溪口灌区 5.02 怀化市 芷江侗族自治县
154 双江灌区 5.30 娄底市 娄星区
155 南冲灌区 5.40 娄底市 双峰县
156 半山灌区 5.26 娄底市 新化县
157 车田江灌区 5.06 娄底市 新化县
158 炉观坝灌区 5.92 娄底市 新化县

湖    南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三坑水库灌区 2.20 广州市 花都区
2 芙蓉嶂水库灌区 2.60 广州市 花都区
3 东湖灌区 1.42 广州市 花都区
4 福源水库灌区 1.60 广州市 花都区
5 茂墩水库灌区 1.26 广州市 从化区
6 高灌渠灌区 2.00 广州市 从化区
7 右灌渠灌区 4.00 广州市 从化区
8 石滩镇三江灌区 3.80 广州市 增城区
9 白云区流溪河灌区 4.50 广州市 白云区
10 花都区流溪河灌区 4.68 广州市 花都区
11 九湾潭水库灌区 3.60 广州市 花都区
12 斗门蓄引提灌区 3.32 珠海市 斗门区
13 白蕉潮灌区 2.32 珠海市 斗门区
14 乾务蓄引提灌区 1.21 珠海市 斗门区
15 五山蓄引提灌区 1.03 珠海市 斗门区
16 谷饶灌区 3.21 汕头市 潮阳区
17 铜盂灌区 3.18 汕头市 潮阳区
18 和平灌区 3.16 汕头市 潮阳区
19 金浦灌区 1.91 汕头市 潮阳区
20 城南灌区 1.35 汕头市 潮阳区
21 金灶灌区 4.25 汕头市 潮阳区
22 关埠灌区 4.02 汕头市 潮阳区
23 河溪灌区 1.83 汕头市 潮阳区
24 贵屿灌区 3.21 汕头市 潮阳区
25 西胪灌区 3.76 汕头市 潮阳区

广    东 一般中型灌区

广东省中型灌区名录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金溪灌区 4.77 汕头市 潮南区
27 红口輋灌区 2.54 汕头市 潮南区
28 刘寨灌区 2.92 佛山市 三水区
29 北乡灌区 1.30 韶关市 乐昌市
30 廊北灌区 4.62 韶关市 乐昌市
31 围背灌区 1.80 韶关市 南雄市
32 凌江灌区 3.20 韶关市 南雄市
33 宝江灌区 3.23 韶关市 南雄市
34 横江灌区 4.33 韶关市 南雄市
35 中坪灌区 2.00 韶关市 南雄市
36 瀑布灌区 2.41 韶关市 南雄市
37 大源灌区 2.50 韶关市 南雄市
38 杨梅水库灌区 1.22 韶关市 南雄市
39 罗坑水库灌区 4.91 韶关市 曲江区
40 胡坑灌区 1.35 韶关市 仁化县
41 澌溪河灌区 1.80 韶关市 仁化县
42 高坪灌区 3.76 韶关市 仁化县
43 双口灌区 1.50 韶关市 乳源县
44 引杨灌区 4.41 韶关市 乳源县
45 花山灌区 1.67 韶关市 始兴县
46 尖背灌区 1.37 韶关市 始兴县
47 桂竹水库灌区 1.50 韶关市 翁源县
48 泉坑水库灌区 1.50 韶关市 翁源县
49 跃进青龙灌区 2.12 韶关市 翁源县
50 岩庄水库灌区 2.60 韶关市 翁源县
51 西牛潭水库灌区 1.76 韶关市 浈江区
52 小坑水库灌区 3.92 韶关市 曲江区

广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老炉下水库灌区 2.42 河源市 源城区
54 赤竹径灌区 3.20 河源市 东源县、连平县
55 白礤灌区 2.50 河源市 东源县
56 大坑灌区 1.80 河源市 东源县
57 下车水闸灌区 1.34 河源市 和平县
58 水西灌区 1.90 河源市 和平县
59 桂陂头灌区 1.01 河源市 和平县
60 月坑灌区 1.50 河源市 和平县
61 水背灌区 1.50 河源市 和平县
62 黄江水库灌区 2.21 河源市 龙川县
63 老隆镇牛崆陂灌区 1.03 河源市 龙川县
64 高陂水库灌区 1.20 河源市 龙川县
65 霞沙洲水库灌区 1.21 河源市 龙川县
66 新村水库灌区 1.50 河源市 龙川县
67 蓝塘茜坑灌区 1.17 河源市 紫金县
68 义容伯公坳灌区 1.06 河源市 紫金县
69 高莞灌区 1.10 河源市 连平县
70 船洞-河角坪三库联灌灌区 1.30 河源市 连平县
71 瓮潭灌区 3.14 河源市 连平县
72 临江禾坑总灌区 1.25 河源市 江东新区
73 古竹新坑灌区 2.42 河源市 江东新区
74 干才水库灌区 1.20 梅州市 梅江区
75 巴庄水库灌区 1.63 梅州市 梅县区
76 石子岭灌区 2.58 梅州市 梅县区
77 大劲水库灌区 1.57 梅州市 梅县区
78 引隆水利灌区 2.22 梅州市 梅县区
79 麻岭水库联合灌区 1.96 梅州市 兴宁市

广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和山岩水库灌区 1.54 梅州市 兴宁市
81 石壁水库灌区 1.79 梅州市 兴宁市
82 福岭水库联合灌区 1.25 梅州市 兴宁市
83 高峰滩灌区 2.60 梅州市 平远县
84 富石水库灌区 2.00 梅州市 平远县
85 黄竹坪灌区 1.35 梅州市 蕉岭县
86 东联灌区 1.01 梅州市 蕉岭县
87 引龙灌区 1.93 梅州市 丰顺县
88 虎局灌区 1.25 梅州市 丰顺县
89 鸡笼山灌区 1.09 梅州市 丰顺县
90 东方红水库灌区 1.20 梅州市 五华县
91 岩前水库灌区 1.10 梅州市 五华县
92 庙滩水库灌区 1.32 惠州市 惠城区
93 招元水库灌区 2.00 惠州市 惠城区
94 伯公坳水库灌区 1.50 惠州市 惠城区
95 大坑水库灌区 1.07 惠州市 惠阳区
96 沙田水库灌区 1.38 惠州市 惠阳区
97 黄坑水库灌区 1.82 惠州市 惠东县
98 水东陂水库灌区 4.37 惠州市 博罗县
99 下宝溪水库灌区 3.20 惠州市 博罗县
100 梅树下水库灌区 1.50 惠州市 博罗县
101 黄山洞水库灌区 2.70 惠州市 博罗县
102 稿树下水库灌区 3.00 惠州市 博罗县
103 石坑水库灌区 1.70 惠州市 博罗县
104 路溪灌区 1.36 惠州市 龙门县
105 永汉灌区 2.80 惠州市 龙门县
106 白沙河灌区 1.54 惠州市 龙门县

广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角洞水库灌区 1.09 惠州市 惠城区
108 红花地灌区 3.10 汕尾市 海丰县
109 梅陇农场灌区 1.28 汕尾市 海丰县
110 南门灌区 1.40 汕尾市 海丰县
111 朝阳灌区 1.60 汕尾市 海丰县
112 平龙灌区 1.20 汕尾市 海丰县
113 三溪水灌区 2.85 汕尾市 陆丰市
114 箖投围灌区 2.20 汕尾市 陆丰市
115 西坑灌区（湖东） 1.50 汕尾市 陆丰市
116 头陂陂灌区 1.15 汕尾市 陆丰市
117 虎陂灌区 1.70 汕尾市 陆丰市
118 新响灌区 1.00 汕尾市 陆丰市
119 五里牌灌区 3.18 汕尾市 陆丰市
120 牛角隆灌区 2.24 汕尾市 陆丰市
121 宝楼灌区 2.54 汕尾市 城区
122 引西灌区 3.20 汕尾市 城区
123 富梅灌区 1.01 汕尾市 陆河县
124 北龙灌区 1.08 汕尾市 陆河县
125 鱼山万亩灌区 1.93 江门市 新会区
126 梅阁灌区 1.35 江门市 新会区
127 龙门灌区 1.33 江门市 新会区
128 曾坑灌区 1.14 江门市 新会区
129 塘田水库灌区 2.24 江门市 台山市
130 丹竹水库灌区 1.50 江门市 台山市
131 四九镇老营底水库灌区 1.20 江门市 台山市
132 陈坑水库灌区 2.66 江门市 台山市
133 响水潭水库灌区 2.65 江门市 台山市

广    东 一般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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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岐山水库灌区 3.75 江门市 台山市
135 猪乸潭水库灌区 2.10 江门市 台山市
136 南坑水库灌区 1.30 江门市 台山市
137 狮山灌区 3.92 江门市 开平市
138 立新灌区 1.50 江门市 开平市
139 西坑灌区 1.20 江门市 开平市
140 四堡灌区 2.55 江门市 鹤山市
141 将军陂灌区 1.00 江门市 鹤山市
142 金峡灌区 1.10 江门市 鹤山市
143 虹岭龙潭灌区 1.05 江门市 鹤山市
144 青年灌区 1.50 江门市 鹤山市
145 大坝灌区 1.00 江门市 鹤山市
146 宝鸭仔水库灌区 2.20 江门市 恩平市
147 良西水库灌区 2.30 江门市 恩平市
148 大坑灌区 1.20 江门市 恩平市
149 漠地垌水库灌区 1.05 阳江市 阳东区
150 江河水库灌区 4.50 阳江市 阳东区
151 上水水库灌区 1.68 阳江市 阳东区
152 夏水水库灌区 1.50 阳江市 阳东区
153 沙湾水库灌区 1.50 阳江市 阳东区
154 马岗水库灌区 1.50 阳江市 阳东区
155 岗美水库灌区 1.35 阳江市 阳春市
156 合水水库灌区 2.30 阳江市 阳春市
157 响水陂灌区 2.80 阳江市 阳春市
158 长角水库灌区 1.30 阳江市 阳西县
159 新湖水库灌区 1.20 阳江市 阳西县
160 边海陂灌区 1.80 阳江市、茂名市 阳西县、电白县

广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61 木竹根陂灌区 1.30 阳江市 阳西县
162 茅垌水库灌区 1.30 阳江市 阳西县
163 塘口引水陂灌区 1.10 阳江市 阳西县
164 黄颈水库灌区 1.20 阳江市 阳西县
165 旱塘水库灌区 1.40 阳江市 阳西县
166 石河水库灌区 3.65 阳江市 江城区
167 草王山水库灌区 1.00 阳江市 海陵区
168 银田水库灌区 1.20 阳江市 高新区
169 草朗水库灌区 1.20 阳江市 江城区
170 北马围引鉴灌区 2.80 湛江市 坡头区
171 志满水库灌区 2.35 湛江市 麻章区
172 新坡水库灌区 1.80 湛江市 麻章区
173 江头水库灌区 1.20 湛江市 廉江市
174 塘缀灌区 3.20 湛江市 吴川市
175 袂花江灌区 3.15 湛江市 吴川市
176 长岐灌区 2.70 湛江市 吴川市
177 麻文灌区 1.60 湛江市 吴川市
178 田西水库灌区 1.50 湛江市 雷州市
179 恭坑水库灌区 2.00 湛江市 雷州市
180 溪南水库灌区 3.00 湛江市 雷州市
181 大湾水库灌区 2.10 湛江市 雷州市
182 红心楼水库灌区 3.50 湛江市 雷州市
183 曲溪水库灌区 1.80 湛江市 雷州市
184 滩头灌区 1.30 湛江市 雷州市
185 迈生水库灌区 3.00 湛江市 雷州市
186 东西溪灌区 2.50 湛江市 雷州市
187 官田水库灌区 2.87 湛江市 遂溪县

广    东 一般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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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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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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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旧庙海围灌区 1.40 湛江市 遂溪县
189 罗马坛水库灌区 1.05 湛江市 遂溪县
190 山内水库灌区 1.50 湛江市 遂溪县
191 牛牯海围灌区 1.40 湛江市 遂溪县
192 元宵屋水闸灌区 1.05 湛江市 遂溪县
193 三阳桥水库灌区 2.10 湛江市 徐闻县
194 北松水库灌区 2.50 湛江市 徐闻县
195 迈胜水库灌区 2.00 湛江市 徐闻县
196 合溪水库灌区 3.88 湛江市 徐闻县
197 石林岭水库灌区 1.08 湛江市 徐闻县
198 青年湖水库灌区 1.07 茂名市 茂南区
199 秧前水陂灌区 1.04 茂名市 电白区
200 木院新屋灌区 1.04 茂名市 电白区
201 黄羌水陂灌区 1.05 茂名市 电白区
202 引儒水陂灌区 1.06 茂名市 电白区
203 龙湾水陂灌区 1.07 茂名市 电白区
204 清湖水陂灌区 1.08 茂名市 电白区
205 长水坑水库灌区 1.12 茂名市 电白区
206 陂头坡水库灌区 1.18 茂名市 电白区
207 河湾灌区 1.05 茂名市 电白区
208 怀乡引水工程灌区 1.68 茂名市 信宜市
209 高城水库灌区 1.13 茂名市 信宜市
210 新垌镇三岔灌区 1.28 茂名市 高州市
211 平山镇长城引水灌区 2.26 茂名市 高州市
212 荷塘镇高坡灌区 3.15 茂名市 高州市
213 云潭镇云潭水库灌区 1.29 茂名市 高州市
214 根子镇中间堂水库灌区 1.04 茂名市 高州市

广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15 大井镇大坡山灌区 1.11 茂名市 高州市
216 南塘镇南塘灌区 1.23 茂名市 高州市
217 宝圩镇郎山拦河闸坝灌区 1.50 茂名市 化州市
218 宝树水库灌区 1.70 茂名市 化州市
219 官桥镇水口水库灌区 1.20 茂名市 化州市
220 湖朗水库灌区 1.40 肇庆市 怀集县
221 木桥水库灌区 1.20 肇庆市 怀集县
222 南雄灌区 1.00 肇庆市 怀集县
223 古城水灌区 1.00 肇庆市 怀集县
224 冲源灌区 1.19 肇庆市 德庆县
225 金林灌区 1.44 肇庆市 德庆县
226 茸草灌区 1.55 肇庆市 德庆县
227 河涝坪灌区 1.07 肇庆市 德庆县
228 黄铜降灌区 1.10 肇庆市 德庆县
229 洛阳垌灌区 1.05 肇庆市 德庆县
230 陶冶口灌区 1.50 肇庆市 四会市
231 白沙灌区 1.70 肇庆市 四会市
232 水迳水库灌区 1.20 肇庆市 四会市
233 牛头寨引水灌区 2.31 肇庆市 四会市
234 沙浦灌区 4.74 肇庆市 鼎湖区
235 九坑河灌区 4.50 肇庆市 鼎湖区
236 七星河水库灌区 3.29 肇庆市 封开县
237 利水水库灌区 1.20 肇庆市 封开县
238 民华灌区 1.28 肇庆市 封开县
239 西山水库灌区 1.03 肇庆市 封开县
240 杨梅水库灌区 2.30 肇庆市 高要区
241 金龙高库灌区 2.40 肇庆市 高要区

广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42 金龙低库灌区 1.75 肇庆市 高要区
243 龙山镇占果陂灌区 1.24 清远市 佛冈县
244 官坑灌区 1.31 清远市 连南县
245 鹿鸣关灌区 1.02 清远市 连南县
246 银盏灌区 4.20 清远市 清城区
247 花斗灌区 1.58 清远市 清城区
248 大龙水利灌区 1.65 清远市 阳山县
249 凤山水利灌区 1.35 清远市 阳山县
250 牛鼻岩水利灌区 1.50 清远市 阳山县
251 桂花水利灌区 1.50 清远市 阳山县
252 空子水库灌区 4.46 清远市 英德市
253 黄洞河灌区 1.16 清远市 英德市
254 镇南村委灌区 1.15 清远市 英德市
255 岩口陂灌区 1.03 清远市 英德市
256 上空水库灌区 3.73 清远市 英德市
257 长湖引水灌区 3.09 清远市 英德市
258 枫树坪水库灌区 2.23 清远市 英德市
259 新建陂引水灌区 1.50 清远市 英德市
260 汶罗河引水灌区 1.29 清远市 英德市
261 波罗河陂头引水灌区 4.77 清远市 英德市
262 保安镇良塘灌区 1.00 清远市 连州市
263 龙坪镇上兰靛灌区 1.15 清远市 连州市
264 龙坪镇围子水库灌区 1.40 清远市 连州市
265 龙口灌区 1.78 清远市 连州市
266 丰阳镇小水坪水库灌区 2.86 清远市 连州市
267 西岸镇兰管灌区 1.00 清远市 连州市
268 大罗山灌区 2.71 清远市 清新区

广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9 三坑镇北灌区 2.76 清远市 清新区
270 大秦灌区 2.19 清远市 清新区
271 曹田坑水库灌区 2.06 清远市 阳山县
272 波罗坑引水工程灌区 1.20 清远市 英德市
273 龙口灌区 1.10 清远市 连南县
274 长安灌区 1.00 清远市 英德市
275 归湖引凤灌区 1.10 潮州市 潮安区
276 高堂灌区 4.80 潮州市 饶平县
277 马山湖灌区 1.70 潮州市 饶平县
278 新跃进灌区 1.70 潮州市 饶平县
279 胜利灌区 1.68 潮州市 饶平县
280 柏峻灌区 1.40 潮州市 饶平县
281 汤溪灌区 1.34 潮州市 饶平县
282 马鞍山灌区 1.11 潮州市 饶平县
283 大潭灌区 2.94 潮州市 饶平县
284 岗山水库灌区 1.89 潮州市 湘桥区
285 官塘桥闸灌区 1.63 潮州市 湘桥区
286 白石岭灌区 1.30 潮州市 湘桥区
287 新西河灌区 3.40 揭阳市 揭东区
288 世德堂水库、老虎陂水库灌区 1.60 揭阳市 揭东区
289 塔头拦河闸灌区 1.50 揭阳市 揭西县
290 横龙线灌区 1.21 揭阳市 揭西县
291 大溪拦河闸灌区 1.75 揭阳市 揭西县
292 南乌灌区 2.42 揭阳市 揭西县
293 蜈蚣岭灌区 2.79 揭阳市 惠来县
294 顶溪灌区 3.17 揭阳市 惠来县
295 古杭灌区 1.12 揭阳市 惠来县

广    东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96 镇北灌区 1.50 揭阳市 惠来县
297 尖官陂灌区 2.18 揭阳市 惠来县
298 葫芦潭灌区 1.80 揭阳市 惠来县
299 西水东调灌区 2.16 揭阳市 惠来县
300 芒溪灌区 1.80 揭阳市 惠来县
301 汤坑水库灌区 4.70 揭阳市 普宁市
302 寒妈水库灌区 2.50 揭阳市 普宁市
303 下架山镇大坝仔水库灌区 1.13 揭阳市 普宁市
304 三坑水库灌区 1.30 揭阳市 普宁市
305 西坑水库灌区 1.70 揭阳市 普宁市
306 南陇灌区 1.36 揭阳市 揭东区
307 朝阳水库灌区 1.10 云浮市 云城区
308 安塘河灌区 1.20 云浮市 云城区
309 小河灌区 1.10 云浮市 云城区
310 杨梅水灌区 1.20 云浮市 云城区
311 石城镇东风水库灌区 1.00 云浮市 云安区
312 蟠咀河灌区 1.05 云浮市 云安区
313 石底大圳灌区 1.01 云浮市 云安区
314 引镜灌区 1.60 云浮市 罗定市
315 大湾侧灌区 2.40 云浮市 新兴县
316 凤凰水闸灌区 1.25 云浮市 新兴县
317 大河灌区 1.20 云浮市 郁南县
318 云霄灌区 4.95 云浮市 郁南县

1
塘料总灌渠灌区

（东灌渠+西灌渠+总灌渠）
8.24 广州市 从化区

2 龙溪灌区 6.99 汕头市 潮南区
3 秋风灌区 9.79 汕头市 潮南区

广    东

一般中型灌区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4 孔江灌区 11.20 韶关市 南雄市
5 凉口灌区 5.23 韶关市 始兴县
6 益塘水库灌区 5.10 梅州市 五华县
7 合水水库灌区 13.67 梅州市 兴宁市
8 蕉岭县长潭灌区 5.05 梅州市 蕉岭县
9 白盆珠上鉴陂灌区 13.93 惠州市 惠东县
10 花树下水库灌区 5.03 惠州市 惠东县、惠阳区
11 显岗水库灌区 11.60 惠州市 博罗县
12 增博联和水库灌区 6.00 惠州市 博罗县
13 龙平渠灌区 6.74 惠州市 龙门县
14 公平灌区 16.82 汕尾市 海丰县
15 青年灌区 5.37 汕尾市 海丰县
16 梅陇灌区 6.80 汕尾市 海丰县
17 龙潭灌区 21.55 汕尾市 陆丰市
18 螺河灌区 8.42 汕尾市 陆丰市
19 大隆洞水库灌区 11.70 江门市 台山市
20 深井水库灌区 10.50 江门市 台山市
21 桂南水库灌区 5.30 江门市 台山市
22 大沙河灌区 13.55 江门市 开平市
23 镇海灌区 6.08 江门市 开平市
24 锦江灌区 20.20 江门市 恩平市
25 西坑水库灌区 6.50 江门市 恩平市
26 东湖水库灌区 14.27 阳江市 阳东区
27 北河水库灌区 9.80 阳江市 阳春市
28 西山陂灌区 9.15 阳江市 阳春市
29 陂底水库灌区 5.84 阳江市 阳西县
30 双捷灌区 15.00 阳江市 阳东区、江城区、高新区

