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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水利工程管理水平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解读《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水利工程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

施，也是生态工程。目

前，我市一共有水库、水

闸、泵站等各类水利工

程 34.4 万多个，为我市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了保障。但随着改

革的深入和发展方式的

转变，对水利工程建设

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亟需对原有的《重

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

例》进行修订。

2019 年 12 月 1 日，

新修订的《重庆市水利

工程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正式实施。

《条例》的修订和实施，

是我市贯彻“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

手发力”新时期治水方

针，紧跟“水利工程补短

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新

时期水利改革发展总基

调，推动水利在发挥“三

个作用”中展现担当、实

现作为，加快水利工程

管理体制改革和“放管

服”改革精神的具体措

施。

那么，新修订的《条

例》如何助力我市依法

提升水利工程管理工作

水平的机制、方法和途

径，助推重庆筑牢长江

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加

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市水利局相关负责

人对《条例》进行了解

读。

新修订的《重庆
市水利工程管理条
例》严格贯彻生态文
明建设理念，坚持简
政放权，把补齐水利
工程短板、加强水利
行业监管这一新要求
贯穿到《条例》修订始
终，呈现五大亮点。

一是健全了责任
体系。将水利工程管
理责任体系延伸至村
（居）民委员会，健全
了市、区县、乡镇（街
道）、村（居）民委员会
分级管理体制。明确
了水利工程所属行业
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责任，健全了水利工
程监督管理责任体
系。

二是完善了制度
体系。建立了水利工
程占用破坏补偿赔偿
制度，为主张民事赔
偿权利提供了法律保
障；建立了特殊水利
工程保护制度，对具
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水
利工程实施特殊管理
和保护，鼓励其申报
历史建筑；建立了水
利工程信息档案管理
制度，实现了对各行
业管理水利工程的全
口径登记或备案。

三是加强了生
态建设。明确了水利工程建
设应当依法办理环境保护、水
土保持等审批手续；规定了水
利工程管理者应履行保护水
生态环境的职责；建立了水利
工程生态环境破坏的生态修
复、补偿赔偿制度；明确了水
利工程综合利用的前提，必须
符合水污染防治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确保生态安全；
明确了水量调度应兼顾生态
用水。

四是强化了规划管理。对
水利工程规划前期调查评估、规
划主要内容、规划编制主体、编
制审批程序、规划衔接、规划实
施等进行了系统化完善，对提高
水利工程建设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具有重要意义。

五是深化了“放管服”改
革。对政府投资的水利工程建
设审批阶段、非政府投资的水利
工程建设应履行的程序进行了
明确，并优化了审批流程。对水
利工程建设市场主体实行信用
信息管理，全面加强了事中、事
后监督管理。

名词解释》》

水利工程：即合理利用水
资源、保护水生态，兴水利、防
治水旱灾害的工程，包括水
库、山坪塘、引输水渠系、水
闸、泵站、石河堰等工程及其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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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时期水利发展要求

据了解，《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
例》于1998年3月28日经市第一届人
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此前曾经
过4次修正、1次修订。《条例》施行以
来，为全市水利工程管理工作提供了
法规制度支撑，促进了水利工程建设
和管理。

截至2018年末，全市共建成各类
水利工程344064个，其中水库3076
座、山坪塘165983口、蓄水池166671
口、引输水渠系11087公里、水闸118
座、泵站8216座，对合理利用水资源，
兴水利、防治水旱灾害，改善生态环
境，发挥了综合效益，有效地促进了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方式的转
变，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提出了新的
更高的要求：一是现有水利工程不适
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需要促
进建设和规范建设；二是管理体制机
制需优化完善，管理责任需进一步明
确，“放管服”改革特别是工程建设审
批制度改革需要落实；三是部分上位
法的修订，加强了涉及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的力度，《条例》法律责任
部分条款与上位法规定不相适应；四
是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投入不足，缺乏
长效保障机制。因此，亟需对《条例》
进行全面修订。

2019年9月26日，经市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
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自今年12月1日起施行，《重庆市农
村机电提灌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打通水利工程管护“最后一公里”

市水利局副局长刘正平介绍，
《条例》立足问题导向，针对水利工
程的监管不到位、水利工程管理体
制不健全等问题重点突破，以求破
解水利工程管护机制难题。

《条例》健全了市、区县、乡镇（街
道）、村（居）民委员会分级管理体制，
将水利工程管理责任体系延伸至村
（居）民委员会，力求打通水利工程管
护“最后一公里”。

《条例》规定，市、区县（自治县）人
民政府负责加强对水利工程建设、管
理和利用工作的领导，将其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完善财政投入
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地方政府、主管部
门、管理单位责任人制度，建立农业用
水价格补贴机制，同时负责依法确定
水利工程产权，颁发产权证书；乡镇
（街道）负责做好本辖区内水利工程

建设、管理和利用相关工作；村
（居）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

治组织，则负责协助政府做
好水利工程相关工作。

刘正平表示，如此

一来，便将管理末端延伸到片区、乡镇
（街道）水利服务机构等水利基层服务
机构，筑牢织密了 “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的水利工程监督管理体系。

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

值得一提的是，新修订的《条例》
强调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和利用应当
贯彻落实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明”
四个字贯穿《条例》始终。