广    东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31 武陵水库灌区 11.00 湛江市 廉江市
32 长青水库灌区 16.00 湛江市 廉江市
33 营仔河水闸灌区 5.40 湛江市 廉江市
34 余庆桥水库灌区 6.36 湛江市 雷州市
35 土乐水库灌区 5.20 湛江市 雷州市
36 西洋灌区 11.00 湛江市 雷州市
37 龙门水库灌区 12.00 湛江市 雷州市
38 东洋灌区 7.00 湛江市 雷州市
39 大水桥水库灌区 15.00 湛江市 徐闻县
40 鲤鱼潭水库灌区 7.50 湛江市 徐闻县
41 热水水系灌区 6.00 茂名市 电白区
42 罗坑水系灌区 22.00 茂名市 电白区
43 河角水系灌区 6.60 茂名市 电白区
44 共青河灌区 10.70 茂名市 电白区
45 尚文水库灌区 5.50 茂名市 信宜市、高州市
46 沙田镇龙湾水库灌区 10.95 茂名市 高州市
47 根子镇根子水库灌区 7.10 茂名市 高州市
48 镇江镇南山灌区 6.25 茂名市 高州市
49 引陵灌区 5.16 茂名市 化州市
50 罗江灌区 5.20 茂名市 化州市
51 长湾河灌区 5.11 茂名市 化州市
52 林尘灌区 5.50 茂名市 化州市
53 文楼灌区 5.50 茂名市 化州市
54 三坑灌区 5.46 肇庆市 怀集县
55 马宁水灌区 5.20 肇庆市 怀集县
56 江大灌区 7.50 肇庆市 四会市
57 迎咀灌区 9.30 清远市 清城区

广    东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8 潭岭灌区 5.50 清远市 连州市
59 迳口灌区 8.98 清远市 清新区
60 东溪灌区 8.64 潮州市 饶平县

61 三洲榕南灌区 11.50 揭阳市、汕头市
揭阳市普宁市、榕城区，汕头市潮

阳区
62 引榕灌区 10.92 揭阳市 产业园、榕城区、空港区
63 瓠杓岭引榕灌区 5.03 揭阳市 揭西县

64 龙颈灌区 12.66 揭阳市、梅州市
揭阳市揭西县、揭东区，梅州市丰

顺县
65 石榴潭灌区 6.00 揭阳市 惠来县
66 引榕灌区 11.34 揭阳市 普宁市
67 引太灌区 8.64 云浮市 罗定市
68 引沙灌区 6.20 云浮市 罗定市
69 引泗灌区 5.20 云浮市 罗定市
70 共成水库灌区 5.50 云浮市 新兴县

广    东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那打灌区 4.12 南宁市 武鸣区
2 濑雷灌区 3.43 南宁市 武鸣区
3 双渌灌区 1.16 南宁市 武鸣区
4 马定灌区 1.10 南宁市 武鸣区
5 增坝灌区 1.31 南宁市 武鸣区
6 青年灌区 3.29 南宁市 横州市
7 云表灌区 4.90 南宁市 横州市
8 三岔水燕灌区 3.32 南宁市 横州市
9 百合灌区 3.32 南宁市 横州市
10 甘乐灌区 3.04 南宁市 横州市
11 峦城灌区 4.91 南宁市 横州市
12 刘村灌区 3.59 南宁市 横州市
13 湴蓬灌区 2.84 南宁市 横州市
14 北滩灌区 4.90 南宁市 横州市
15 大桥江灌区 3.00 南宁市 宾阳县
16 枫江灌区 2.87 南宁市 宾阳县
17 大江灌区 2.20 南宁市 宾阳县
18 南岩灌区 2.47 南宁市 上林县
19 布良灌区 4.41 南宁市 隆安县
20 渌水江灌区 4.57 南宁市 隆安县
21 那降灌区 3.47 南宁市 隆安县
22 白马灌区 2.78 南宁市 隆安县
23 六朝灌区 2.56 南宁市 马山县
24 大朗灌区 2.17 南宁市 马山县
25 坛江灌区 2.05 南宁市 马山县

广    西 一般中型灌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型灌区名录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伶俐电灌区 2.10 南宁市 青秀区
27 南阳电灌区 1.43 南宁市 青秀区
28 长塘电灌区 1.04 南宁市 青秀区
29 青龙江灌区 3.04 南宁市 青秀区
30 六思灌区 3.75 南宁市 江南区
31 六冬灌区 1.84 南宁市 江南区
32 扬美灌区 1.26 南宁市 江南区
33 天堂灌区 1.96 南宁市 江南区
34 那齐灌区 3.07 南宁市 江南区
35 那龙电灌站灌区 2.13 南宁市 西乡塘区
36 义梅水库灌区 1.01 南宁市 西乡塘区
37 下楞电灌站灌区 1.50 南宁市 西乡塘区
38 高峰电灌站灌区 3.77 南宁市 西乡塘区
39 定龙电灌站灌区 1.20 南宁市 西乡塘区
40 金陵电灌站灌区 2.80 南宁市 西乡塘区
41 银岭灌区 1.20 南宁市 西乡塘区
42 那才灌区 1.20 南宁市 邕宁区
43 蒲庙电灌站灌区 3.30 南宁市 邕宁区
44 龙怀灌区 4.26 柳州市 柳江区
45 工农灌区 2.31 柳州市 柳江区
46 北弓水库灌区 3.68 柳州市 柳江区
47 马步水库灌区 1.36 柳州市 鱼峰区
48 太平镇安乐水库灌区 1.14 柳州市 柳城县
49 峨侣水库灌区 1.25 柳州市 柳城县
50 大龙水库灌区 2.25 柳州市 柳城县
51 古砦乡独山水库灌区 3.19 柳州市 柳城县
52 二排河灌区 1.53 柳州市 鹿寨县

广    西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石榴河灌区 1.20 柳州市 鹿寨县
54 洛清江黄冕及江口水轮泵站灌区 2.58 柳州市 鹿寨县
55 龙母灌区 1.88 柳州市 鹿寨县
56 九牛冲电力排灌站灌区 1.77 柳州市 鹿寨县
57 长安镇泗维河灌区 2.50 柳州市 融安县
58 两江灌区 2.54 桂林市 临桂区
59 蚂蝗坝灌区 1.73 桂林市 荔浦市
60 大塘灌区 1.27 桂林市 荔浦市
61 杜莫灌区 1.32 桂林市 荔浦市
62 新坪灌区 1.17 桂林市 荔浦市
63 石枧灌区 3.75 桂林市 全州县
64 源口灌区 2.52 桂林市 全州县
65 建江灌区 2.97 桂林市 全州县
66 八字堰灌区 1.70 桂林市 全州县
67 文桥灌区 1.92 桂林市 全州县
68 易家灌区 2.10 桂林市 全州县
69 上坪灌区 1.53 桂林市 全州县
70 牛湾河灌区 2.59 桂林市 灌阳县
71 新街乡湖田洞灌区 1.40 桂林市 灌阳县
72 上桂峡灌区 4.30 桂林市 兴安县
73 灵渠灌区 2.65 桂林市 兴安县
74 引湘灌区 2.31 桂林市 兴安县
75 中峰乡大堰塘灌区 1.82 桂林市 资源县
76 大圩镇两河沟灌区 1.50 桂林市 灵川县
77 华山水库灌区 2.82 桂林市 永福县
78 顺梅水库灌区 2.58 桂林市 阳朔县
79 栗木水库灌区 1.02 桂林市 阳朔县

一般中型灌区广    西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义洞灌区 3.39 桂林市 平乐县
81 谢家灌区 2.52 桂林市 平乐县
82 势江灌区 2.00 桂林市 恭城瑶族自治县
83 龙虎灌区 2.70 桂林市 恭城瑶族自治县
84 兰洞水库灌区 1.52 桂林市 恭城瑶族自治县
85 东安灌区 4.80 梧州市 苍梧县
86 江南灌区 1.58 梧州市 龙圩区
87 白石灌区 1.42 梧州市 藤县
88 黄垌水库灌区 1.01 梧州市 藤县
89 座垌水库灌区 1.85 梧州市 藤县
90 同敏灌区 1.00 梧州市 藤县
91 交口灌区 1.18 梧州市 藤县
92 蓬蓬石灌区 1.08 梧州市 藤县
93 茶山灌区 1.88 梧州市 蒙山县
94 中良河灌区 1.42 梧州市 蒙山县
95 文圩河灌区 1.64 梧州市 蒙山县
96 万寿灌区 1.40 梧州市 万秀区
97 张黄江水闸灌区 2.76 北海市 合浦县
98 武利江水闸灌区 1.39 北海市 合浦县
99 石角潭水库灌区 1.26 北海市 合浦县
100 水东水闸灌区 1.89 北海市 合浦县
101 夹浪水库拦河坝灌区 1.77 防城港市 东兴市
102 凤凰水库灌区 1.90 防城港市 上思县
103 黄淡灌区 3.03 防城港市 东兴市
104 金窝水库灌区 2.78 钦州市 钦南区
105 乌石江水库灌区 1.08 钦州市 钦南区
106 长江灌区 2.19 钦州市 钦南区

一般中型灌区广    西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石梯灌区 2.60 钦州市 钦北区
108 那桃灌区 1.24 钦州市 钦北区
109 思明水库灌区 2.04 钦州市 灵山县
110 石塘镇米北水库灌区 1.73 钦州市 灵山县
111 白木帽岭水库灌区 1.10 钦州市 灵山县
112 茶山灌区 1.20 贵港市 港南区
113 甘道灌区 4.54 贵港市 覃塘区
114 三渌灌区 3.00 贵港市 覃塘区
115 九凌灌区 1.20 贵港市 覃塘区
116 罗贤水库灌区 3.00 贵港市 桂平市
117 寻旺水库灌区 1.80 贵港市 桂平市
118 白石水库灌区 4.06 贵港市 桂平市
119 拦河塘水库灌区 1.09 贵港市 桂平市
120 布新水库灌区 2.02 贵港市 桂平市
121 罗旺灌区 3.60 贵港市 桂平市
122 六班灌区 1.17 贵港市 覃塘区、港北区
123 马班灌区 1.72 贵港市 覃塘区
124 寒山水库灌区 2.10 玉林市 玉州区
125 鸦桥江灌区 4.20 玉林市 玉州区
126 岭塘电灌站灌区 1.60 玉林市 玉州区
127 南流江灌区 2.39 玉林市 玉州区、福绵区
128 罗田灌区 4.37 玉林市 福绵区
129 江口灌区 2.85 玉林市 福绵区
130 共和灌区 1.50 玉林市 福绵区
131 大溯淋陂灌区 3.00 玉林市 福绵区
132 新桥电灌站灌区 3.11 玉林市 福绵区
133 老虎坑灌区 1.20 玉林市 福绵区、玉州区、陆川县

广    西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34 苏烟灌区 3.78 玉林市 玉州区、北流市
135 大贤灌区 2.30 玉林市 北流市
136 民安灌区 3.80 玉林市 北流市
137 蟠龙灌区 3.08 玉林市 北流市
138 茂化灌区 2.70 玉林市 北流市
139 宁冲水库灌区 1.20 玉林市 容县
140 满垌水库灌区 1.30 玉林市 容县
141 清湖水库灌区 2.65 玉林市 陆川县
142 东成水库灌区 4.50 玉林市 陆川县
143 坡脚水库灌区 1.86 玉林市 陆川县
144 陆透水库灌区 1.25 玉林市 陆川县
145 大良水库灌区 1.80 玉林市 陆川县
146 马兰径水库灌区 1.86 玉林市 陆川县
147 茶根水库灌区 3.80 玉林市 博白县
148 大寿水坝灌区 1.90 玉林市 博白县
149 解放水库灌区 1.68 玉林市 博白县
150 绿确水库灌区 1.40 玉林市 博白县
151 温罗水库灌区 3.86 玉林市 博白县
152 铁联水库灌区 1.43 玉林市 兴业县
153 马坡灌区 2.15 玉林市 兴业县
154 红江渠灌区 1.80 玉林市 兴业县
155 新成水库灌区 2.37 玉林市 兴业县
156 化寿水库灌区 2.00 玉林市 兴业县
157 大坡灌区 1.80 玉林市 兴业县
158 新荣水库灌区 1.20 玉林市 兴业县
159 三联灌区 1.20 玉林市 兴业县
160 龙安灌区 1.02 玉林市 兴业县

一般中型灌区广    西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61 鲤鱼湾灌区 1.80 玉林市 兴业县
162 惠洞灌区 1.84 百色市 田阳区
163 兴达灌区 1.00 百色市 田阳区
164 龙马灌区 1.38 百色市 平果市
165 布见灌区 1.77 百色市 平果市
166 果化灌区 1.54 百色市 平果市
167 冷水灌区 1.20 百色市 隆林县
168 七里灌区 1.50 贺州市 八步区
169 华山灌区 1.50 贺州市 平桂区
170 盘谷灌区 1.00 贺州市 平桂区
171 社山灌区 1.50 贺州市 平桂区
172 大姚灌区 1.13 贺州市 平桂区
173 大洞灌区 1.19 贺州市 钟山县
174 大桥冲灌区 2.26 贺州市 钟山县
175 鸡公山灌区 1.12 贺州市 富川瑶族自治县
176 毛田灌区 3.18 贺州市 富川瑶族自治县
177 横塘灌区 3.05 贺州市 富川瑶族自治县
178 石家灌区 3.14 贺州市 富川瑶族自治县
179 上洞灌区 2.82 贺州市 富川瑶族自治县
180 金田灌区 1.25 贺州市 富川瑶族自治县
181 周家灌区 1.40 贺州市 昭平县
182 砂子冲灌区 1.20 贺州市 昭平县
183 河池市供水处灌区 1.49 河池市 金城江区
184 六甲灌区 1.20 河池市 金城江区
185 板道灌区 1.77 河池市 宜州区
186 天堂灌区 1.03 河池市 宜州区
187 帮洞灌区 1.06 河池市 罗城县

广    西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88 黄泥灌区 1.20 河池市 罗城县
189 燕山灌区 1.01 河池市 罗城县
190 江口灌区 1.20 河池市 罗城县
191 澄江灌区 2.43 河池市 都安县
192 洞坎灌区 4.00 河池市 罗城县
193 陈寺水库灌区 1.52 来宾市 兴宾区
194 莲花水库灌区 1.03 来宾市 兴宾区
195 清水河引水灌区 2.30 来宾市 兴宾区
196 杨村电灌站灌区 1.40 来宾市 兴宾区
197 马坪电灌灌区 2.70 来宾市 象州县
198 石龙电灌灌区 3.96 来宾市 象州县
199 水晶河灌区 1.78 来宾市 象州县
200 长村水库灌区 2.05 来宾市 象州县
201 乐梅水库灌区 2.60 来宾市 武宣县
202 北堂水库灌区 1.01 来宾市 武宣县
203 武农电灌站灌区 1.49 来宾市 武宣县
204 凉亭坝水利灌区 1.21 来宾市 金秀县
205 安农水库灌区 1.48 崇左市 宁明县
206 乔苗灌区 2.82 崇左市 大新县
207 那岸灌区 2.90 崇左市 大新县
208 那利灌区 3.50 崇左市 天等县
209 新湾灌区 1.38 崇左市 扶绥县
210 那立水坝灌区 3.28 崇左市 江州区
211 洞桂水利灌区 3.50 崇左市 龙州县
212 水陇水利灌区 1.50 崇左市 龙州县
213 金龙水库灌区 2.74 崇左市 龙州县
214 春秀水库灌区 1.00 崇左市 龙州县

广    西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15 先锋水轮泵站灌区 1.00 崇左市 龙州县
216 七里滩水轮泵站灌区 1.32 崇左市 龙州县
217 勤江电灌区 2.40 崇左市 龙州县
1 六蓝灌区 17.04 南宁市 横州市
2 暮定灌区 6.62 南宁市 武鸣区
3 仙湖灌区 12.07 南宁市 武鸣区
4 桥响灌区 8.44 南宁市 武鸣区
5 西江灌区 6.82 南宁市 武鸣区
6 百合灌区 5.04 南宁市 宾阳县
7 六冯灌区 7.05 南宁市 宾阳县
8 丁当灌区 9.08 南宁市 隆安县
9 西云江灌区 7.30 南宁市 兴宁区
10 大塘灌区 6.80 南宁市 良庆区
11 大王滩灌区 12.22 南宁市 良庆区、邕宁区
12 沙埔河灌区 5.80 柳州市 柳城县
13 石门灌区 5.66 柳州市 融安县
14 榄口灌区 6.04 柳州市 融水县
15 大江灌区 7.80 桂林市 临桂区
16 义江灌区 5.33 桂林市 临桂区
17 古信灌区 5.18 桂林市 荔浦市
18 大江灌区 7.03 桂林市 荔浦市
19 灌江灌区 10.00 桂林市 全州县
20 五福灌区 7.19 桂林市 全州县
21 磨盘灌区 8.16 桂林市 全州县
22 水车水库灌区 5.76 桂林市 灌阳县
23 五里峡灌区 18.11 桂林市 兴安县
24 板峡水库灌区 9.30 桂林市 永福县

一般中型灌区

广    西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5 金鸡河水库灌区 5.00 桂林市 永福县
26 久大水库灌区 6.56 桂林市 阳朔县、临桂区
27 平口灌区 5.33 桂林市 平乐县
28 大任灌区 7.58 梧州市 藤县
29 荔新灌区 9.35 梧州市 岑溪市
30 总江水闸灌区 8.23 北海市 合浦县
31 长歧灌区 11.93 防城港市 防城区、港口区
32 那板水库灌区 10.92 防城港市 上思县
33 钦北灌区 5.10 钦州市 钦北区
34 大洋河水库灌区 7.27 贵港市 桂平市
35 金田水库灌区 13.10 贵港市 桂平市
36 木根河灌区 5.50 贵港市 桂平市
37 社坡河水库灌区 10.27 贵港市 桂平市
38 平龙灌区 21.61 贵港市 覃塘区、港北区
39 官成灌区 12.25 贵港市 平南县
40 东平灌区 10.70 贵港市 平南县
41 六洋灌区 6.20 玉林市 北流市
42 龙门灌区 7.50 玉林市 北流市
43 火甲灌区 8.99 玉林市 博白县
44 老虎头灌区 11.83 玉林市 博白县
45 岜蒙灌区 6.10 百色市 靖西市
46 西荣灌区 5.03 百色市 德保县
47 凤圩灌区 5.30 百色市 平果市
48 合面狮灌区 13.04 贺州市 八步区
49 龙潭灌区 5.19 贺州市 钟山县
50 花山灌区 10.00 贺州市 钟山县
51 鸟源灌区 8.43 贺州市 富川县

重点中型灌区广    西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2 黄洞水库灌区 5.20 贺州市 八步区
53 恩大灌区 5.82 河池市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54 川南灌区 5.15 河池市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55 六坡灌区 7.10 河池市 宜州区
56 三利水库灌区 5.38 来宾市 兴宾区
57 罗秀河灌区 7.44 来宾市 象州县
58 石祥河灌区 7.56 来宾市 武宣县
59 龙从电灌站灌区 6.12 来宾市 武宣县
60 朗村电灌站灌区 7.51 来宾市 武宣县
61 派关灌区 5.30 崇左市 江州区
62 派连灌区 5.20 崇左市 宁明县
63 跃进灌区 6.78 崇左市 大新县
64 新安灌区 5.18 崇左市 扶绥县
65 牛仔滩灌区 6.40 崇左市 江州区

重点中型灌区广    西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丁荣灌区 1.84 海口市 美兰区
2 风圯灌区 1.64 海口市 琼山区
3 凤潭灌区 2.40 海口市 美兰区
4 南洋灌区 1.40 海口市 美兰区
5 铁炉灌区 2.10 海口市 琼山区
6 赤田灌区 4.00 三亚市 三亚市
7 红洋水库灌区 1.90 儋州市 海头镇
8 美万水库灌区 1.00 儋州市 和庆镇
9 西华支渠灌区 1.10 儋州市 大成镇、王五镇
10 爱梅灌区 1.00 文昌市 文昌市
11 八角灌区 1.10 文昌市 文昌市
12 宝芳灌区 1.40 文昌市 文昌市
13 赤纸灌区 1.10 文昌市 文昌市
14 东路灌区 2.91 文昌市 文昌市
15 龙虎山灌区 1.56 文昌市 文昌市
16 石壁灌区 1.55 文昌市 文昌市
17 合水水库灌区 1.84 琼海市 琼海市
18 石合水库灌区 1.60 琼海市 琼海市
19 塔洋水闸灌区 1.29 琼海市 琼海市
20 北岸水闸灌区 1.00 琼海市 琼海市
21 泮水水闸灌区 1.05 琼海市 琼海市
22 碑头灌区 1.60 万宁市 万宁市
23 黄山灌区 1.30 万宁市 万宁市
24 加坦灌区 1.00 万宁市 万宁市
25 军田灌区 2.00 万宁市 万宁市

海南省中型灌区名录

海    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良世灌区 1.26 定安县 定安县
27 龙州河灌区 2.70 定安县 定安县
28 麻罗岭灌区 1.64 定安县 定安县
29 白塘灌区 1.40 定安县 定安县
30 美亭灌区 1.65 澄迈县 澄迈县
31 南方灌区 1.65 澄迈县 澄迈县
32 良坡灌区 1.83 屯昌县 屯昌县
33 加乐潭灌区 1.66 屯昌县 屯昌县
34 天安灌区 1.78 东方市 东方市
35 湾溪灌区 1.55 东方市 东方市
36 探贡灌区 2.40 东方市 东方市
37 三曲沟灌区 1.59 乐东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38 南木灌区 1.00 乐东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39 陈考灌区 3.20 乐东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40 大安灌区 2.50 乐东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41 望老灌区 1.30 乐东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42 南伟灌区 1.20 白沙黎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43 坡生灌区 1.00 白沙黎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44 三道灌区 2.25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45 美台灌区 1.06 临高县 临高县
46 岭北水库灌区 2.75 海口市 秀英区
47 南宝灌区 4.29 临高县 临高县
48 促进水库灌区 1.70 澄迈县 澄迈县
49 妙林田洋灌区 4.20 三亚市 三亚市
50 和乐水闸灌区 1.23 万宁市 万宁市
51 沉香湾水库灌区 1.08 万宁市 万宁市
52 文岭灌区 2.20 琼海市 琼海市

一般中型灌区海    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抱美一水库灌区 1.01 临高县 临高县
54 美贤水闸灌区 1.50 临高县 临高县
1 南渡江引水枢纽灌区 5.80 海口市 琼山区、美兰区、桂林洋开发区
2 大隆灌区 12.48 三亚市 三亚市
3 春江水库灌区 5.20 儋州市 王五镇、白马井镇、新州排浦镇

4 天角潭灌区 11.42 儋州市
东成镇、中和镇、新州镇、光村镇、

木棠镇
5 湖山灌区 5.01 文昌市 文昌市
6 南塘官墓水库灌区 5.18 琼海市 琼海市
7 万宁灌区 12.10 万宁市 万宁市
8 南扶灌区 8.03 定安县 定安县
9 加潭灌区 5.65 澄迈县 澄迈县
10 木色灌区 5.11 屯昌县 屯昌县
11 高坡岭灌区 5.08 东方市 东方市
12 长茅灌区 17.30 乐东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13 珠碧江灌区 5.05 白沙黎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14 小妹灌区 5.50 陵水黎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15 梯村灌区 5.10 陵水黎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16 石碌灌区 15.00 昌江黎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17 波莲灌区 16.53 临高县 临高县
18 西南灌区 5.27 陵水黎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19 小南平灌区 5.48 陵水黎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20 尧龙灌区 7.80 临高县 临高县
21 陀兴灌区 13.03 东方市、乐东县黎族自治县 东方市、乐东县黎族自治县
22 凤蛟灌区 5.20 临高县 临高县

重点中型灌区

一般中型灌区

海    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新田水库中型灌区 2.03 万州区 万州区
2 登丰水库中型灌区 1.47 万州区 万州区
3 东桥水库中型灌区 1.25 万州区 万州区
4 洞塘水库中型灌区 3.29 黔江区 黔江区
5 联合水库中型灌区 1.28 涪陵区 涪陵区
6 清水塘水库中型灌区 1.50 涪陵区 涪陵区
7 郑家沟水库中型灌区 1.10 涪陵区 涪陵区
8 金钗堰水库中型灌区 1.60 涪陵区 涪陵区
9 洪湖水库中型灌区 1.35 涪陵区 涪陵区
10 水磨滩水库中型灌区 2.50 涪陵区 涪陵区
11 卫东水库中型灌区 2.70 涪陵区 涪陵区
12 海底沟水库中型灌区 2.19 北碚区 北碚区
13 胜天水库中型灌区 2.56 北碚区 北碚区
14 南彭水库中型灌区 4.56 巴南区 巴南区
15 下涧口水库中型灌区 2.27 巴南区 巴南区
16 滩子口水库中型灌区 1.95 巴南区 巴南区
17 三条沟水库中型灌区 1.60 长寿区 长寿区
18 东风水库中型灌区 1.50 合川区 合川区
19 生龙水库中型灌区 1.59 合川区 合川区
20 双河口水库中型灌区 1.35 永川区 永川区
21 青峰水库中型灌区 1.17 永川区 永川区
22 卫星水库中型灌区 2.52 永川区 永川区
23 关门山水库中型灌区 3.00 永川区 永川区
24 花滩水库中型灌区 2.01 永川区 永川区
25 龙岩堰中型灌区 1.20 南川区 南川区

重    庆 一般中型灌区

重庆市中型灌区名录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双河场水库中型灌区 1.98 南川区 南川区
27 中坝水库中型灌区 1.00 南川区 南川区
28 土溪水库中型灌区 2.80 南川区 南川区
29 丁山水库中型灌区 2.70 綦江区 綦江区
30 马颈子水库中型灌区 1.00 綦江区 綦江区
31 龙水湖水库中型灌区 2.67 大足区 大足区
32 响水滩水库中型灌区 2.30 大足区 大足区
33 跃进水库中型灌区 4.96 大足区 大足区
34 化龙水库中型灌区 3.38 大足区 大足区
35 上游水库中型灌区 4.40 大足区 大足区
36 大沟水库中型灌区 1.52 璧山区 璧山区
37 金堂水库中型灌区 3.80 璧山区 璧山区
38 同心水库中型灌区 2.03 璧山区 璧山区
39 石梁水库中型灌区 1.14 铜梁区 铜梁区
40 双寨水库中型灌区 2.18 铜梁区 铜梁区
41 河坝水库中型灌区 2.20 铜梁区 铜梁区
42 桥亭水库中型灌区 2.10 铜梁区 铜梁区
43 西郭水库中型灌区 1.10 铜梁区 铜梁区
44 瓦漩沱中型灌区 1.35 潼南区 潼南区
45 青云水库中型灌区 2.35 潼南区 潼南区
46 坛罐窑中型灌区 1.95 潼南区 潼南区
47 三块石中型灌区 1.05 潼南区 潼南区
48 光辉中型灌区 1.08 潼南区 潼南区
49 罗家桥水库中型灌区 1.29 荣昌区 荣昌区
50 红梅水库中型灌区 1.02 荣昌区 荣昌区
51 吊楼子水库中型灌区 1.20 荣昌区 荣昌区
52 三奇寺水库中型灌区 2.18 荣昌区 荣昌区

一般中型灌区重    庆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麻雀岩水库中型灌区 1.46 荣昌区 荣昌区
54 桥亭子水库中型灌区 1.50 荣昌区 荣昌区
55 兴隆水库中型灌区 3.46 开州区 开州区
56 朝阳水库中型灌区 1.09 开州区 开州区
57 清坪大堰中型灌区 1.15 开州区 开州区
58 龙安水库中型灌区 4.85 开州区 开州区
59 张星桥水库中型灌区 1.90 梁平区 梁平区
60 沙坝水库中型灌区 1.08 梁平区 梁平区
61 山虎关水库中型灌区 1.50 武隆区 武隆区
62 向阳水库中型灌区 1.00 武隆区 武隆区
63 长途河中型灌区 2.10 武隆区 武隆区
64 双河中型灌区 1.20 武隆区 武隆区
65 白马山中型灌区 1.06 武隆区 武隆区
66 丰石团结水库中型灌区 1.03 丰都县 丰都县
67 白江洞水库中型灌区 1.26 丰都县 丰都县
68 苦竹沟水库中型灌区 1.13 丰都县 丰都县
69 迎风水库中型灌区 2.05 垫江县 垫江县
70 丰收大堰中型灌区 4.83 垫江县 垫江县
71 跳石水库中型灌区 1.20 垫江县 垫江县
72 红旗水库中型灌区 1.20 垫江县 垫江县
73 双河水库中型灌区 4.09 垫江县 垫江县
74 岩屋嘴中型灌区 1.20 垫江县 垫江县
75 马耳坝水库中型灌区 1.79 忠县 忠县
76 咸池水库中型灌区 1.71 云阳县 云阳县
77 晏家槽水库中型灌区 1.06 奉节县 奉节县
78 浸塘水库中型灌区 1.20 奉节县 奉节县
79 立新水库中型灌区 1.07 奉节县 奉节县

一般中型灌区重    庆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朱衣大堰中型灌区 1.31 奉节县 奉节县
81 放马大堰中型灌区 2.69 巫山县 巫山县
82 民主大堰中型灌区 2.08 巫溪县 巫溪县
83 孝溪片区孝溪水库中型灌区 4.00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84 帅家水库中型灌区 2.80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85 贵道溪水库中型灌区 1.15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86 大溪水库中型灌区 1.50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87 马槽坝水库中型灌区 1.45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88 井岗堰中型灌区 1.47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89 麻旺堰中型灌区 2.06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90 枣木水库中型灌区 1.21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91 小坝水库中型灌区 3.58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92 米田水库中型灌区 1.30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93 甘泉堰中型灌区 1.24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94 羊耳坝水库中型灌区 3.15 城口县 城口县
95 大慈水库中型灌区 1.54 开州区 开州区
96 盐井溪水库中型灌区 3.31 垫江县 垫江县
97 老窖溪水库 1.51 黔江区 黔江区
98 龙滩水库灌区 4.30 垫江县 垫江县
99 巫溪西流溪水库灌区 1.83 巫溪县 巫溪县
100 梁平中型灌区 1.27 梁平区 梁平区
101 邓家岩水库中型灌区 1.57 永川区 永川区
102 小安溪中型灌区 4.46 大足区 大足区
103 明通中型灌区 1.68 城口县 城口县
104 清流河中型灌区 4.76 荣昌区 荣昌区
1 小南海水库中型灌区 5.57 黔江区 黔江区
2 天宝寺水库中型灌区 11.20 涪陵区 涪陵区

重    庆

重点中型灌区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3 两岔水库中型灌区 9.89 渝北区 渝北区
4 清溪沟水库中型灌区 5.30 江津区 江津区
5 白鹤水库中型灌区 5.59 合川区 合川区
6 双河水库中型灌区 10.60 合川区 合川区
7 上游水库中型灌区 6.00 永川区 永川区
8 肖家沟水库中型灌区 5.66 南川区 南川区
9 青岩子中型灌区 5.10 潼南区 潼南区
10 五一中型灌区 5.40 潼南区 潼南区
11 红岩嘴中型灌区 5.27 潼南区 潼南区
12 三汇水库中型灌区 12.80 开州区 开州区
13 竹丰水库中型灌区 5.60 梁平区 梁平区
14 盐井口水库中型灌区 5.47 梁平区 梁平区
15 蓼叶中型灌区 5.12 梁平区 梁平区
16 中心庙水库中型灌区 5.27 武隆区 武隆区
17 接龙水库中型灌区 7.04 武隆区 武隆区
18 弹子台水库中型灌区 6.62 丰都县 丰都县
19 忠石大堰中型灌区 5.07 忠县 忠县
20 黄钦水库中型灌区 6.08 忠县 忠县
21 青莲溪水库中型灌区 7.29 奉节县 奉节县
22 桃花大堰中型灌区 5.42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23 龙池坝水库中型灌区 6.46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24 万胜坝水库中型灌区 12.16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25 钟灵水库中型灌区 6.00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6 龙潭水库中型灌区 5.78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7 胜利水库中型灌区 5.41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8 甘宁水库中型灌区 11.43 万州区 万州区
29 黄桷滩水库中型灌区 7.01 荣昌区 荣昌区

重点中型灌区重    庆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30 东风水库中型灌区 5.01 武隆区 武隆区
31 朝阳中型灌区 5.10 綦江区 綦江区
32 东山中型灌区 5.05 长寿区 长寿区
33 凤鸣中型灌区 5.02 云阳县 云阳县
34 响伍中型灌区 6.23 铜梁区 铜梁区
35 青年中型灌区 5.06 万盛经开区 万盛经开区
36 西山中型灌区 5.27 梁平区 梁平区
37 大同水库中型灌区 5.29 江津区 江津区
38 铜渭中型灌区 5.20 合川区 合川区
39 淮远河中型灌区 5.36 铜梁区 铜梁区
40 官渡中型灌区 6.10 巫山县 巫山县
41 大宁河中型灌区 5.02 巫溪县 巫溪县
42 石洪中型灌区 5.70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43 甲高中型灌区 5.39 奉节县 奉节县
44 鱼龙中型灌区 10.90 綦江区 綦江区
45 龙角中型灌区 5.06 云阳县 云阳县
46 江口中型灌区 5.57 云阳县 云阳县
47 福田凌云中型灌区 5.90 巫山县 巫山县
48 培石中型灌区 5.76 巫山县 巫山县
49 酉水河中型灌区 8.47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重点中型灌区重    庆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八和堰灌区 1.62 成都市 邛崃市
2 黄沙堰灌区 1.66 成都市 邛崃市
3 三轮堰灌区 1.50 成都市 邛崃市
4 徐公堰灌区 1.57 成都市 邛崃市
5 楠杆堰灌区 2.73 成都市 邛崃市
6 汤堰灌区 1.31 成都市 邛崃市、新津区
7 红旗灌区 3.76 成都市 金堂县
8 幸福灌区 2.25 成都市 金堂县
9 资水河提灌站灌区 3.18 成都市 金堂县
10 联合堰灌区 1.54 成都市 大邑县
11 “八一”电灌站灌区 2.58 成都市 简阳市
12 胜利水库灌区 1.00 自贡市 自流井区、贡井区
13 艾叶堰水库灌区 1.11 自贡市 贡井区
14 白庙七一水库灌区 1.05 自贡市 贡井区
15 红星水库灌区 1.01 自贡市 贡井区
16 桥头堰水库灌区 1.02 自贡市 贡井区
17 庆大水库灌区 1.54 自贡市 贡井区
18 五宝七一水库灌区 1.01 自贡市 贡井区
19 重滩堰水库灌区 1.33 自贡市 贡井区
20 高滩水库灌区 1.78 自贡市 沿滩区
21 观音坝水库灌区 2.08 自贡市 沿滩区
22 解放堰水库灌区 1.33 自贡市 沿滩区
23 老蛮桥水库灌区 2.52 自贡市 沿滩区
24 碾子滩水库灌区 2.56 自贡市 沿滩区
25 上游水库灌区 1.37 自贡市 荣县

一般中型灌区四    川

四川省中型灌区名录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烂壶冲水库灌区 1.21 自贡市 荣县
27 棋盘石水库灌区 1.19 自贡市 荣县
28 新红光水库灌区 2.21 自贡市 荣县
29 红岩二坝水库灌区 1.10 自贡市 荣县
30 幸福堰水库灌区 1.52 自贡市 荣县
31 双河口水库灌区 1.90 自贡市 荣县
32 老古堰水库灌区 1.17 自贡市 荣县、内江市威远县
33 琵琶沟灌区 1.01 自贡市 富顺县
34 二高滩水库灌区 1.00 自贡市 富顺县
35 大石包灌区 2.20 自贡市 富顺县
36 胜利水库灌区 4.43 攀枝花市 仁和区、东区
37 云川堰灌区 1.03 攀枝花市 盐边县
38 永兴河灌区 2.47 攀枝花市 盐边县
39 国胜河灌区 2.15 攀枝花市 盐边县
40 长河田水库灌区 1.14 泸州市 江阳区
41 双河水库灌区 1.10 泸州市 江阳区
42 大槽沟中型引水堰灌区 1.02 泸州市 纳溪区
43 丰乐水库灌区 1.03 泸州市 纳溪区
44 马庙水库灌区 3.16 泸州市 纳溪区
45 艾大桥水库灌区 3.02 泸州市 泸县
46 朱梅滩水库灌区 2.13 泸州市 泸县
47 白山头水库灌区 1.04 泸州市 泸县
48 里程滩水库灌区 1.67 泸州市 泸县
49 螺蛳山水库灌区 1.01 泸州市 泸县
50 烂泥水库灌区 1.14 泸州市 合江县
51 锁口大堰灌区 1.00 泸州市 合江县
52 溢洪大堰灌区 1.57 泸州市 合江县

一般中型灌区四    川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安基屯水库灌区 2.00 泸州市 叙永县
54 高木顶水库灌区 1.02 泸州市 叙永县
55 工农水库灌区 1.20 泸州市 叙永县
56 红星水库灌区 2.00 泸州市 叙永县
57 花湾水库灌区 1.50 泸州市 叙永县
58 九江堰灌区 2.20 泸州市 叙永县
59 冷水河灌区 4.20 泸州市 叙永县
60 灵官梯水库灌区 1.80 泸州市 叙永县
61 松林水库灌区 1.80 泸州市 叙永县
62 天河灌区 2.20 泸州市 叙永县
63 卫星水库灌区 3.20 泸州市 叙永县
64 肖家河灌区 1.25 泸州市 叙永县
65 友谊水库灌区 2.00 泸州市 叙永县
66 跃进水库灌区 3.00 泸州市 叙永县
67 双河水库灌区 1.89 泸州市 古蔺县
68 红龙水库灌区 1.84 泸州市 古蔺县
69 胡家沟水库灌区 1.17 泸州市 古蔺县
70 玉龙水库灌区 1.09 泸州市 古蔺县
71 双胜堰水库灌区 1.55 泸州市 泸县
72 稿子凼水库灌区 1.20 泸州市 泸县
73 王河坎水库灌区 1.43 泸州市 泸县
74 纳坪水库灌区 2.02 泸州市 叙永县
75 龙洞水库灌区 2.02 泸州市 叙永县
76 涪翁堰灌区 1.50 绵阳市 涪城区
77 普明堰灌区 2.09 绵阳市 涪城区
78 上游水库灌区 3.95 绵阳市 涪城区
79 龙西堰灌区 3.57 绵阳市 涪城区

一般中型灌区四    川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游仙区天星堰灌区 3.20 绵阳市 江油市、游仙区
81 狮儿河水库灌区 1.37 绵阳市 江油市、游仙区
82 八一水库灌区 2.38 绵阳市 江油市
83 大成堰灌区 1.60 绵阳市 江油市
84 涪西堰灌区 2.60 绵阳市 江油市
85 六合堰灌区 2.00 绵阳市 江油市
86 秦家碾水库灌区 1.70 绵阳市 江油市
87 胜利水库灌区 1.00 绵阳市 江油市
88 树德堰灌区 1.48 绵阳市 江油市
89 武都堰灌区 1.70 绵阳市 江油市
90 彰明堰灌区 2.10 绵阳市 江油市
91 安州区先林提灌站灌区 1.20 绵阳市 安州区
92 三台县大围埝灌区 1.51 绵阳市 三台县
93 三台县广华电灌站灌区 3.50 绵阳市 三台县
94 安州区白水湖灌区 3.50 绵阳市 安州区
95 安州区铁旗堰灌区 1.05 绵阳市 安州区
96 安州区新堪堰灌区 2.44 绵阳市 安州区
97 长红堰灌区 2.11 绵阳市 江油市
98 工农水库灌区 3.33 广元市 昭化区
99 紫云水库灌区 2.60 广元市 昭化区
100 东方红水库灌区 1.06 广元市 苍溪县
101 文家角水库灌区 2.43 广元市 苍溪县
102 船山区前池站灌区 2.88 遂宁市 船山区
103 船山区樟木树泵站灌区 3.98 遂宁市 船山区
104 安居区东岳庙水库灌区 1.34 遂宁市 安居区
105 安居区跑马滩水库灌区 3.14 遂宁市 安居区
106 安居区新生水库灌区 3.13 遂宁市 安居区

一般中型灌区四    川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蓬溪县荷叶提灌渠灌区 1.38 遂宁市 蓬溪县
108 蓬溪县三五水库灌区 1.56 遂宁市 蓬溪县
109 蓬溪县沙坝子水库灌区 1.20 遂宁市 蓬溪县
110 大英县星花水库灌区 3.70 遂宁市 大英县
111 射洪市八一泵站灌区 2.10 遂宁市 射洪市
112 八一灌区 1.35 内江市 市中区
113 白马提灌站灌区 2.50 内江市 市中区
114 团结水库灌区 2.24 内江市 东兴区
115 松林水库灌区 2.70 内江市 东兴区
116 胜利渠灌区 3.59 内江市 威远县、资中县
117 大河沟水库灌区 1.12 内江市 资中县
118 老寨子水库灌区 1.87 内江市 资中县
119 铜马桥水库灌区 2.70 内江市 资中县
120 土地桥水库灌区 1.38 内江市 资中县
121 瓦店子水库灌区 1.87 内江市 资中县
122 关子门堰灌区 1.90 乐山市 市中区
123 高中水库灌区 3.70 乐山市 市中区
124 山珍水库灌区 1.45 乐山市 市中区、五通桥区
125 红猫堰灌区 1.76 乐山市 市中区、沙湾区
126 涌斯江水利工程灌区 3.21 乐山市 五通桥区
127 翻身水库灌区 1.01 乐山市 犍为县
128 马家坡水库灌区 1.01 乐山市 犍为县
129 三角沱水库灌区 1.01 乐山市 犍为县
130 红星水库灌区 2.29 乐山市 井研县
131 红岩水库灌区 2.28 乐山市 井研县
132 毛坝水库灌区 3.26 乐山市 井研县、市中区
133 牛头滩水坝灌区 1.44 乐山市 井研县

一般中型灌区四    川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34 千佛水坝灌区 1.13 乐山市 井研县
135 竹园水库灌区 1.34 乐山市 井研县
136 光辉龙华水库灌区 1.40 乐山市 夹江县
137 马村水库灌区 1.14 乐山市 夹江县
138 桂花水库灌区 1.02 南充市 顺庆区
139 响水滩水库灌区 3.20 南充市 高坪区
140 雷火观水库灌区 1.82 南充市 嘉陵区
141 夹曲沟水库灌区 1.10 南充市 阆中市
142 三合水库灌区 1.07 南充市 阆中市
143 上游水库灌区 2.26 南充市 南部县
144 红旗水库灌区 3.22 南充市 西充县
145 红岩水库灌区 1.24 南充市 西充县
146 梨树沟水库灌区 1.26 南充市 西充县、南充嘉陵区
147 大深沟水库灌区 3.42 南充市 蓬安县
148 新河水库灌区 1.05 南充市 蓬安县
149 三元水库灌区 2.20 南充市 蓬安县
150 茶盘水库灌区 3.87 南充市 营山县
151 联升水库灌区 1.38 南充市 营山县
152 凉水井水库灌区 1.17 南充市 营山县
153 木高桥水库灌区 2.05 南充市 营山县
154 盐井水库灌区 1.40 南充市 营山县
155 新桥水库灌区 1.03 南充市 高坪区
156 幸福沟水库灌区 1.01 南充市 蓬安县
157 鲜店水库灌区 1.07 南充市 蓬安县
158 广兴水库灌区 1.02 南充市 蓬安县
159 临江大堰灌区 1.00 宜宾市 翠屏区
160 油房坳水库灌区 3.15 宜宾市 翠屏区

一般中型灌区四    川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61 解放水库灌区 1.84 宜宾市 叙州区
162 鱼介滩水库灌区 1.10 宜宾市 翠屏区
163 战天水库灌区 1.54 宜宾市 翠屏区
164 玛瑙滩灌区 1.20 宜宾市 江安县
165 青木洞灌区 1.43 宜宾市 江安县
166 任家坝灌区 1.51 宜宾市 江安县
167 方四滩水库灌区 1.24 宜宾市 长宁县
168 宁春水库灌区 1.02 宜宾市 长宁县
169 门坎滩灌区 1.60 宜宾市 珙县
170 龙碗大堰灌区 2.50 宜宾市 筠连县
171 东风水库灌区 1.85 宜宾市 兴文县
172 万丰岩水库灌区 1.10 宜宾市 兴文县
173 丰收大堰灌区 2.20 宜宾市 屏山县
174 花桥水库灌区 1.42 广安市 广安区
175 红星水库灌区 2.58 广安市 武胜县
176 会仙桥水库灌区 1.64 广安市 岳池县
177 飞跃大堰灌区 1.10 广安市 邻水县
178 关门石水库灌区 1.44 广安市 邻水县
179 石堰口大堰灌区 1.06 广安市 邻水县
180 深沟子水库灌区 1.32 达州市 达川区
181 高桥水库灌区 1.23 达州市 达川区
182 九龙水库灌区 1.30 达州市 大竹县
183 同心桥水库 4.40 达州市 大竹县
184 龙潭堰灌区 1.50 达州市 渠县
185 胡家沟水库灌区 1.10 达州市 宣汉县
186 凉水井水库灌区 1.10 达州市 宣汉县
187 团结水库灌区 1.21 达州市 宣汉县

一般中型灌区四    川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88 明月水库灌区 1.36 达州市 宣汉县
189 后溪沟水库灌区 1.21 巴中市 巴州区
190 龙洞沟水库灌区 2.83 巴中市 巴州区
191 九龙桥水库灌区 1.10 巴中市 平昌县
192 流里河水库灌区 1.20 巴中市 通江县
193 七道河水库灌区 2.46 巴中市 通江县
194 大井坝水库灌区 1.10 巴中市 通江县
195 杨家沟水库灌区 1.30 巴中市 南江
196 井坝水库灌区 1.20 巴中市 南江
197 黄龙水库灌区 1.06 雅安市 雨城区
198 清思堰灌区 2.14 雅安市 芦山县
199 东风堰灌区 1.02 雅安市 天全县
200 东大堰灌区 1.72 雅安市 汉源县
201 上游堰灌区 2.20 雅安市 汉源县
202 香林堰灌区 1.15 雅安市 汉源县
203 跃进堰灌区 2.50 雅安市 汉源县
204 红旗堰灌区 1.50 雅安市 石棉县
205 陈沟水库灌区 1.52 眉山市 东坡区
206 工农水库灌区 1.34 眉山市 东坡区
207 核桃堰水库灌区 1.54 眉山市 东坡区
208 黄连埂水库灌区 2.50 眉山市 东坡区
209 李善桥水库灌区 1.62 眉山市 东坡区
210 杨水碾水库灌区 1.01 眉山市 东坡区
211 张易坡水库灌区 1.05 眉山市 东坡区
212 洪峰水库灌区 2.66 眉山市 仁寿县
213 劳武水库灌区 1.08 眉山市 仁寿县
214 英头水库灌区 1.42 眉山市 仁寿县

一般中型灌区四    川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15 古佛堰灌区 1.31 眉山市 彭山区
216 花溪渠灌区 2.91 眉山市 洪雅县
217 柳新渠灌区 3.50 眉山市 洪雅县
218 双红堰灌区 1.84 眉山市 洪雅县
219 党仲水库灌区 3.80 眉山市 丹棱县
220 东风水库灌区 1.60 眉山市 丹棱县
221 梅弯水库灌区 2.54 眉山市 丹棱县
222 青龙水库灌区 1.05 眉山市 青神县
223 复兴水库灌区 3.03 眉山市 青神县、仁寿县
224 官厅水库灌区 2.56 眉山市 青神县
225 保和镇东安水库灌区 1.04 资阳市 雁江区
226 丰裕镇明阳水库灌区 1.04 资阳市 雁江区
227 丹山镇红旗水库灌区 1.07 资阳市 雁江区
228 丹山镇鄢家桥水库灌区 1.23 资阳市 雁江区
229 东峰镇高板桥水库灌区 1.70 资阳市 雁江区
230 老君镇龙王沱提灌站 1.22 资阳市 雁江区
231 宝台镇鲤鱼水库灌区 1.26 资阳市 雁江区
232 伍隍镇双石桥水库灌区 1.13 资阳市 雁江区
233 小院镇东方红水库灌区 1.26 资阳市 雁江区
234 丹山镇汪家桥水库灌区 1.14 资阳市 雁江区
235 丰裕镇四合水库灌区 1.22 资阳市 雁江区
236 报花厅水库灌区 2.52 资阳市 安岳县
237 康家桥水库灌区 1.40 资阳市 安岳县
238 双河水库灌区 1.35 资阳市 安岳县
239 龙桥水库灌区 1.34 资阳市 安岳县
240 猪儿洞水库灌区 1.22 资阳市 安岳县
241 东禅寺水库灌区 1.20 资阳市 乐至县

一般中型灌区四    川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42 八角庙水库灌区 1.41 资阳市 乐至县
243 棉花沟水库灌区 1.34 资阳市 乐至县
244 桂花湾水库灌区 2.24 资阳市 乐至县
245 十里河水库灌区 1.55 资阳市 乐至县
246 岩板滩水库灌区 2.11 资阳市 乐至县
247 白松茨巫灌区 2.65 甘孜藏族自治州 得荣县
248 嘉绒灌区 2.09 甘孜藏族自治州 丹巴县
249 玛依河灌区 3.97 甘孜藏族自治州 乡城县
250 尼措灌区 3.45 甘孜藏族自治州 道孚县
251 俄雅同灌区 4.25 甘孜藏族自治州 稻城县
252 安远堰灌区 1.07 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
253 川兴灌区 1.20 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
254 九屯堰灌区 1.04 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
255 西溪堰灌区 1.07 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
256 复兴堰灌区 1.00 凉山彝族自治州 冕宁县
257 红旗堰灌区 3.50 凉山彝族自治州 冕宁县
258 跃进堰灌区 2.50 凉山彝族自治州 冕宁县
259 老碾河灌区 2.80 凉山彝族自治州 德昌县
260 七大坝堰灌区 2.10 凉山彝族自治州 德昌县
261 可河堰灌区 1.11 凉山彝族自治州 会东县
262 龙滩水库灌区 1.25 凉山彝族自治州 会东县
263 雪山水库灌区 1.30 凉山彝族自治州 会东县
264 野牛坪堰灌区 2.20 凉山彝族自治州 会东县
265 炸药厂水库灌区 1.20 凉山彝族自治州 会东县
266 七0灌区 1.96 凉山彝族自治州 宁南县
267 曹家坡水库灌区 1.22 凉山彝族自治州 盐源县
268 甘塘大堰灌区 1.20 凉山彝族自治州 盐源县

一般中型灌区四    川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9 马棚子水库灌区 1.50 凉山彝族自治州 盐源县
270 梅雨大堰灌区 1.39 凉山彝族自治州 盐源县
271 石洞堰灌区 1.20 凉山彝族自治州 盐源县
272 双石包水库灌区 1.21 凉山彝族自治州 盐源县
273 枧槽沟水库灌区 2.50 凉山彝族自治州 盐源县
274 大漕河堰 1.65 凉山彝族自治州 普格县
275 牛角湾大堰罐区 3.60 凉山彝族自治州 布拖县
276 东风大堰灌区 2.05 凉山彝族自治州 金阳县
277 城关堰灌区 1.20 凉山彝族自治州 昭觉县
278 新民堰灌区 1.20 凉山彝族自治州 昭觉县
279 增产堰灌区 1.20 凉山彝族自治州 喜德县
280 新河堰灌区 1.20 凉山彝族自治州 越西县
281 九口灌区 3.20 凉山彝族自治州 美姑县
282 拉木阿觉灌区 1.37 凉山彝族自治州 美姑县
1 鸡公山提灌站灌区 17.00 成都市 简阳市
2 湔江堰灌区 16.47 成都市 彭州市
3 出江堰灌区 6.10 成都市 大邑县、邛崃市
4 永济堰灌区 5.48 成都市 大邑县、邛崃市
5 双溪水库灌区 21.60 自贡市 荣县、贡井区
6 木桥沟水库灌区 10.12 自贡市 富顺县
7 高堰沟水库灌区 6.25 攀枝花市 盐边县
8 前进渠灌区 5.18 攀枝花市 米易县、德昌县
9 晃桥水库灌区 5.00 攀枝花市 米易县
10 跃进水库灌区 5.16 攀枝花市 仁和区
11 梅子箐水库灌区 5.81 攀枝花市 仁和区、西区
12 三溪口水库灌区 10.27 泸州市 泸县、龙马潭区
13 龙爪河水库灌区 6.47 泸州市 古蔺县

四    川

重点中型灌区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4 官宋硼灌区 13.31 德阳市 绵竹市
15 战旗水库灌区 5.00 绵阳市 江油市、梓潼县、游仙区
16 燕儿河灌区 5.01 绵阳市 涪城区
17 惠泽堰灌区 7.20 绵阳市 游仙区、三台县、涪城区
18 一大渠灌区 10.08 绵阳市 安州区、北川县、涪城区
19 永和埝灌区 10.73 绵阳市 三台县
20 莲花湖灌区 9.00 绵阳市 盐亭县
21 杨家坝水库中型灌区 5.62 广元市 剑阁县
22 白桥水库灌区 5.30 广元市 苍溪县
23 闫家沟水库灌区 5.11 广元市 苍溪县
24 南北堰灌区 6.55 遂宁市 船山区
25 赤城湖水库灌区 7.06 遂宁市 蓬溪县
26 涪引灌区 5.46 遂宁市 蓬溪县
27 黑龙凼水库灌区 5.11 遂宁市 蓬溪县
28 沈水河灌区 5.00 遂宁市 射洪市
29 螺引灌区 6.60 遂宁市 射洪市
30 前锋渠灌区 7.04 遂宁市 射洪市
31 黄河镇水库灌区 5.30 内江市 市中区
32 龙江水库灌区 5.78 内江市 资中县
33 黄板桥水库灌区 5.30 内江市 资中县
34 河口灌区 5.39 内江市 威远县
35 市中区泊滩堰灌区 5.01 乐山市 市中区、五通桥区
36 沫江堰灌区 8.15 乐山市 沙湾区、乐山高新区、五通桥区
37 三岔河太平寺水库灌区 6.40 乐山市 犍为县
38 新店水库灌区 5.40 乐山市 犍为县
39 幸福堰灌区 5.34 乐山市 沐川县
40 磨尔滩水库灌区 5.56 南充市 高坪区

重点中型灌区四    川



省（自治区、
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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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41 思德水库灌区 9.43 南充市 仪陇县
42 幸福水库灌区 6.95 南充市 营山县
43 石滩水库灌区 8.16 南充市 阆中市
44 青山渠灌区 5.03 宜宾市 珙县
45 郝家村水库中型灌区 5.43 宜宾市 高县
46 惠泽水库灌区 6.41 宜宾市 高县
47 后沟水库灌区 9.36 宜宾市 筠连县
48 马耳岩水库中型灌区 6.59 宜宾市 南溪区
49 东山水库灌区 5.65 宜宾市 长宁县
50 全民水库灌区 14.30 广安市 广安区
51 龙滩堰灌区 5.11 广安市 前锋区
52 武胜县五排水库灌区 11.33 广安市 武胜县
53 大高滩灌区 8.00 广安市 岳池县
54 响水滩水库灌区 6.20 广安市 岳池县
55 回龙水库灌区 5.80 广安市 岳池县
56 万秀桥水库灌区 9.35 广安市 邻水县
57 二墩岩灌区 5.50 广安市 邻水县
58 七一水库灌区 9.25 广安市 广安区
59 天池湖水库灌区 12.88 广安市 华蓥市
60 沙滩河水库灌区 10.06 达州市 达川区
61 明星水库灌区 5.52 达州市 达川区
62 乌木滩水库灌区 12.60 达州市 大竹县
63 刘家拱桥水库灌区 6.70 达州市 渠县
64 柏林水库灌区 5.10 达州市 渠县
65 宝石桥水库灌区 19.90 达州市 开江县
66 忠心水库灌区 5.30 达州市 宣汉县
67 白花大堰灌区 5.05 达州市 万源市

重点中型灌区四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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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龙潭水库灌区 6.15 达州市 大竹县
69 化成水库灌区 6.66 巴中市 巴州、奇章、玉堂
70 玉堂水库灌区 5.01 巴中市 南江
71 友谊水库灌区 5.10 巴中市 平昌县
72 牛角坑水库灌区 7.17 巴中市 平昌县
73 两河口水库灌区 5.17 眉山市 东坡区
74 蟆颐堰灌区 8.50 眉山市 东坡区、青神县
75 鸿化堰灌区 5.98 眉山市 青神县、东坡区
76 总岗山水库灌区 7.03 眉山市 洪雅县、丹棱县
77 临江镇老鹰水库灌区 5.35 资阳市 雁江区
78 书房坝水库灌区 11.84 资阳市 安岳县
79 磨滩河水库灌区 8.07 资阳市 安岳县
80 朝阳水库灌区 5.34 资阳市 安岳县、乐至县
81 西礼灌区 15.00 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冕宁县
82 盐中灌区 6.50 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
83 茨达河灌区 5.23 凉山彝族自治州 德昌县
84 大海子水库灌区 5.43 凉山彝族自治州 会理市
85 红旗水库灌区 5.30 凉山彝族自治州 会理市
86 新华水库灌区 8.04 凉山彝族自治州 会东县
87 竹寿灌区 5.20 凉山彝族自治州 宁南县
88 斯觉堰灌区 5.35 凉山彝族自治州 甘洛县
89 马湖灌区 5.23 凉山彝族自治州 雷波县

重点中型灌区四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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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大岩角水库灌区 3.10 遵义市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2 双坝水库灌区 4.28 遵义市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3 沙坝水库灌区 2.40 遵义市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4 朱村水库灌区 1.01 遵义市 播州区
5 龙岩水库灌区 2.60 遵义市 播州区
6 清水河水库灌区 2.57 遵义市 播州区
7 浒洋水水库灌区 1.80 遵义市 播州区
8 河头水库灌区 4.07 遵义市 凤冈县
9 蒲水河流域灌区 2.16 遵义市 凤冈县
10 红花岗区西部灌区 1.56 遵义市 红花岗区
11 铜灌口灌区 4.62 遵义市 习水县
12 大坪水库灌区 1.00 遵义市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13 蕨基坝灌区 1.18 遵义市 赤水市
14 怀北灌区 2.14 遵义市 仁怀市
15 万里水库灌区 1.70 遵义市 绥阳县
16 芙蓉江灌区 2.30 遵义市 汇川区
17 观坝灌区 1.05 遵义市 汇川区
18 江北中型灌区 3.20 遵义市 余庆县
19 团结中型灌区 1.89 遵义市 余庆县
20 红旗灌区 1.23 遵义市 湄潭县
21 喇叭镇灌区 1.20 遵义市 新蒲新区
22 油菜河水库灌区 1.95 安顺市 西秀区
23 大西桥灌区 1.72 安顺市 西秀区
24 猫猫洞水库灌区 1.50 安顺市 西秀区、普定县
25 革寨水库灌区 1.25 安顺市 西秀区

贵州省中型灌区名录

贵    州 一般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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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仙鹅灌区 1.60 安顺市 西秀区
27 双黄落灌区 1.10 安顺市 西秀区
28 红大齐灌区 1.67 安顺市 西秀区
29 羊昌河引水灌区 2.80 安顺市 平坝区
30 杨武灌区 1.62 安顺市 西秀区
31 江平灌区 1.38 安顺市 西秀区
32 龙青灌区 1.03 安顺市 西秀区
33 高田灌区 1.36 安顺市 平坝区
34 金龙灌区 1.60 安顺市 平坝区
35 平坝十字灌区 1.32 安顺市 平坝区
36 青马灌区 1.91 安顺市 普定县
37 三管白灌区 1.25 安顺市 普定县
38 夹马窄灌区 1.40 安顺市 普定县
39 青山灌区 1.06 安顺市 普定县
40 桂家湖水库灌区 4.99 安顺市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41 八河水库灌区 1.96 安顺市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42 蜜蜂灌区 1.95 安顺市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43 上关灌区 1.23 安顺市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44 八德乡天生桥灌区 1.51 安顺市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45 格八灌区 1.46 安顺市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46 鲁嘎水库灌区 3.10 安顺市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47 匀中灌区 3.5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都匀市
48 小七孔灌区 2.7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荔波县
49 樟江灌区 2.25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荔波县
50 茂兰灌区 2.43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荔波县
51 佳荣灌区 1.42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荔波县
52 西关灌区 1.13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平塘县

一般中型灌区贵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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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通州灌区 2.37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平塘县
54 平湖灌区 1.75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平塘县
55 牙舟灌区 2.77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平塘县
56 平东灌区 1.83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平塘县
57 枚玄灌区 2.06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三都水族自治县
58 柳江灌区 1.4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三都水族自治县
59 冷水沟灌区 4.14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三都水族自治县
60 猛坑灌区 3.88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长顺县
61 长寨灌区 2.74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长顺县
62 芦山灌区 2.98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惠水县
63 雅水灌区 4.33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惠水县
64 独南灌区 4.55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独山县
65 独北灌区 4.12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独山县
66 沫阳灌区 4.93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罗甸县
67 蒙江灌区 4.54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罗甸县
68 坝王河灌区 2.0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罗甸县
69 沙子田灌区 1.75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龙里县
70 叫水冲灌区 3.06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龙里县
71 石板滩灌区 2.12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龙里县
72 湾滩河灌区 1.2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龙里县
73 云雾灌区 1.06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贵定县
74 五道河灌区 1.8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贵定县
75 河山墩灌区 2.2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贵定县
76 枧山灌区 2.67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贵定县
77 浪波河灌区 1.29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福泉市
78 陆坪灌区 1.97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福泉市
79 下翁溪灌区 1.13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福泉市

一般中型灌区贵    州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草塘灌区 1.84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瓮安县
81 果水灌区 2.65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瓮安县
82 中火灌区 1.75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瓮安县
83 浪洞、平溪灌区 1.87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黄平县
84 新州重安野洞灌区 1.12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黄平县
85 黑塘水库灌区 1.82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施秉县
86 老度桥水库灌区 1.98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施秉县
87 翁塘水库灌区 1.42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施秉县
88 龙泉灌区 2.0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丹寨县
89 谷坝灌区 1.52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麻江县
90 白剑坡灌区 1.5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三穗县
91 贵秧灌区 1.6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三穗县
92 墨门山水库灌区 2.47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黎平县
93 孟彦河灌区 1.08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黎平县
94 车江灌区 2.3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榕江县
95 平永河灌区 1.19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榕江县
96 寨蒿河灌区 1.9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榕江县
97 丙梅灌区 1.28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从江县
98 洛香灌区 1.98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从江县
99 高堆灌区 1.16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从江县
100 天马白岩坪灌区 1.79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岑巩县
101 龙江河灌区 2.27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岑巩县
102 水尾灌区 1.6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岑巩县
103 白坟中型灌区 2.5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贞丰县
104 水车田中型灌区 4.18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贞丰县
105 纳山岗中型灌区 3.76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贞丰县
106 纳么河中型灌区 2.85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贞丰县

贵    州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马家屯中型灌区 2.29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仁市
108 北部地区中型灌区（兴仁） 1.6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仁市
109 潘家庄灌区 1.3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仁市
110 小坪寨灌区 1.4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仁市
111 南部地区中型灌区（兴仁） 1.4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仁市
112 北部地区中型灌区（册亨） 1.3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册亨县
113 团结中型灌区 1.39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安龙县
114 白石岩中型灌区 2.45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安龙县
115 纳洋中型灌区 1.57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安龙县
116 义龙中型灌区 1.9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安龙县
117 箐口中型灌区 1.88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晴隆县
118 幸福中型灌区 3.0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普安县
119 杨梅山中型灌区 1.26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普安县
120 普纳中型灌区 4.5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普安县
121 纳省中型灌区 1.38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义市
122 毛栗寨水库灌区 1.2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义市
123 纳灰河灌区 1.45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义市
124 马拱镇水库灌区 1.1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义市
125 北部地区灌区 1.8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义市
126 兴西湖水库灌区 3.88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义市
127 石阡瓮堡灌区 1.19 铜仁市 石阡县
128 双山灌区 1.45 铜仁市 石阡县
129 欧家湾灌区 1.14 铜仁市 石阡县
130 黑山沟灌区 1.03 铜仁市 石阡县
131 打谷冲灌区 1.88 铜仁市 玉屏侗族自治县
132 北部灌区 2.99 铜仁市 玉屏侗族自治县
133 舞阳河灌区 3.35 铜仁市 玉屏侗族自治县

一般中型灌区贵    州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34 地落灌区 2.75 铜仁市 江口县
135 中沙灌区 1.91 铜仁市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136 北部灌区 1.20 铜仁市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137 官舟灌区 3.82 铜仁市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138 复兴灌区 3.60 铜仁市 德江县
139 沿江灌区 1.85 铜仁市 德江县
140 平原灌区 1.30 铜仁市 德江县
141 松东灌区 3.57 铜仁市 松桃苗族自治县
142 孟溪灌区 2.18 铜仁市 松桃苗族自治县
143 普觉灌区 1.07 铜仁市 松桃苗族自治县
144 长兴灌区 2.58 铜仁市 松桃苗族自治县
145 乌罗灌区 1.24 铜仁市 松桃苗族自治县
146 大坝场灌区 1.15 铜仁市 思南县
147 凉水井灌区 1.11 铜仁市 思南县
148 瓮溪灌区 1.53 铜仁市 思南县
149 泡木寨灌区 1.41 铜仁市 思南县
150 马畔塘灌区 3.96 铜仁市 思南县
151 湄坨灌区 3.14 铜仁市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152 栗子园灌区 4.59 铜仁市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153 偏岩芙蓉灌区 4.62 铜仁市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154 山岔土水库灌区 1.04 铜仁市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155 吊井灌区 2.16 铜仁市 万山区
156 龙江水库灌区 1.12 铜仁市 万山区
157 茶大灌区 1.23 铜仁市 万山区
158 九龙灌区 1.09 铜仁市 万山区
159 松平灌区 2.16 毕节市 赫章县
160 水淹坝灌区 2.31 毕节市 黔西县

一般中型灌区贵    州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61 青浦塘灌区 3.47 毕节市 黔西县
162 干河沟灌区 2.15 毕节市 黔西县
163 西洛河灌区 4.54 毕节市 金沙县
164 箐河灌区 4.28 毕节市 金沙县
165 文家桥灌区 3.18 毕节市 金沙县
166 花滩河灌区 2.19 毕节市 金沙县
167 木蓑衣灌区 1.47 毕节市 金沙县
168 民乐灌区 1.53 毕节市 金沙县
169 水潮大地灌区 1.72 毕节市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170 观风海灌区 2.37 毕节市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171 清水河水库灌区 1.24 六盘水市 盘州市
172 邓家湾灌区 2.24 六盘水市 盘州市
173 盘北灌区 1.12 六盘水市 盘州市
174 松官灌区 1.32 六盘水市 盘州市
175 盘南灌区 4.34 六盘水市 盘州市
176 大汪灌区 2.32 六盘水市 钟山区
177 六枝中型灌区 3.34 六盘水市 六枝特区
178 米箩灌区 3.52 六盘水市 水城区
179 龙场灌区 1.01 六盘水市 水城区
180 东部农业园灌区 4.78 六盘水市 水城区
181 南部农业园灌区 4.00 六盘水市 水城区
182 发耳灌区 2.30 六盘水市 水城区
183 花戛灌区 1.10 六盘水市 水城区
1 乌当灌区 5.36 贵阳市 乌当区
2 息烽中部灌区 5.03 贵阳市 息烽县
3 翁井联合灌区 5.02 贵阳市 开阳县
4 岩鹰山水库综合灌区 7.41 贵阳市 修文县

一般中型灌区

贵    州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 红迎灌区 6.14 贵阳市 清镇市
6 新舟镇灌区 5.89 遵义市 新蒲新区
7 大沙河水库灌区 5.70 遵义市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8 德隆水库灌区 8.35 遵义市 凤冈县
9 东南灌区 6.55 遵义市 习水县
10 东风灌区 5.90 遵义市 习水县
11 官长灌区 5.03 遵义市 赤水市
12 怀南灌区 5.67 遵义市 仁怀市
13 后水河水库灌区 6.08 遵义市 绥阳县
14 湄江水库灌区 5.71 遵义市 湄潭县
15 型江河灌区 5.12 安顺市 西秀区

16 镇南灌区 5.29 安顺市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黄果树管

委会
17 芒勇灌区 10.86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三都水族自治县
18 小龙灌区 6.42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惠水县
19 平罗灌区 5.19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罗甸县
20 广顺灌区 7.96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长顺县
21 匀南灌区 8.82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都匀市
22 匀东灌区 7.94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都匀市
23 陡河灌区 5.88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福泉市
24 车地灌区 6.76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瓮安县
25 旧州灌区 5.82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黄平县
26 仰阿莎灌区 5.4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剑河县
27 都柳江灌区 10.8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榕江县
28 巴拉河灌区 6.2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雷山县
29 镇远灌区 10.5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镇远县
30 洪州河灌区 5.21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黎平县

重点中型灌区贵    州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31 江洞灌区 5.0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从江县
32 亮江河中型灌区 5.05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锦屏县
33 汉寨溪灌区 9.2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天柱县
34 远口片区灌区 6.0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天柱县
35 对江河灌区 7.79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天柱县
36 坪邦灌区 6.67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天柱县
37 鱼塘灌区 10.5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天柱县
38 思州北部灌区 8.18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岑巩县
39 围山湖中型灌区 5.2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义市
40 木浪河水库灌区 6.16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义市
41 淌淌河中型灌区 6.8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安龙县
42 九龙灌区 5.31 铜仁市 碧江区
43 松江灌区 9.04 铜仁市 松桃苗族自治县
44 万圣灌区 5.01 铜仁市 思南县
45 梵净梵东灌区 7.90 铜仁市 江口县
46 过江灌区 7.83 铜仁市 江口县
47 红旗灌区 10.28 毕节市 纳雍县
48 宋官灌区 13.96 毕节市 七星关区
49 金沙金东灌区 6.39 毕节市 金沙县
50 附廓灌区 6.65 毕节市 黔西县
51 威西灌区 6.99 毕节市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52 草海灌区 6.23 毕节市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53 五龙灌区 5.24 六盘水市 六枝特区

重点中型灌区贵    州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拖布卡镇灌区 2.36 昆明市 东川区
2 三角水库灌区 3.32 昆明市 石林彝族自治县
3 威黑水库灌区 2.68 昆明市 石林彝族自治县
4 仁德灌区 2.30 昆明市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5 牛街灌区 1.05 昆明市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6 羊街灌区 1.81 昆明市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7 鸡街镇鸡街灌区 1.73 昆明市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8 团结渠灌区 3.50 昆明市 东川区
9 坝塘灌区 3.15 昆明市 东川区
10 封过水库灌区 1.88 昆明市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11 英雄沟灌区 4.20 昆明市 宜良县
12 车木河水库灌区 2.98 昆明市 安宁市
13 团结水库灌区 2.20 昆明市 石林彝族自治县
14 杨溪水库灌区 2.20 昆明市 石林彝族自治县
15 二街河灌区 2.00 昆明市 晋宁区
16 昆阳灌区 1.20 昆明市 晋宁区
17 炉房水库灌区 3.71 昭通市 巧家县
18 建设堰灌区 1.57 昭通市 巧家县
19 出水堰灌区 1.54 昭通市 大关县
20 罗汉坝灌区 1.50 昭通市 大关县
21 广东坝水库灌区 1.05 昭通市 大关县
22 顺河堰灌区 1.00 昭通市 永善县
23 罗汉坪水库灌区 4.40 昭通市 绥江县
24 钟鸣灌区 1.35 昭通市 彝良县
25 仙马水库灌区 1.07 昭通市 彝良县

一般中型灌区云    南

云南省中型灌区名录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冲门口水库灌区 1.76 曲靖市 沾益区
27 德西水库灌区 2.89 曲靖市 沾益区
28 麻塘水库灌区 1.34 曲靖市 沾益区
29 三里桥水库灌区 1.05 曲靖市 沾益区
30 小德基水库灌区 2.50 曲靖市 沾益区
31 渔洞水库灌区 3.84 曲靖市 沾益区
32 者海灌区 3.50 曲靖市 会泽县
33 大同市灌区 3.20 曲靖市 师宗县
34 石洞灌区 1.50 曲靖市 师宗县
35 金马河灌区 2.00 曲靖市 师宗县
36 长街灌区 1.50 曲靖市 师宗县
37 龙甸灌区 1.50 曲靖市 师宗县
38 恨虎坝中型灌区 1.80 曲靖市 陆良县
39 大石桥中型灌区 1.60 曲靖市 陆良县
40 韭菜坪中型灌区 1.20 曲靖市 陆良县
41 小撒卜龙中型灌区 1.60 曲靖市 陆良县
42 九股龙、己沃灌区 1.30 曲靖市 马龙区
43 永发灌区 1.20 曲靖市 马龙区
44 沿口灌区 1.54 曲靖市 马龙区
45 大把持灌区 1.20 曲靖市 马龙区
46 松溪坡水库灌区 1.19 曲靖市 马龙区
47 马房水库灌区 1.10 曲靖市 宣威市
48 关营灌区 1.50 曲靖市 宣威市
49 羊过水水库灌区 4.42 曲靖市 宣威市
50 偏桥水库灌区 4.74 曲靖市 宣威市
51 石城河水库灌区 2.60 曲靖市 宣威市
52 迤谷灌区 1.30 曲靖市 宣威市

一般中型灌区云    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飞井灌区 2.40 玉溪市 红塔区
54 红旗灌区 1.50 玉溪市 红塔区
55 东风水库灌区 4.50 玉溪市 红塔区
56 茶尔山水库灌区 1.80 玉溪市 江川区
57 石河水库灌区 2.20 玉溪市 江川区
58 东大河水库灌区 1.53 玉溪市 澄江市
59 梁王河水库灌区 1.60 玉溪市 澄江市
60 沙沟咀灌区 4.80 玉溪市 通海县
61 落水洞灌区 2.10 玉溪市 通海县
62 蚂蟥坝灌区 1.00 玉溪市 通海县
63 红旗河灌区 2.30 玉溪市 通海县
64 白龙河水库灌区 2.47 玉溪市 华宁县
65 矣则河水库灌区 1.20 玉溪市 华宁县
66 华盘大沟灌区 1.87 玉溪市 华宁县
67 甸中灌区 1.65 玉溪市 峨山彝族自治县
68 双小灌区 3.06 玉溪市 峨山彝族自治县
69 化念水库灌区 1.10 玉溪市 峨山彝族自治县
70 漠沙峨德河灌区 2.20 玉溪市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71 比里河灌区 2.25 玉溪市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72 平甸小石缸灌区 1.04 玉溪市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73 戛洒灌区 4.92 玉溪市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74 者竜灌区 1.17 玉溪市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75 新化依施河灌区 3.07 玉溪市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76 扬武马鹿寨灌区 1.05 玉溪市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77 栗树水库灌区 3.66 保山市 施甸县
78 大田坝灌区 3.00 保山市 昌宁县
79 绿勐大沟灌区 2.50 保山市 龙陵县

云    南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何元上寨水库灌区 2.87 保山市 施甸县
81 耇街河灌区 2.70 保山市 昌宁县
82 苏帕河灌区 4.20 保山市 龙陵县
83 老麦小石桥水库灌区 4.71 保山市 施甸县
84 姚关坝灌区 2.58 保山市 施甸县
85 木城灌区 4.40 保山市 龙陵县
86 大河水库灌区 3.60 保山市 腾冲市
87 明光大河灌区 2.44 保山市 腾冲市
88 苍岭中型灌区 1.60 楚雄彝族自治州 楚雄市
89 东瓜、紫溪、吕合中型灌区 1.80 楚雄彝族自治州 楚雄市
90 元谋羊街中型灌区 2.08 楚雄彝族自治州 元谋县
91 双柏县沙甸河中型灌区 3.41 楚雄彝族自治州 双柏县
92 石者河中型灌区 1.12 楚雄彝族自治州 姚安县
93 插甸中型灌区 1.04 楚雄彝族自治州 武定县
94 万德中型灌区 1.95 楚雄彝族自治州 武定县
95 己衣中型灌区 1.84 楚雄彝族自治州 武定县
96 田心中型灌区 2.25 楚雄彝族自治州 武定县
97 东坡中型灌区 1.76 楚雄彝族自治州 武定县
98 金山中型灌区 4.32 楚雄彝族自治州 禄丰市
99 施家河水库灌区 2.29 楚雄彝族自治州 双柏县
100 巡检司灌区 3.40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弥勒市
101 黄连山水库灌区 3.30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绿春县
102 尖山水库灌区 1.25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建水县
103 白鹤山灌区 3.50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屏边苗族自治县
104 西山灌区 1.30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开远市
105 中和营灌区 4.80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开远市
106 贾沙灌区 1.17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个旧市

一般中型灌区云    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松云灌区 1.24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个旧市
108 保和灌区 1.18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个旧市
109 大兴沟灌区 1.20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建水县
110 摆依寨中型灌区 2.60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市
111 依格白水库灌区 3.14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市
112 锁龙桥水库灌区 3.52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市
113 追栗街中型灌区 2.38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市
114 小街中型灌区 1.18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市
115 岔路口中型灌区 1.38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砚山县
116 阿猛倮居黑中型灌区 1.48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砚山县
117 阿香水库灌区 1.33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砚山县
118 莲花塘灌区 1.14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西畴县
119 竜林灌区 1.30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麻栗坡
120 南令灌区 1.20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麻栗坡
121 大坪灌区 2.50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麻栗坡
122 大丫口水库灌区 2.20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马关县
123 马鞍山水库灌区 1.96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马关县
124 河边水库灌区 2.54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马关县
125 达号水库灌区 1.96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马关县
126 水头灌区 1.73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丘北县
127 石葵灌区 1.84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丘北县
128 秧革灌区 2.03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丘北县
129 珠琳灌区 1.57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广南县
130 底基灌区 1.58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广南县
131 平耶灌区 1.31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富宁县
132 那恒灌区 1.84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富宁县
133 百油灌区 1.03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富宁县

一般中型灌区云    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34 普厅河流域灌区 1.20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富宁县
135 洞波灌区 1.25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富宁县
136 勐班坝灌区 1.77 普洱市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137 民乐坝灌区 3.20 普洱市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138 碧安灌区 1.32 普洱市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139 钟山坝灌区 4.50 普洱市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140 四甲河灌区 1.87 普洱市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141 常林河水库灌区 3.73 普洱市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142 勐往灌区 2.0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海县
143 勐满灌区 3.0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海县
144 打洛灌区 1.8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海县
145 勐润灌区 1.5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腊县
146 勐腊灌区 1.62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腊县
147 勐满灌区 1.5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腊县
148 勐旺灌区 1.56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
149 普文灌区 2.3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
150 景讷灌区 1.62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
151 勐罕灌区 2.8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
152 景哈灌区 1.2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
153 嘎洒灌区 3.0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
154 勐养灌区 1.8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
155 母子垦水库灌区 1.41 大理白族自治州 南涧彝族自治县
156 密祉灌区 2.10 大理白族自治州 弥渡县
157 德苴灌区 3.10 大理白族自治州 弥渡县
158 杉阳坝子灌区 1.32 大理白族自治州 永平县
159 漕涧灌区 1.18 大理白族自治州 云龙县
160 松桂大沟灌区 2.46 大理白族自治州 鹤庆县

一般中型灌区云    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61 黄坪镇三锅桩水库灌区 2.36 大理白族自治州 鹤庆县
162 西甸大沟灌区 1.23 大理白族自治州 鹤庆县
163 禾米沟灌区 4.83 大理白族自治州 鹤庆县
164 乐秋河水库灌区 2.13 大理白族自治州 南涧彝族自治县
165 长新灌区 2.86 大理白族自治州 云龙县
166 七河灌区 4.00 丽江市 古城区
167 金安灌区 1.40 丽江市 古城区
168 大东灌区 2.30 丽江市 古城区
169 黎明灌区 1.05 丽江市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170 拉市灌区 2.50 丽江市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171 九河灌区 2.40 丽江市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172 大具灌区 1.20 丽江市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173 冲江河灌区 1.70 丽江市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174 龙蟠灌区 1.63 丽江市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175 巨甸灌区 1.63 丽江市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176 鲁甸灌区 1.20 丽江市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177 玉龙灌区 3.10 丽江市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178 腊姑河水库灌区 3.37 丽江市 华坪县
179 上江灌区 3.28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泸水市
180 老窝灌区 1.65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泸水市
181 营盘镇灌区 3.22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182 兔峨乡灌区 2.18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183 石登乡灌区 2.31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184 通甸镇灌区 2.87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185 珠巴龙河灌区 1.10 迪庆藏族自治州 德钦县
186 勐省灌区 2.30 临沧市 沧源佤族自治县
187 平村灌区 2.88 临沧市 临翔区

一般中型灌区云    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88 博尚灌区 1.84 临沧市 临翔区
189 八道箐水库（一水村）灌区 1.20 临沧市 临翔区
190 临翔区邦东灌区 2.40 临沧市 临翔区
191 临翔区马台灌区 2.60 临沧市 临翔区
192 韭菜坝水库灌区 3.59 临沧市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193 青平水库灌区 1.10 临沧市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194 勐捧坝灌区 4.89 临沧市 镇康县
195 中梁子水库灌区 1.00 临沧市 云县
196 茂兰镇净石河灌区 1.00 临沧市 云县
197 刘家箐水库灌区 3.26 临沧市 云县
198 忙况忙捞灌区 2.66 临沧市 永德县
199 赛米河灌区 1.02 临沧市 永德县
200 茂梧灌区 1.74 临沧市 永德县
201 孟定灌区 1.00 临沧市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202 勐永灌区 1.41 临沧市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1 晋城市灌区 7.22 昆明市 晋宁区
2 黑龙潭灌区 10.20 昆明市 石林彝族自治县
3 龙树中型灌区 5.38 昭通市 鲁甸县
4 引荞工程灌区 5.55 昭通市 巧家县
5 永善蒿枝坝灌区 5.15 昭通市 永善县
6 永善云荞灌区 5.10 昭通市 永善县
7 茨营灌区 5.61 曲靖市 麒麟区
8 草白海子灌区 7.45 曲靖市 麒麟区
9 娜姑灌区 5.00 曲靖市 会泽县
10 跃进灌区 10.20 曲靖市 会泽县
11 师宗中型灌区 5.58 曲靖市 师宗县
12 湾子中型灌区 5.52 曲靖市 罗平县

一般中型灌区

重点中型灌区

云    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3 阿岗镇草白海子中型灌区 7.45 曲靖市 罗平县
14 红石岩水库灌区 5.05 曲靖市 宣威市
15 扒河灌区 11.05 玉溪市 易门县
16 漠沙灌区 9.10 玉溪市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17 元江县中型灌区 18.80 玉溪市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18 城郊灌区 16.80 保山市 腾冲市
19 更戛河灌区 7.58 保山市 昌宁县
20 善洲水库灌区 5.20 保山市 施甸县
21 勐糯灌区 11.50 保山市 龙陵县
22 杨柳灌区 8.60 保山市 隆阳区
23 丙麻西邑灌区 8.50 保山市 隆阳区
24 腾南灌区 17.80 保山市 腾冲市
25 瓦房瓦马灌区 5.70 保山市 隆阳区
26 太平坝灌区 5.25 保山市 施甸县
27 右甸坝灌区 5.10 保山市 昌宁县
28 邑林河灌区 5.40 保山市 昌宁县
29 松柏大沟灌区 5.50 保山市 龙陵县
30 勐统坝灌区 5.00 保山市 昌宁县
31 腾北界头灌区 12.40 保山市 腾冲市
32 施甸坝灌区 6.50 保山市 施甸县
33 勐梅河灌区 5.30 保山市 龙陵县
34 芒宽灌区 9.70 保山市 隆阳区
35 蒲缥罗明灌区 12.00 保山市 隆阳区
36 龙川江灌区 5.20 保山市 龙陵县
37 腾北固东灌区 9.20 保山市 腾冲市
38 旧城灌区 5.31 保山市 施甸县
39 潞江坝灌区 15.80 保山市 隆阳区

重点中型灌区云    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40 猴桥灌区 5.64 保山市 腾冲市
41 子午中型灌区 5.30 楚雄彝族自治州 楚雄市
42 龙川中型灌区 7.24 楚雄彝族自治州 南华县
43 绿汁江中型灌区 6.20 楚雄彝族自治州 双柏县
44 牟定共和中型灌区 14.60 楚雄彝族自治州 牟定县
45 直苴水库灌区 12.10 楚雄彝族自治州 永仁县
46 高桥中型灌区 7.04 楚雄彝族自治州 武定县
47 近城中型灌区 5.20 楚雄彝族自治州 武定县
48 罗茨中型灌区 15.00 楚雄彝族自治州 禄丰县
49 元谋姜驿中型灌区 6.67 楚雄彝族自治州 元谋县
50 禄丰一平浪中型灌区 5.28 楚雄彝族自治州 禄丰市
51 西二镇小型水库联合灌区 9.00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弥勒市
52 红园山灌区 5.27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建水县
53 俄阿灌区 12.00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红河县
54 跑洛灌区 10.00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红河县
55 本那河灌区 5.50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红河县
56 凤瓦芦灌区 6.11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元阳县
57 金勐灌区 6.05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58 德厚灌区 22.04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市
59 古木灌区 5.23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市
60 乐竜灌区 5.44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市
61 红甸灌区 5.40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市
62 江那灌区 12.60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砚山县
63 阿三龙灌区 5.08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砚山县
64 马关健康农场灌区 5.20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马关县
65 八宝灌区 5.61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广南县
66 莲城灌区 5.23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广南县

重点中型灌区云    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67 永平坝灌区 5.20 普洱市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68 川河灌区 5.80 普洱市 景东彝族自治县
69 上允坝灌区 5.65 普洱市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70 南垒河灌区 6.00 普洱市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71 恩乐坝灌区 7.54 普洱市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72 宁洱灌区 5.11 普洱市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73 勐统河坝灌区 6.74 普洱市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74 洱海灌区 17.08 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市
75 平川灌区 5.10 大理白族自治州 宾川县
76 毗雄河灌区 15.40 大理白族自治州 弥渡县
77 阳瓜江灌区 15.00 大理白族自治州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78 洱源灌区 26.71 大理白族自治州 洱源县
79 老君山马登灌区 11.17 大理白族自治州 剑川县
80 金华沙溪灌区 7.60 大理白族自治州 剑川县
81 鹤庆灌区 12.51 大理白族自治州 鹤庆县
82 户撒坝灌区 5.50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陇川县
83 南甸坝灌区 6.18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梁河县
84 萝卜坝灌区 6.37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梁河县
85 勐养坝灌区 5.58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梁河县
86 瑞丽市灌区 11.60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瑞丽市
87 芒市灌区 13.69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芒市
88 遮放灌区 7.16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芒市
89 古城灌区 7.10 丽江市 古城区
90 雾坪水库灌区 7.74 丽江市 华坪县
91 涛太灌区 7.20 丽江市 永胜县
92 小米田灌区 5.15 丽江市 永胜县
93 永宁坝中型灌区 5.00 丽江市 宁蒗彝族自治县

重点中型灌区云    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94 勐龙灌区 7.2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
95 勐捧灌区 5.85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腊县
96 勐阿灌区 5.0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海县
97 清水河灌区 5.04 临沧市 凤庆县
98 南等水库灌区 8.68 临沧市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99 湾河水库灌区 5.60 临沧市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100 街河水库灌区 5.00 临沧市 云县
101 忙海水库灌区 5.50 临沧市 永德县
102 永康坝灌区 5.11 临沧市 永德县
103 芒回水库灌区 5.49 临沧市 沧源佤族自治县

重点中型灌区云    南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积

(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曲妮帕灌区 1.48 拉萨市 达孜区
2 东风灌区 1.67 拉萨市 尼木县
3 雪拉灌区 1.07 拉萨市 尼木县
4 普松灌区 1.20 拉萨市 尼木县
5 续庆灌区 1.10 拉萨市 尼木县
6 堆龙德庆区偏嘎水库配套灌区 1.04 拉萨市 堆龙德庆区
7 堆龙德庆区上三乡灌区 1.35 拉萨市 堆龙德庆区
8 乃琼灌区 1.25 拉萨市 堆龙德庆区
9 才纳灌区 2.07 拉萨市 曲水县
10 色达灌区茶巴拉子灌区 1.07 拉萨市 曲水县
11 曲普灌区（茶巴朗进水口灌区） 1.20 拉萨市 曲水县
12 德吉灌区 1.10 拉萨市 曲水县
13 江灌区 1.17 拉萨市 曲水县
14 恰央水库配套灌区（乃加片区）工程 4.56 日喀则市 岗巴县
15 解放灌区 1.81 日喀则市 仁布县
16 乌友灌区 1.20 日喀则市 仁布县
17 谢通门县绒河干渠 2.07 日喀则市 谢通门县
18 达那答乡查巴灌区 1.23 日喀则市 谢通门县
19 杜琼提灌站 1.50 日喀则市 白朗县
20 党精灌区 1.09 日喀则市 白朗县
21 确布灌区 1.56 日喀则市 定结县
22 吉龙普灌区 1.36 日喀则市 定结县
23 拉达尔灌区 2.85 日喀则市 拉孜县
24 丁琼堂草场灌溉工程 1.32 日喀则市 康马县
25 美龙灌区 1.75 日喀则市 康马县

西藏自治区中型灌区名录

一般中型灌区西    藏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积

(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天巴灌区 1.14 日喀则市 康马县
27 康马县饲草料灌溉工程 1.54 日喀则市 康马县
28 江南灌区 1.86 日喀则市 桑珠孜区
29 多布塘灌区 3.30 日喀则市 桑珠孜区
30 前进灌区边雄干渠 2.39 日喀则市 桑珠孜区
31 多白灌区规模化节水灌溉增效示范项目 1.34 日喀则市 昂仁县
32 昂仁县亚木乡甲仲灌区 1.00 日喀则市 昂仁县
33 亚木乡聂沙准糖灌区 1.22 日喀则市 昂仁县
34 康萨灌区 1.10 日喀则市 昂仁县
35 昂仁县多白灌区（日吾其北干渠） 1.30 日喀则市 昂仁县
36 江孜县卡堆乡南、北干渠 2.11 日喀则市 江孜县
37 定日县农业综合开发长所灌区 3.85 日喀则市 定日县
38 萨迦县麻布加乡朗金灌区工程 1.04 日喀则市 萨迦县
39 爬嘎灌区 1.51 日喀则市 康马县
40 孟则灌区（湖） 3.54 日喀则市 康马县
41 竹最灌区 3.52 日喀则市 康马县
42 爬恰灌区 2.23 日喀则市 康马县
43 克尼灌区 2.19 日喀则市 康马县
44 热果灌区 1.53 日喀则市 康马县
45 欧珠灌区 1.90 日喀则市 桑珠孜区
46 江色水渠 1.14 日喀则市 萨迦县
47 甲岗灌区 2.60 日喀则市 萨迦县
48 申雄灌区 2.05 日喀则市 萨迦县
49 东那灌区 1.89 日喀则市 萨迦县
50 冲堆水渠 1.50 日喀则市 南木林县
51 强布水库及配套灌区工程 3.15 日喀则市 谢通门县
52 江北灌区结巴子灌区 2.50 山南市 乃东区

一般中型灌区西    藏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积

(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当许灌区 1.18 山南市 措美县
54 曲松河灌区 2.24 山南市 曲松县
55  桑日县比巴灌区 1.08 山南市 桑日县
56 桑日县江南灌区 2.65 山南市 桑日县
57 桑日县沃卡灌区 2.63 山南市 桑日县
58 扎囊县朗赛岭灌区 1.26 山南市 扎囊县
59 扎囊县扎其灌区工程（扎朗灌区） 2.62 山南市 扎囊县
60 贡嘎县江南灌区吉纳子灌区 1.77 山南市 贡嘎县
61 贡嘎县江南灌区吉雄子灌区 1.86 山南市 贡嘎县
62 贡嘎县江南灌区江塘子灌区 1.23 山南市 贡嘎县

63
贡嘎县江南灌区甲日普子灌区

（甲日普水库灌区）
1.72 山南市 贡嘎县

64 贡嘎县江南灌区甲竹林子灌区 2.85 山南市 贡嘎县
65 达然多水库灌区 2.70 山南市 贡嘎县
66 曲措灌区 1.23 山南市 洛扎县
67 浪卡子县多却乡东西干渠工程 2.02 山南市 浪卡子县
68 浪卡子县朗杰塘灌区 2.03 山南市 浪卡子县
69 加查县江南灌区 1.31 山南市 加查县
70 米瑞万亩灌区 1.35 林芝市 巴宜区
71 林芝市尼洋河百朗灌区 1.39 林芝市 巴宜区
72 林芝县布久万亩灌区 1.14 林芝市 巴宜区
73 朗县朗镇灌区 1.48 林芝市 朗县
74 朗县曲江灌区 1.01 林芝市 朗县
75 波密县玉倾灌区 2.00 林芝市 波密县
76 林芝市尼洋河江巴灌区 2.27 林芝市 工布江达县
77 觉恩灌区 1.16 昌都市 丁青县
78 马曲河灌区 1.68 昌都市 贡觉县

一般中型灌区西    藏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积

(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79 俄洛灌区 1.58 昌都市 卡若区
80 扎玉碧土灌区 1.77 昌都市 左贡县
81 江达县邓柯乡邓柯灌区 1.60 昌都市 江达县
82 莽措湖灌区 1.92 昌都市 芒康县
83 扎西永顶灌区 1.25 昌都市 芒康县
84 荣周灌区 1.42 昌都市 察雅县
85 孜托灌区 2.45 昌都市 洛隆县
86 芒康县盐井灌区拉贡片区 1.37 昌都市 芒康县
87 噶尔饲草料基地工程 1.42 阿里地区 噶尔县
88 噶尔县新乡灌区工程 1.05 阿里地区 改则县
89 噶尔县索麦灌区工程 1.45 阿里地区 噶尔县
90 噶尔县雅莎灌溉工程 2.79 阿里地区 噶尔县
91 噶尔县嘎多抗灾饲草料基地灌溉工程 1.04 阿里地区 噶尔县
92 措勤县曲洛灌区 1.00 阿里地区 措勤县
93 革吉县嘎尔嘎灌区 1.22 阿里地区 革吉县
94 革吉县加布饲草料基地灌溉工程 2.16 阿里地区 革吉县
95 札达县热布加林灌区 3.57 阿里地区 札达县
96 札达县扎不让灌区工程 1.18 阿里地区 札达县
97 改则县日玛灌区 1.50 阿里地区 改则县
98 日土县嘎布仁灌区 1.49 阿里地区 日土县
1 墨达灌区 26.30 拉萨市 墨竹工卡县、达孜区
2 澎波灌区 27.25 拉萨市 林周县
3 楚松灌区 5.00 日喀则市 白朗县
4 农业综合开发江当灌区 5.30 日喀则市 桑珠孜区
5 江北干渠 5.20 日喀则市 桑珠孜区
6 桑珠孜区解放干渠 7.58 日喀则市 桑珠孜区
7 幸福灌区 9.88 日喀则市 桑珠孜区

一般中型灌区

西    藏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积

(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 南木林县艾玛岗灌区 5.11 日喀则市 南木林县
9 聂拉木县琐作灌区及配套工程 5.85 日喀则市 聂拉木县
10 琼果灌区 9.85 山南市 琼结县
11 隆子县隆子河灌区 5.15 山南市 隆子县
12 扎囊县卓于灌区 5.08 山南市 扎囊县
13 江雄水库灌区（江塘灌区） 6.04 山南市 贡嘎县
14 噶尔县加木灌溉工程 5.06 阿里地区 噶尔县
15 尼玛县波仓藏布下游草场灌溉工程（一期） 5.40 那曲市 尼玛县

西    藏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土门河灌区 1.02 西安市 临潼区
2 龙河灌区 1.90 西安市 临潼区
3 零河灌区 2.10 西安市 临潼区
4 任陈灌区 1.84 西安市 临潼区
5 韩峪水库灌区 1.07 西安市 临潼区
6 田惠渠灌区 4.70 西安市 高新区
7 耿惠渠灌区 2.32 西安市 高新区
8 小峪灌区 2.10 西安市 长安区
9 余下灌区 4.10 西安市 鄠邑区
10 涝店抽水站灌区 1.27 西安市 鄠邑区
11 甘峪水库灌区 4.00 西安市 鄠邑区
12 涝惠渠灌区 2.50 西安市 鄠邑区
13 草堂供水站灌区 1.60 西安市 鄠邑区
14 泥惠渠灌区 1.70 西安市 周至县
15 就惠渠灌区 1.08 西安市 周至县
16 仰天河灌区 2.20 西安市 周至县
17 井泉渠灌区 3.83 西安市 周至县
18 辋灞渠灌区 1.80 西安市 蓝田县
19 汤峪水库灌区 3.90 西安市 蓝田县
20 岱峪水库灌区 3.00 西安市 蓝田县
21 张卜抽水灌区 1.02 西安市 高陵区
22 咸惠渠灌区 1.10 宝鸡市 陇县
23 太川灌区 1.50 宝鸡市 扶风县
24 解放渠灌区 2.20 宝鸡市 眉县
25 泥惠渠灌区 2.70 宝鸡市 眉县

陕    西 一般中型灌区

陕西省中型灌区名录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千丰渠灌区 3.32 宝鸡市 千阳县
27 夜杈木灌区 1.03 宝鸡市 千阳县
28 郝柳灌区 2.10 宝鸡市 千阳县
29 桐花庄灌区 1.40 宝鸡市 千阳县
30 大沟灌区 2.55 宝鸡市 千阳县
31 鸡峰山水库灌区 1.86 宝鸡市 高新区
32 东风渠灌区 2.30 宝鸡市 高新区
33 马尾河灌区 1.30 宝鸡市 高新区
34 磻溪河水库灌区 1.36 宝鸡市 高新区
35 钓鱼台水库灌区 3.20 宝鸡市 高新区
36 麻窝水库灌区 1.05 宝鸡市 高新区
37 同峪河水库灌区 1.20 宝鸡市 高新区
38 张家山灌区 2.55 咸阳市 泾阳县
39 红旗灌区 3.15 咸阳市 泾阳县
40 云阳灌区 2.22 咸阳市 泾阳县
41 筛珠洞灌区 2.94 咸阳市 泾阳县
42 前咀子水库灌区 3.63 咸阳市 三原县
43 玉皇阁水库灌区 3.50 咸阳市 三原县
44 双合灌区 2.10 咸阳市 礼泉县
45 秦庄灌区 1.50 咸阳市 淳化县
46 武家山灌区 1.00 咸阳市 淳化县
47 西坡灌区 1.20 咸阳市 淳化县
48 李王灌区 2.40 咸阳市 长武县
49 七里川灌区 3.17 咸阳市 旬邑县
50 乾陵水库灌区 2.30 咸阳市 乾县
51 郑马抽水站灌区 1.70 咸阳市 乾县
52 王寨抽水站灌区 1.45 咸阳市 乾县

一般中型灌区陕    西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红岩抽水站灌区 2.55 咸阳市 乾县
54 高尔塬水库灌区 4.95 铜川市 耀州区
55 西塬灌区 1.20 铜川市 印台区
56 红土北塬灌区 1.50 铜川市 印台区
57 西固灌区 1.50 铜川市 印台区
58 阿庄北塬灌区 1.30 铜川市 印台区
59 湭河水库灌区 1.20 渭南市 临渭区
60 瓜坡水库灌区 2.50 渭南市 华州区
61 蒲峪灌区 1.50 渭南市 华阴市
62 罗夫灌区 1.20 渭南市 华阴市
63 花城抽水站灌区 1.36 渭南市 大荔县
64 段家五洞电灌站灌区 1.72 渭南市 大荔县
65 梁家电灌站灌区 4.50 渭南市 大荔县
66 张下淤灌站灌区 4.30 渭南市 大荔县
67 仓西抽水站灌区 1.95 渭南市 大荔县
68 苏村灌区 4.00 渭南市 大荔县
69 明水抽水站灌区 1.13 渭南市 大荔县
70 温泉灌区 3.05 渭南市 澄城县
71 五一水库灌区 1.50 渭南市 澄城县
72 胜利水库灌区 1.50 渭南市 澄城县
73 富塬水库灌区 1.50 渭南市 澄城县
74 永内水库灌区 1.05 渭南市 澄城县
75 红石崖水库灌区 1.50 渭南市 澄城县
76 韩河灌区 4.95 渭南市 蒲城县
77 石羊灌区 3.20 渭南市 蒲城县
78 马湖灌区 1.80 渭南市 蒲城县
79 永丰灌区 1.10 渭南市 蒲城县

一般中型灌区陕    西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山石灌区 1.10 渭南市 蒲城县
81 远泉灌区 1.27 渭南市 蒲城县
82 孙镇东陈村灌区 1.18 渭南市 蒲城县
83 故现水库灌区 1.50 渭南市 白水县
84 铁牛河水库灌区 1.20 渭南市 白水县
85 红旗水库灌区 4.20 渭南市 合阳县
86 定国水库灌区 2.40 渭南市 合阳县
87 白家河水库灌区 1.20 渭南市 合阳县
88 百良水库灌区 1.80 渭南市 合阳县
89 五八水库灌区 1.20 渭南市 合阳县
90 贺兰抽水灌区 1.20 渭南市 富平县
91 温泉河灌区 1.95 渭南市 富平县
92 尚书水库灌区 3.20 渭南市 富平县
93 周湾灌区 1.50 延安市 吴起县
94 长城灌区 1.14 延安市 吴起县
95 李家河灌区 2.30 延安市 洛川县
96 黄连河灌区 1.53 延安市 洛川县
97 石头灌区 1.50 延安市 洛川县
98 两水河灌区 3.95 延安市 洛川县
99 孙家河灌区 1.02 延安市 洛川县
100 阁楼塬灌区 1.67 延安市 宜川县
101 三岔镇灌区 1.15 延安市 黄龙县
102 甘泉渠灌区 1.80 延安市 甘泉县
103 三岔湾灌区 1.90 榆林市 榆阳区
104 石峁灌区 1.00 榆林市 榆阳区
105 榆东渠灌区 2.06 榆林市 榆阳区
106 榆高渠灌区 2.65 榆林市 榆阳区

一般中型灌区陕    西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西沙渠灌区 1.30 榆林市 榆阳区
108 八里河灌区 4.80 榆林市 定边县
109 织女渠灌区 3.20 榆林市 米脂县
110 一云渠灌区 1.50 榆林市 神木市
111 二云渠灌区 2.00 榆林市 神木市
112 红花渠灌区 1.10 榆林市 神木市
113 高惠渠灌区 1.31 榆林市 神木市
114 定惠渠灌区 4.50 榆林市 横山区、榆阳区、米脂县
115 雷惠渠灌区 2.50 榆林市 横山区
116 芦石渠灌区 1.85 榆林市 横山区
117 二定渠灌区 2.20 榆林市 绥德县
118 大理渠灌区 1.24 榆林市 子洲县
119 堰沟河水库灌区 1.10 汉中市 城固县
120 沙河灌区 1.72 汉中市 洋县
121 峡口堰灌区 1.01 汉中市 洋县
122 天堰灌区 1.79 汉中市 勉县
123 军民渠灌区 1.41 汉中市 勉县
124 板凳堰灌区 2.03 汉中市 勉县
125 无坝堰灌区 1.20 汉中市 勉县、南郑区
126 幸福渠灌区 2.10 汉中市 勉县
127 许家河水库灌区 1.05 安康市 汉滨区
128 观音河水库灌区 1.35 安康市 汉阴县
129 池河中下游灌区 1.02 安康市 石泉县
130 饶峰河灌区 1.00 安康市 石泉县
131 西惠渠灌区 1.23 安康市 旬阳市
132 庙湾灌区 1.05 商洛市 商州区
133 洛惠渠灌区 3.78 商洛市 洛南县

一般中型灌区陕    西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34 姬家河灌区 1.13 商洛市 洛南县
135 丹北灌区 3.15 商洛市 丹凤县
136 永富灌区 2.50 商洛市 商南县
137 盘河水库灌区 4.27 渭南市 韩城市
138 禹门抽黄灌区 2.23 渭南市 韩城市
139 陕西农垦华阴农场中型灌区 2.70 渭南市 华阴农场
140 陕西农垦大荔农场中型灌区 1.30 渭南市 大荔农场
1 黑惠渠灌区 13.96 西安市 周至县
2 西骆峪水库灌区 6.98 西安市 周至县
3 沣惠渠灌区 21.35 西安市 长安区
4 石砭峪灌区 5.60 西安市 长安区
5 段家峡水库灌区 12.46 宝鸡市 陇县
6 东风水库灌区 6.86 宝鸡市 凤翔区
7 横水河灌区 9.48 宝鸡市 凤翔区
8 冶峪河灌区 11.15 咸阳市 泾阳县
9 党家堡灌区 10.65 咸阳市 泾阳县
10 清惠渠灌区 5.08 咸阳市 三原县
11 泔惠渠灌区 11.50 咸阳市 乾县
12 港口抽黄灌区 20.89 渭南市 潼关县、华阴市
13 桥峪（涧峪）灌区 6.50 渭南市 华州区
14 箭峪水库灌区 6.20 渭南市 临渭区
15 太潼灌区 5.20 渭南市 潼关县
16 官池淤灌站灌区 5.03 渭南市 大荔县
17 林皋水库灌区 11.23 渭南市 白水县
18 下寨灌区 7.90 渭南市 蒲城县
19 龙阳灌区 5.50 渭南市 蒲城县
20 涧峪水库灌区 5.24 渭南市 华州区

重点中型灌区

陕    西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1 红星水库灌区 6.70 渭南市 富平县
22 南泥湾灌区 5.06 延安市 宝塔区
23 拓家河水库灌区 10.09 延安市 洛川县
24 葫芦河灌区 6.00 延安市 富县
25 秀延灌区 5.60 延安市 子长市
26 隆太塬灌区 5.00 延安市 黄陵县
27 湑惠渠灌区 16.19 汉中市 城固县、洋县
28 冷惠渠灌区 5.60 汉中市 南郑区、城固县
29 红寺坝灌区 17.27 汉中市 南郑区
30 南沙河水库灌区 5.20 汉中市 城固县
31 五门堰灌区 5.12 汉中市 城固县
32 引酉灌区 7.70 汉中市 洋县
33 傥河灌区 7.00 汉中市 洋县
34 马鞍堰灌区 11.60 汉中市 西乡县
35 汉惠渠灌区 7.50 汉中市 勉县
36 黄石滩水库灌区 7.39 安康市 汉滨区
37 月河灌区 5.17 安康市 汉滨区
38 薛峰水库灌区 16.00 渭南市 韩城市
39 陕西农垦沙苑农场中型灌区 6.50 渭南市 沙苑农场
40 陕西农垦朝邑农场中型灌区 5.13 渭南市 朝邑农场

重点中型灌区陕    西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文殊灌区 1.89 嘉峪关市 市辖区
2 新城灌区 2.86 嘉峪关市 市辖区
3 嘉峪关灌区 2.06 嘉峪关市 市辖区
4 红山河灌区 2.83 酒泉市 肃州区
5 观山河灌区 1.37 酒泉市 肃州区
6 小昌马灌区 3.45 酒泉市 玉门市
7 桥子灌区 1.26 酒泉市 瓜州县
8 南湖灌区 3.00 酒泉市 敦煌市
9 党城湾灌区 3.00 酒泉市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10 红柳湾灌区 1.60 酒泉市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11 张义灌区 3.60 武威市 凉州区
12 昌宁灌区 3.15 武威市 民勤县
13 环河灌区 3.80 武威市 民勤县
14 南湖灌区 3.00 武威市 民勤县
15 古丰河灌区 3.45 武威市 古浪县
16 朱岔灌区 1.77 武威市 天祝藏族自治县
17 安远灌区 1.79 武威市 天祝藏族自治县
18 皋兰山电力提灌灌区 1.13 兰州市 城关区
19 西津电灌 3.09 兰州市 七里河区
20 沈家岭灌区 2.04 兰州市 七里河区
21 彭家坪灌区 2.42 兰州市 七里河区
22 工农渠灌区 1.65 兰州市 西固区
23 达家台灌区 1.04 兰州市 西固区
24 河桥灌区 1.51 兰州市 永登县
25 登丰灌区 1.14 兰州市 永登县

甘肃省中型灌区名录

一般中型灌区甘    肃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西坪灌区 2.00 兰州市 永登县
27 高崖灌区 2.00 兰州市 榆中县
28 龛谷灌区 2.30 兰州市 榆中县
29 兴隆灌区 3.50 兰州市 榆中县
30 青城电灌区 1.57 兰州市 榆中县
31 什川灌区 1.36 兰州市 榆中县
32 复兴渠灌区 1.04 白银市 靖远县
33 靖丰渠灌区 2.96 白银市 靖远县
34 沣泰渠灌区 2.01 白银市 靖远县
35 发源渠灌区 1.10 白银市 靖远县
36 东坪灌区 1.13 白银市 靖远县
37 中堡灌区 1.31 白银市 靖远县
38 河靖灌区 1.51 白银市 靖远县
39 南川灌区 1.50 白银市 靖远县
40 三合灌区 1.05 白银市 靖远县
41 黄土坡电力提灌 1.43 白银市 靖远县
42 永固渠灌区 1.58 白银市 靖远县
43 西河渠灌区 1.55 白银市 会宁县
44 北川渠灌区 2.33 白银市 会宁县
45 关川河灌区 1.70 白银市 会宁县
46 五佛乡大坪提灌区 1.30 白银市 景泰县
47 五佛引黄自流灌区 1.13 白银市 景泰县
48 四龙灌区 1.92 白银市 白银区
49 大泵灌区 1.05 白银市 白银区
50 武川灌区 2.07 白银市 白银区
51 蒋家湾灌区 1.49 白银市 白银区
52 王家车提灌区 1.13 白银市 白银区

一般中型灌区甘    肃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水泉镇陡城提灌区 1.14 白银市 平川区
54 渭惠渠灌区 3.20 天水市 麦积区
55 中惠渠灌区 1.20 天水市 麦积区
56 泽民渠灌区 1.20 天水市 麦积区
57 柴坪电灌灌区 1.01 天水市 麦积区
58 新阳电灌灌区 1.01 天水市 麦积区
59 杨坪电灌区 1.10 天水市 麦积区
60 西坪电灌区 1.00 天水市 麦积区
61 渭济渠灌区 4.96 天水市 甘谷县
62 永济渠灌区 1.96 天水市 甘谷县
63 安丰渠灌区 1.29 天水市 甘谷县
64 南河灌区 2.50 天水市 武山县
65 东顺灌区 1.95 天水市 武山县
66 北顺灌区 4.50 天水市 武山县
67 车家岸灌区 2.00 天水市 武山县
68 东梁灌区 2.00 天水市 武山县
69 榜沙灌区 4.95 天水市 武山县
70 东坪电灌灌区 1.64 天水市 秦安县
71 西大渠灌区 1.04 天水市 秦安县
72 南干渠灌区 1.01 天水市 清水县
73 东峡灌区 1.15 天水市 张家川县
74 石峡灌区 1.10 天水市 张家川县
75 西川灌区 1.29 天水市 秦州区
76 北干渠灌区 1.13 平凉市 崆峒区
77 颉河灌区 1.76 平凉市 崆峒区
78 白庙电灌灌区 2.80 平凉市 崆峒区
79 黑河灌区 1.24 平凉市 泾川县

一般中型灌区甘    肃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洪河灌区 1.00 平凉市 泾川县
81 达溪河灌区 1.06 平凉市 灵台县
82 汭河灌区 1.38 平凉市 崇信县
83 河西河灌区 1.05 平凉市 华亭市
84 马峡河灌区 1.05 平凉市 华亭市
85 西华河灌区 1.13 平凉市 华亭市
86 庄浪河灌区 1.13 平凉市 庄浪县
87 阳川灌区 1.46 平凉市 庄浪县
88 甘渭川灌区 1.79 平凉市 静宁县
89 西干渠灌区 1.46 平凉市 静宁县
90 合道川灌区 1.55 庆阳市 环县
91 环县东丰灌区 1.53 庆阳市 环县
92 扬黄工程甜水堡灌区 1.90 庆阳市 环县
93 固城灌区 1.48 庆阳市 合水县
94 四郎河灌区 1.10 庆阳市 正宁县
95 开边灌区 1.31 庆阳市 镇原县
96 南川灌区 1.30 庆阳市 镇原县
97 吴家沟灌区 1.21 庆阳市 镇原县
98 湘乐川灌区 1.28 庆阳市 宁县
99 长庆灌区 1.00 庆阳市 宁县
100 南梁灌区 1.18 庆阳市 华池县
101 马岭灌区 1.36 庆阳市 庆城县
102 花寨灌区 4.00 张掖市 甘州区
103 苏油口灌区 2.62 张掖市 民乐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104 前滩灌区 4.70 张掖市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105 喇嘛坪灌区 1.50 张掖市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106 东滩灌区 1.79 张掖市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一般中型灌区甘    肃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南川灌区 1.50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临夏市
108 大坝渠灌区 1.03 临夏回族自治州 永靖县
109 抚河灌区 1.02 临夏回族自治州 永靖县
110 黑方台灌区 1.65 临夏回族自治州 永靖县
111 红岘子灌区 1.39 临夏回族自治州 永靖县
112 三塬灌区 2.11 临夏回族自治州 永靖县
113 砂子沟灌区 1.08 临夏回族自治州 永靖县
114 塔坪灌区 1.02 临夏回族自治州 永靖县
115 拥宪渠灌区 1.58 临夏回族自治州 永靖县
116 岘塬灌区 1.08 临夏回族自治州 永靖县
117 和广渠灌区 1.43 临夏回族自治州 和政县
118 达浪灌区 1.20 临夏回族自治州 和政县
119 卜家庄水库灌区 1.00 临夏回族自治州 和政县
120 大寨子灌区 1.19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临夏县
121 江家寨灌区 1.26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临夏县
122 东风灌区 1.22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临夏县
123 尹川灌区 2.72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临夏县
124 韩集灌区 1.40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临夏县
125 大坪灌区 1.28 临夏回族自治州 广河县
126 电厂灌区 1.48 临夏回族自治州 广河县
127 河湾灌区 1.25 临夏回族自治州 广河县
128 红光灌区 2.01 临夏回族自治州 广河县
129 谢家灌区 1.05 临夏回族自治州 广河县
130 永红灌区 2.24 临夏回族自治州 广河县
131 丰台灌区 1.25 临夏回族自治州 康乐县
132 马集灌区 1.11 临夏回族自治州 康乐县
133 康城灌区 1.01 临夏回族自治州 康乐县

一般中型灌区甘    肃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34 九坪灌区 1.12 临夏回族自治州 康乐县
135 河滩灌区 1.88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东乡族自治县
136 唐汪灌区 1.25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东乡族自治县
137 达板灌区 1.40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东乡族自治县
138 考勒灌区 1.00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东乡族自治县
139 果园灌区 1.40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东乡族自治县
140 大塬电力提灌灌区 1.02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东乡族自治县
141 大河家灌区 1.76 临夏回族自治州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142 银河灌区 1.11 临夏回族自治州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143 吹麻滩灌区 2.20 临夏回族自治州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144 大峡灌区 1.13 临夏回族自治州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145 深沟水库灌区 1.15 临夏回族自治州 和政县
146 东河渠灌区 1.42 定西市 安定区
147 中西河渠灌区 1.09 定西市 安定区
148 南丰灌区 4.00 定西市 渭源县
149 红旗灌区 1.13 定西市 临洮县
150 东峪沟灌区 1.20 定西市 临洮县
151 锦屏灌区 2.00 定西市 通渭县
152 北渠灌区 1.61 定西市 漳县
153 南渠灌区 1.23 定西市 漳县
154 西川灌区 2.85 定西市 岷县
155 红河水库灌区 3.50 陇南市 礼县
156 苗河水库灌区 2.50 陇南市 礼县
157 晚家峡水库灌区 1.28 陇南市 西和县
1 宏丰灌区 6.50 嘉峪关市 市辖区
2 丰乐河灌区 13.53 酒泉市 肃州区
3 马营河灌区 9.70 酒泉市 肃州区

一般中型灌区

甘    肃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4 清水河灌区 10.99 酒泉市 肃州区
5 讨南灌区 6.00 酒泉市 肃州区
6 讨北灌区 6.00 酒泉市 肃州区
7 黑河灌区 13.95 酒泉市 金塔县
8 白石灌区 10.50 酒泉市 玉门市
9 榆林河灌区 5.26 酒泉市 瓜州县
10 黄羊河灌区 28.36 武威市 凉州区
11 金塔河灌区 17.56 武威市 凉州区
12 清源灌区 26.09 武威市 凉州区
13 金羊灌区 20.27 武威市 凉州区
14 永昌灌区 23.32 武威市 凉州区
15 古浪河灌区 25.01 武威市 古浪县
16 大靖河灌区 5.25 武威市 古浪县
17 永黄灌区 10.92 武威市 古浪县
18 黄花滩引黄灌区 12.40 武威市 古浪县
19 金强河灌区 8.67 武威市 天祝县
20 松山灌区 12.94 武威市 天祝县
21 金川灌区 15.00 金昌市 金川区、永昌县
22 四坝灌区 11.42 金昌市 永昌县
23 清河灌区 12.50 金昌市 永昌县
24 三角城电灌区 24.50 兰州市 榆中县
25 和电灌区 5.45 兰州市 榆中县
26 西电灌区 18.08 兰州市 皋兰县、兰州新区
27 谷丰渠灌区 6.30 兰州市 红古区
28 湟惠渠灌区 5.50 兰州市 红古区
29 大砂沟灌区 8.00 兰州市 皋兰县、永登县、城关区
30 靖乐渠灌区 5.79 白银市 靖远县

重点中型灌区甘    肃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31 中泉电力提灌区 5.40 白银市 景泰县
32 工农渠灌区 5.50 白银市 白银区
33 旱坪川灌区 5.02 白银市 平川区
34 刘川灌区 9.04 白银市 靖远县
35 甘谷县南岭渠灌区 5.21 天水市 甘谷县
36 甘谷县通广渠灌区 5.31 天水市 甘谷县
37 泾河灌区 9.30 平凉市 崆峒区
38 泾庆灌区 6.80 平凉市

泾川县
崇信县

39 水洛河灌区 5.76 平凉市 庄浪县
40 东峡灌区 5.05 平凉市 静宁县
41 西峰区巴家咀提灌区 14.40 庆阳市 西峰区
42 上三灌区 9.42 张掖市 甘州区
43 安阳灌区 6.31 张掖市 甘州区
44 罗城灌区 7.00 张掖市 高台县
45 新坝灌区 6.48 张掖市 高台县
46 六坝灌区 5.18 张掖市 高台县
47 红崖子灌区 5.66 张掖市 高台县
48 寺沟河灌区 8.03 张掖市 山丹县
49 板桥灌区 9.00 张掖市 临泽县
50 平川灌区 9.25 张掖市 临泽县
51 鸭暖灌区 5.42 张掖市 临泽县
52 蓼泉灌区 6.81 张掖市 临泽县
53 沙河灌区 7.40 张掖市 临泽县
54 明花灌区 5.33 张掖市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55 东西川灌区 5.30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临夏市
56 北塬灌区 18.00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临夏县
57 东乡南阳渠灌区 5.19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东乡族自治县

甘    肃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8 渭河灌区 9.05 定西市 陇西县
59 石门灌区 5.00 定西市 渭源县
60 花海灌区 20.13 酒泉市 玉门市

重点中型灌区甘    肃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礼让渠灌区 1.47 西宁市 西宁市市郊
2 中庄渠灌区 1.63 西宁市 西宁市市郊
3 景阳水库灌区 1.40 西宁市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4 石山泵站灌区 1.65 西宁市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5 宝库渠灌区 2.36 西宁市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6 西堡灌区 1.90 西宁市 湟中区
7 盘道灌区 2.38 西宁市 湟中区
8 国寺营灌区 2.42 西宁市 湟中区
9 团结渠灌区 2.51 西宁市 湟中区
10 拦隆口灌区 2.88 西宁市 湟中区
11 大南川灌区 3.04 西宁市 湟中区
12 乔及沟水库灌区 1.10 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
13 双树西渠灌区 1.47 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
14 本坑沟水库灌区 1.09 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
15 卓扎沟水库灌区 1.02 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
16 南门峡水库灌区 3.48 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
17 台子东干渠灌区 1.20 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
18 昝扎水库灌区 1.35 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
19 红崖子沟东山干渠灌区 1.04 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
20 张铁水库灌区 1.00 海东市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21 马家河水库灌区 1.13 海东市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22 米拉沟灌区 1.50 海东市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23 松树沟灌区 3.00 海东市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24 古鄯水库灌区 3.00 海东市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25 东垣渠灌区 3.70 海东市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青海省中型灌区名录

一般中型灌区青    海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大石滩灌区 2.00 海东市 乐都区
27 大峡渠灌区 2.47 海东市 乐都区
28 盛家峡灌区 1.20 海东市 乐都区
29 洪水坪灌区 1.02 海东市 乐都区
30 深沟渠灌区 1.80 海东市 乐都区
31 阿兰渠灌区 1.00 海东市 乐都区
32 大红岭渠灌区 1.60 海东市 平安区
33 六台水库灌区 1.90 海东市 平安区
34 小峡渠灌区 2.07 海东市 平安区
35 平安渠灌区 2.94 海东市 平安区

36
李家峡北干渠灌区

（包括群科一级渠灌区）
4.80 海东市 化隆回族自治县

37 公伯峡北干渠灌区(包括甘都灌区) 4.05 海东市 化隆回族自治县
38 黄丰渠灌区 1.40 海东市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39 塔什秋水库灌区 1.30 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
40 马汉台黄河灌区 1.02 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
41 叉叉沟灌区 2.50 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
42 茫拉渠万亩灌区 2.33 海南藏族自治州 贵南县
43 达布江灌区 2.10 海南藏族自治州 贵南县
44 团结渠灌区 3.75 海南藏族自治州 同德县
45 新街灌区 1.03 海南藏族自治州 贵德县
46 东河灌区西干渠灌区 1.15 海南藏族自治州 贵德县
47 西河灌区 3.70 海南藏族自治州 贵德县
48 金滩灌区 1.17 海北藏族自治州 海晏县
49 大滩灌区 1.09 海北藏族自治州 门源县
50 浩惠灌区 1.32 海北藏族自治州 门源县
51 红山灌区 1.45 海北藏族自治州 门源县

一般中型灌区青    海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2 沙河灌区 1.90 海北藏族自治州 门源县
53 黄玉灌区 1.96 海北藏族自治州 刚察县
54 刚北灌区 3.54 海北藏族自治州 刚察县
55 马海灌区 2.92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大柴旦行政区
56 贡艾里沟草灌区 3.00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德令哈市
57 怀头他拉水库灌区 3.30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德令哈市
58 尕海灌区 3.30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德令哈市
59 香加乡灌区 1.00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都兰县
60 香日德镇灌区 4.00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都兰县
61 夏日哈灌区 3.51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都兰县
62 查查香卡灌区 3.30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都兰县
63 巴隆灌区 1.38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都兰县
64 大格勒乡灌区 1.34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格尔木市
65 机场林业灌溉灌区 2.81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格尔木市
66 农场灌区 4.14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格尔木市
67 赛西水库灌区 1.43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乌兰县
68 都兰河水库灌区 3.01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乌兰县
1 解放渠灌区 7.50 西宁市 西宁市市郊
2 北川渠灌区 7.00 西宁市 大通县
3 云谷川灌区 5.26 西宁市 湟中区
4 小南川灌区 6.10 西宁市 湟中区
5 湟海渠灌区 10.12 西宁市 湟源县
6 南山渠灌区 6.58 西宁市 湟源县
7 积石峡灌区 5.67 海东市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8 沙珠玉灌区 5.27 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
9 哇玉灌区 6.88 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
10 沟后水库灌区 5.14 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

青    海

重点中型灌区

一般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1 大水水库灌区 5.75 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
12 切吉水库灌区 6.58 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兴海县
13 红河灌区 6.00 海北藏族自治州 海晏县
14 北山灌区 5.36 海北藏族自治州 门源回族自治县
15 新塘曲灌区 5.05 海北藏族自治州 刚察县
16 塘曲灌区 8.20 海北藏族自治州 刚察县
17 尕曲灌区 13.31 海北藏族自治州 刚察县
18 泽令沟灌区 8.20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德令哈市
19 德令哈灌区 13.64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德令哈市
20 香日德镇移民灌区 6.00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都兰县
21 察汗乌苏镇灌区 6.50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都兰县
22 宗加镇诺木洪灌区 7.50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都兰县

重点中型灌区青    海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沿山井灌区 3.15 石嘴山市 惠农区
2 金沙湾扬黄灌区 1.92 吴忠市 青铜峡市
3 牛首山扬黄灌区 2.60 吴忠市 青铜峡市
4 中河库井灌区 1.00 固原市 原州区
5 张银库井灌区 1.10 固原市 隆德县
6 大庄库井灌区 1.30 固原市 隆德县
7 长城塬库井灌区 2.50 固原市 彭阳县
8 张易库井灌区 1.00 固原市 原州区
9 龙潭灌区 1.50 固原市 泾源县
10 兴盛灌区 1.02 固原市 泾源县
11 颉河灌区 1.15 固原市 泾源县
12 绿塬灌区 1.10 固原市 泾源县
13 巴庄子灌区 2.00 吴忠市 红寺堡区
1 下马关扬黄灌区 15.10 吴忠市 同心县
2 预旺扬黄灌区 8.00 吴忠市 同心县
3 兴仁扬黄灌区 28.00 中卫市 沙坡头区
4 三塘扬黄灌区 8.00 中卫市 海原县
5 北滩长鸣自流灌区 8.81 中卫市 中宁县
6 喊叫水扬黄灌区 25.00 中卫市 中宁县
7 马家塘扬黄灌区 5.10 中卫市 中宁县
8 西河灌区 8.84 中卫市 海原县
9 渝河库井灌区 5.20 固原市 隆德县
10 葫芦河灌区 13.38 固原市 西吉县
11 茹河库井灌区 5.86 固原市 彭阳县
12 清水河灌区 9.44 固原市 原州区
13 宝丰生态牧场灌区 9.50 银川市 兴庆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型灌区名录

一般中型灌区

宁    夏

重点中型灌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 阿克苏灌区 3.70 乌鲁木齐市 达坂城区
2 高崖子灌区 3.70 乌鲁木齐市 达坂城区
3 黑沟灌区 3.40 乌鲁木齐市 达坂城区
4 柴窝堡灌区 1.00 乌鲁木齐市 达坂城区
5 西延灌区 3.90 乌鲁木齐市 米东区
6 白碱滩灌区 1.64 克拉玛依市 白碱滩区
7 乌尔禾灌区 1.40 克拉玛依市 乌尔禾区
8 沁城灌区 2.37 哈密市 伊州区
9 乌拉台灌区 1.30 哈密市 伊州区
10 萨尔乔克村黄土场灌区 1.66 哈密市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11 苇子峡灌区 1.20 哈密市 伊吾县
12 黎明灌区 2.40 昌吉回族自治州 昌吉市
13 滨湖灌区 2.10 昌吉回族自治州 昌吉市
14 六工灌区 1.30 昌吉回族自治州 昌吉市
15 黄山河灌区 3.60 昌吉回族自治州 阜康市
16 四工河灌区 4.00 昌吉回族自治州 阜康市
17 新地灌区 3.28 昌吉回族自治州 吉木萨尔县
18 泉子街灌区 4.07 昌吉回族自治州 吉木萨尔县
19 大有灌区 4.48 昌吉回族自治州 吉木萨尔县
20 宽沟灌区 1.86 昌吉回族自治州 奇台县
21 新户河灌区 2.50 昌吉回族自治州 奇台县
22 根葛尔灌区 1.75 昌吉回族自治州 奇台县
23 英格堡灌区 2.70 昌吉回族自治州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24 东城河灌区 4.06 昌吉回族自治州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25 博斯坦河灌区 1.53 昌吉回族自治州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型灌区名录

一般中型灌区新    疆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26 精河县托托灌区 3.50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精河县
27 塔什萨依灌区（且末县片区） 3.00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且末县
28 库尔楚灌区 4.53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库尔勒市
29 塔勒克河灌区 3.95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轮台县
30 库努尔灌区 3.87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轮台县
31 野云沟灌区 4.98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轮台县
32 策大雅灌区 4.82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轮台县
33 台尔维丘克河灌区 3.47 阿克苏地区 拜城县
34 吾斯塘布依灌区 2.40 阿克苏地区 温宿县
35 博孜墩灌区 1.50 阿克苏地区 温宿县
36 巴依里克灌区 1.30 阿克苏地区 温宿县
37 萨拉木灌区 3.23 阿克苏地区 乌什县
38 喀热开其克乡中型灌区 3.00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克陶县
39 波斯坦铁列克灌区 3.50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乌恰县
40 苏木塔什灌区 2.98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合奇县
41 克孜宫拜孜灌区 2.40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合奇县
42 大同市灌区 3.00 喀什地区 塔县
43 卡拉达西灌区 2.32 喀什地区 塔县
44 喀拉丘库尔达里亚河灌区 1.58 喀什地区 塔县
45 土根曼苏灌区 2.11 喀什地区 塔县
46 辛滚沟灌区 2.41 喀什地区 塔县
47 萨热克勒嘎迭尔灌区 2.19 喀什地区 塔县
48 恰拉苏河灌区 3.50 喀什地区 塔县
49 霍什拉甫灌区 2.08 喀什地区 莎车县
50 索塞灌区 3.52 喀什地区 疏附县
51 亚勿灌区 4.48 喀什地区 疏附县
52 团结渠灌区 2.80 喀什地区 莎车县

一般中型灌区新    疆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53 喀群乡灌区 4.30 喀什地区 莎车县
54 棋盘河灌区 3.40 喀什地区 叶城县
55 桐安灌区 3.75 喀什地区 泽普县
56 恰木萨灌区 2.50 喀什地区 莎车县
57 萨依巴格河灌区 1.50 和田地区 策勒县
58 博斯坦灌区 3.80 和田地区 策勒县
59 乌鲁克萨依灌区 1.60 和田地区 策勒县
60 恰哈河灌区 3.10 和田地区 策勒县
61 叶亦克灌区 1.65 和田地区 民丰县
62 阿羌灌区 2.50 和田地区 于田县
63 察布查尔大博乐灌区 3.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64 察布查尔乌尔坦灌区 3.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65 套乌拉斯台灌区 3.8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尼勒克县
66 喀拉苏灌区 2.5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尼勒克县
67 蒙布拉克灌区 2.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特克斯县
68 巴合勒克水库灌区 4.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特克斯县
69 纳瓦灌区 4.5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特克斯县
70 也列莫顿灌区 2.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尼勒克县
71 乌拉斯台灌区 2.2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尼勒克县
72 切吉灌区 2.25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73 大吉尔格朗河萨哈灌区 3.73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新源县
74 布力开灌区 1.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伊宁县
75 喀勒其塔木渠灌区 1.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伊宁县
76 伊犁河滩地灌区 3.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伊宁县
77 小博乐灌区 1.5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78 索墩布拉克灌区 1.5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79 南山坡沟系灌区 2.4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巩留县

一般中型灌区新    疆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80 则克台镇铁木里克灌区 1.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新源县
81 马场幸福渠灌区 2.37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新源县
82 喀拉布拉镇克孜勒塔勒灌区 1.2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新源县
83 大小白代灌区 4.7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昭苏县
84 苏乎托海灌区 2.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昭苏县
85 苏阿苏灌区 3.2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特克斯县
86 尼勒克沟扬水灌区 2.6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尼勒克县
87 种蜂场灌区 2.6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尼勒克县
88 阿西尔中阿灌区 1.60 塔城地区 塔城市
89 库尔拜灌区 2.30 塔城地区 塔城市
90 库吉拜灌区 3.87 塔城地区 塔城市
91 三工灌区 1.60 塔城地区 塔城市
92 哈拉赛灌区 4.61 塔城地区 额敏县
93 玉东果勒灌区 2.67 塔城地区 乌苏市
94 库甫灌区 2.57 塔城地区 托里县
95 克孜布拉克灌区 1.02 塔城地区 裕民县
96 阿勒腾也木勒灌区 1.60 塔城地区 裕民县
97 江格斯灌区 2.50 塔城地区 裕民县
98 切格灌区 2.50 塔城地区 裕民县
99 伯依布谢灌区 1.60 塔城地区 裕民县
100 松树沟灌区 3.05 塔城地区 和丰
101 莫特格灌区 2.03 塔城地区 和丰
102 伊克乌图布拉格灌区 4.10 塔城地区 和丰
103 铁布肯乌散灌区 2.80 塔城地区 和丰
104 角沙特灌区 2.63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105 波拉孜灌区 1.60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106 哈拉铁列克灌区 1.30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一般中型灌区新    疆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07 XSDY沿线灌区 1.20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108 切木尔切克河灌区 3.91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109 克孜加尔河谷灌区 2.60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110 也拉曼灌区 3.66 阿勒泰地区 布尔津县
111 额河南岸扬水灌区 3.28 阿勒泰地区 布尔津县
112 友谊灌区 1.71 阿勒泰地区 哈巴河县
113 科尔达拉灌区 1.61 阿勒泰地区 哈巴河县
114 巴斯布滚勒灌区 1.37 阿勒泰地区 哈巴河县
115 顶山北干渠灌区 1.50 阿勒泰地区 福海县
116 塘巴勒灌区 1.10 阿勒泰地区 福海县
117 萨尔胡木灌区 1.20 阿勒泰地区 福海县
118 喀拉通克灌区 2.62 阿勒泰地区 富蕴县
119 铁买克灌区 4.50 阿勒泰地区 富蕴县
120 库尔特灌区 1.00 阿勒泰地区 富蕴县
121 恰库尔图灌区 4.45 阿勒泰地区 富蕴县
122 温都哈拉灌区 2.41 阿勒泰地区 富蕴县
123 布尔根灌区 1.93 阿勒泰地区 青河县
124 汗德尕特灌区 1.20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125 汇源果汁灌区 3.00 阿勒泰地区 布尔津县
126 阿尔夏提灌区 4.50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温泉县
127 卡木斯浪河铁热克镇灌区 1.11 阿克苏地区 拜城县
128 保尔灌区 1.08 喀什地区 叶城县
129 柯克亚河灌区 1.88 喀什地区 叶城县
130 桑株坡斯干河灌区 1.19 和田地区 皮山县
131 安迪尔灌区 2.43 和田地区 民丰县
132 铁厂沟灌区 1.78 塔城地区 托里县
133 吐古买提乡中型灌区 1.70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图什市

一般中型灌区新    疆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所在市（州、盟） 受益县（区、旗）

134 格达良乡萨依灌区 1.95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图什市
135 哈拉峻乡中型灌区（井灌区） 3.9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图什市
136 哈拉布拉克灌区 3.00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合奇县
137 色帕巴依灌区 2.35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合奇县
138 阿合奇镇灌区 2.60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合奇县
1 板房沟灌区 10.50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县
2 农业综合开发区灌区 27.00 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区
3 小拐乡灌区 15.00 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区
4 塔尔朗中型灌区 9.45 吐鲁番市 高昌区
5 大草湖中型灌区 7.52 吐鲁番市 高昌区
6 二塘沟中型灌区 28.18 吐鲁番市 鄯善县
7 库米什中型灌区 7.50 吐鲁番市 托克逊县
8 都鲁克灌区 10.67 哈密市 伊州区
9 白石头军马场灌区 5.61 哈密市 伊州区
10 西黑沟中型灌区 6.60 哈密市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11 淖毛湖灌区 6.59 哈密市 伊吾县
12 盐池灌区 6.20 哈密市 伊吾县
13 北六灌区 29.18 昌吉回族自治州 玛纳斯县
14 包林灌区 15.00 昌吉回族自治州 玛纳斯县
15 独山子灌区 8.90 昌吉回族自治州 呼图壁县
16 军塘湖河灌区 22.58 昌吉回族自治州 呼图壁县
17 二十里店灌区 23.47 昌吉回族自治州 呼图壁县
18 石梯子灌区 12.21 昌吉回族自治州 呼图壁县
19 500华兴闸灌区 6.00 昌吉回族自治州 昌吉市
20 500高丰闸灌区 7.20 昌吉回族自治州 昌吉市
21 西沟河灌区 6.00 昌吉回族自治州 阜康市
22 三工河灌区 9.36 昌吉回族自治州 阜康市

一般中型灌区

新    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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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水磨河灌区 6.00 昌吉回族自治州 阜康市
24 东大龙口灌区 28.60 昌吉回族自治州 吉木萨尔县
25 西大龙口灌区 25.88 昌吉回族自治州 吉木萨尔县
26 白杨河灌区 16.25 昌吉回族自治州 奇台县
27 达板河灌区 14.70 昌吉回族自治州 奇台县
28 中葛根灌区 23.00 昌吉回族自治州 奇台县
29 碧流河灌区 14.47 昌吉回族自治州 奇台县
30 吉布库灌区 7.30 昌吉回族自治州 奇台县
31 木垒河灌区 16.00 昌吉回族自治州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32 白杨河灌区 5.05 昌吉回族自治州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33 西吉尔灌区 7.67 昌吉回族自治州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34 雀仁井灌区 7.89 昌吉回族自治州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35 高丰灌区 6.83 昌吉回族自治州 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36 华兴灌区 9.42 昌吉回族自治州 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37 牛圈子湖灌区 12.89 昌吉回族自治州 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38 青得里灌区 8.20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博乐市
39 乌图布拉格灌区 5.93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博乐市
40 贝林哈日莫墩灌区 12.41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博乐市
41 大库斯台灌区 10.50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温泉县
42 二干渠灌区 9.80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温泉县
43 大河沿子灌区 22.00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精河县
44 阳霞河灌区 11.30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轮台县
45 喀尔曲尕灌区 12.50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尉犁县
46 墩阔坦灌区 18.94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尉犁县
47 塔里木古勒巴格灌区 19.42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尉犁县
48 马兰河中型灌区 17.94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和硕县
49 布茨河中型灌区 12.55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和硕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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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危须河中型灌区 11.05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和硕县
51 若羌河灌区 15.10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若羌县
52 瓦石峡灌区 10.40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若羌县
53 塔什萨依灌区（若羌县片区） 7.00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若羌县
54 焉耆四十里城子灌区 6.75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焉耆回族自治县
55 焉耆五号渠、北大渠灌区 15.61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焉耆回族自治县
56 焉耆永宁灌区 6.61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焉耆回族自治县
57 焉耆七个星灌区 13.85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焉耆回族自治县
58 焉耆国营农牧场灌区 5.16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焉耆回族自治县
59 焉耆开来渠灌区 12.40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焉耆回族自治县
60 空太力克灌区 26.00 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市
61 塔里木灌区 5.79 阿克苏地区 阿瓦提县
62 克孜尔河灌区 14.40 阿克苏地区 拜城县
63 喀普斯浪河亚塔什灌区 6.70 阿克苏地区 拜城县
64 卡拉苏河灌区 14.30 阿克苏地区 拜城县
65 温巴什灌区 7.20 阿克苏地区 拜城县
66 苏巴什灌区 5.50 阿克苏地区 柯坪县
67 启浪灌区 6.00 阿克苏地区 柯坪县
68 阿恰灌区 8.80 阿克苏地区 柯坪县
69 齐满水库灌区 6.70 阿克苏地区 沙雅县
70 柯柯牙灌区 17.55 阿克苏地区 温宿县
71 跃进灌区 10.27 阿克苏地区 乌什县
72 北部山区灌区 10.96 阿克苏地区 乌什县
73 汗代克吉然灌区 11.37 阿克苏地区 乌什县
74 二八台河灌区 27.56 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
75 牙哈中型灌区 21.79 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
76 沙依巴什中型灌区 27.53 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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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恰河灌区 12.32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图什市
78 布河灌区 23.9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图什市
79 膘尔托阔依乡灌区 10.50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乌恰县
80 黑孜苇乡灌区 8.00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乌恰县
81 库兰萨日克灌区 6.79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合奇县
82 哈拉奇灌区 6.6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合奇县
83 达布达灌区 5.81 喀什地区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84 伽师县青年灌区 29.88 喀什地区 伽师县
85 依格孜牙河灌区 18.00 喀什地区 英吉沙县
86 跃进灌区 29.50 喀什地区 疏勒县
87 佰什干灌区 15.00 喀什地区 泽普县
88 乌鲁克河灌区 25.00 喀什地区 叶城县
89 克孜勒阿瓦提灌区 22.00 喀什地区 麦盖提县
90 阿其克中型灌区 10.23 喀什地区 岳普湖县
91 塔勒迪库勒沟灌区 7.40 喀什地区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92 红卫灌区 29.50 喀什地区 莎车县
93 胜利及恰瓦克中型灌区 28.00 喀什地区 巴楚县
94 卡尔马克灌区 19.38 喀什地区 疏附县
95 胜利灌区 15.00 喀什地区 英吉沙县
96 帕日帕克河灌区 7.14 喀什地区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97 策勒河灌区 20.00 和田地区 策勒县
98 努尔河灌区 25.00 和田地区 策勒县
99 尼雅灌区 7.86 和田地区 民丰县
100 萨勒吾则克灌区 5.38 和田地区 民丰县
101 杜瓦皮亚勒玛灌区 7.68 和田地区 皮山县
102 桑株河灌区 27.86 和田地区 皮山县
103 奥依托格拉克灌区 7.00 和田地区 于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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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开干旗灌区 19.3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奎屯市
105 吉尔格朗灌区 9.8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伊宁县
106 萨尔布拉克灌区 22.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霍城县
107 扎尕斯台灌区 9.4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108 托海西干渠灌区 10.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伊宁县
109 果子沟灌区 24.2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霍城县
110 麻扎灌区 7.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伊宁县
111 恰普河灌区 20.1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新源县
112 库克苏灌区 14.05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特克斯县
113 洪海沟灌区 11.8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114 大西沟灌区 15.6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霍城县
115 前进渠灌区 22.5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巩留县
116 切得克苏灌区 11.2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霍尔果斯市
117 霍开灌区 8.2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霍尔果斯市
118 幸福渠灌区 6.5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特克斯县
119 匹里青灌区 5.7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伊宁市
120 吉尔格朗灌区 9.8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巩留县
121 团结灌区 8.6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尼勒克县
122 克令灌区 5.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尼勒克县
123 大东沟灌区 6.5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霍城县
124 阿拉图拜中心渠灌区 8.99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新源县
125 阿克达拉灌区 12.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昭苏县
126 喀夏加尔灌区 7.5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昭苏县
127 小洪纳海水库灌区 16.2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昭苏县
128 小西沟灌区 6.9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霍城县
129 东风灌区 17.5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巩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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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大吉尔格朗河喀拉布拉镇加吾尔山扬

水灌区
15.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新源县

131 大洪纳海灌区 8.8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昭苏县
132 西三乡扬水灌区 8.5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尼勒克县
133 木斯乡北山坡灌区 6.5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尼勒克县
134 喀拉托别灌区 17.5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尼勒克县
135 尼勒克沟灌区 6.0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尼勒克县
136 锡伯图灌区 28.85 塔城地区 塔城市
137 恰夏灌区 5.20 塔城地区 塔城市
138 喀拉哈巴克灌区 5.20 塔城地区 塔城市
139 博孜达克泉水灌区 6.32 塔城地区 塔城市
140 也克苏灌区 5.50 塔城地区 塔城市
141 喀拉也木勒灌区 26.04 塔城地区 额敏县
142 库鲁木苏灌区 6.31 塔城地区 额敏县
143 铁列克特灌区 23.78 塔城地区 额敏县
144 阔托什灌区 6.20 塔城地区 额敏县
145 麦海因灌区 22.51 塔城地区 额敏县
146 阿克苏灌区 6.41 塔城地区 额敏县
147 沃雪特河灌区 8.04 塔城地区 额敏县
148 玛热勒苏灌区 10.06 塔城地区 额敏县
149 察和特灌区 15.00 塔城地区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150 和夏灌区 8.60 塔城地区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151 哈拉布拉灌区 10.00 塔城地区 裕民县
152 阿合别斗灌区 18.13 塔城地区 托里县
153 车排子灌区 27.71 塔城地区 乌苏市
154 古尔图灌区 19.22 塔城地区 乌苏市
155 宁家河灌区 16.45 塔城地区 沙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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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巴音沟河灌区 19.12 塔城地区 沙湾市
157 大南沟河灌区 7.02 塔城地区 沙湾市
158 乌雪特灌区 6.72 塔城地区 托里县
159 多拉特灌区 19.98 塔城地区 托里县
160 裕民县井灌区 22.00 塔城地区 裕民县
161 红墩灌区(一道、二道） 5.50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162 红星灌区 5.10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163 峡口南干渠灌区 10.83 阿勒泰地区 富蕴县
164 博塔玛依灌区 8.00 阿勒泰地区 福海县
165 吐尔洪灌区 6.00 阿勒泰地区 富蕴县
166 开木尔灌区 6.20 阿勒泰地区 哈巴河县
167 哈拉霍英水库灌区 5.20 阿勒泰地区 福海县
168 黄泥滩灌区 10.00 阿勒泰地区 富蕴县
169 红阿灌区 5.60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170 拉斯特灌区 5.00 阿勒泰地区 吉木乃县
171 萨尔托海灌区 6.00 阿勒泰地区 青河县
172 东岸（阿）灌区 5.00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173 冲乎尔灌区 6.00 阿勒泰地区 布尔津县
174 青格里河灌区 6.51 阿勒泰地区 青河县
175 顶山南干渠灌区 5.60 阿勒泰地区 福海县
176 巴山灌区 5.12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177 大青河灌区 5.20 阿勒泰地区 青河县
178 山口水库灌区 5.00 阿勒泰地区 哈巴河县
179 塔斯特灌区 5.00 阿勒泰地区 吉木乃县
180 查干郭勒灌区 6.79 阿勒泰地区 青河县
181 杜热灌区 6.97 阿勒泰地区 富蕴县
182 齐背岭灌区 5.40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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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喀克灌区 5.00 阿勒泰地区 哈巴河县
184 635沿线灌区 7.00 阿勒泰地区 福海县
185 阿克齐灌区 8.78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186 小青河灌区 5.09 阿勒泰地区 青河县
187 二牧场灌区 5.00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188 阿克达拉灌区 5.00 阿勒泰地区 福海县
189 阿克吐别克灌区 5.00 阿勒泰地区 布尔津县
190 阿魏灌区 22.00 阿勒泰地区 青河县
191 克孜加尔（640台地）灌区 26.56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192 哈拉布宫灌区 5.10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193 黄花沟灌区 18.00 阿勒泰地区 福海县
194 吉木乃县扬水灌区 10.00 阿勒泰地区 吉木乃县
195 加那尕什灌区 11.00 阿勒泰地区 哈巴河县
196 喀克中型灌区 6.00 阿勒泰地区 布尔津县
197 大稻渠灌区 5.8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伊宁市
198 坎尔其中型灌区 5.20 吐鲁番市 鄯善县

重点中型灌区新    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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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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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师叶城二牧场灌区 1.08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叶城二牧场
2 第三师东风农场灌区 1.63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东风农场
3 第三师红旗农场 2.78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红旗农场
4 第四师七十八团灌区 2.50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78团
5 第四师七十九团灌区 3.01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79团
6 第六师北塔山牧场灌区 1.75 第六五家渠市 北塔山牧场
7 第八师宁家河灌区 2.53 第八师石河子市 151团、143团紫泥泉
8 第九师团结农场灌区 4.76 额敏县 团结农场
9 第九师170团灌区 4.39 额敏县 170团
10 第九师165团灌区 2.95 额敏县 165团
11 第十二师221团灌区 4.80 乌鲁木齐市 221团
12 第十三师淖毛湖农场伊吾河灌区 2.94 第十三师新星市 淖毛湖农场
13 第十四师一牧场灌区 2.44 第十四师昆玉市 一牧场
1 第一师四团灌区 15.00 第一师阿拉尔市 4团
2 第一师五团灌区 24.00 第一师阿拉尔市 5团
3 第一师六团灌区 12.31 第一师阿拉尔市 6团
4 第二师36团米兰灌区 14.00 第二师铁门关市 36团
5 第二师37团且末灌区 5.00 第二师铁门关市 37团
6 第二师38团苏塘灌区 20.00 第二师铁门关市 38团
7 第三师54团灌区 5.26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54团
8 第三师伽师总场灌区 15.95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伽师总场
9 第三师46团灌区 6.92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46团
10 第三师42团灌区 7.52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42团
11 第三师41团灌区 5.91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41团
12 第四师六十六团灌区 13.25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66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型灌区名录

一般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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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四师六十七团灌区 25.02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67团
14 第四师六十八团灌区 12.27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68团
15 第四师六十九团灌区 7.91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69团
16 第四师七十团灌区 11.10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70团
17 第四师七十一团灌区 10.28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71团
18 第四师七十二团灌区 12.77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72团
19 第四师七十三团灌区 6.25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73团
20 第四师七十四团灌区 7.85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74团
21 第四师七十五团灌区 10.81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75团
22 第四师七十六团灌区 9.32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76团
23 第四师七十七团灌区 13.43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77团
24 第四师南岸干渠扬水灌区 10.42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67团
25 第五师91团托托河灌区 10.39 第五市双河市 91团
26 第五师83团阿卡尔河灌区 21.32 第五市双河市 83团
27 第五师82团精河灌区 5.33 第五市双河市 82团
28 第六师红旗农场灌区 22.16 第六五家渠市 红旗农场
29 第六师军户农场灌区 10.60 第六五家渠市 军户农场
30 第七师奎东农场灌区 5.43 第七市胡杨河市 奎东农场
31 第七师137团灌区 5.00 第七市胡杨河市 137团
32 第七师124团高双灌区 20.00 第七市胡杨河市 124团
33 第七师125团柳沟灌区 29.89 第七市胡杨河市 125团
34 第八师洪沟灌区 29.97 第八师石河子市 144团、143团部分
35 第九师162团灌区 5.05 额敏县 162团
36 第九师乌拉斯台灌区（163团、164团） 22.39 额敏县 163团、164团
37 第十师181团灌区 28.00 第十师北屯市 181团
38 第十师182团灌区 19.00 第十师北屯市 182团
39 第十师184团灌区 28.07 第十师北屯市 184团

兵    团 重点中型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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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第十师185团灌区 12.00 第十师北屯市 185团
41 第十师186团灌区 5.00 第十师北屯市 186团
42 第十三师黄田农场庙尔沟灌区 9.92 第十三师新星市 黄田农场
43 第十三师红星四场巴木墩灌区 8.35 第十三师新星市 红星四场
44 第十三师红山农场红山口沟灌区 13.05 第十三师新星市 红山农场
45 第十三师红星二玚五道沟灌区 7.79 第十三师新星市 红星二场
46 第十三师柳树泉农场三道沟灌区 5.60 第十三师新星市 柳树泉农场
47 第十四师224团灌区 21.73 第十四师昆玉市 224团
48 第十四师47团灌区 7.24 第十四师昆玉市 47团
49 第十四师225团灌区 7.05 第十四师昆玉市 225团
50 第十四师皮山农场灌区 10.90 第十四师昆玉市 皮山农场

重点中型灌区兵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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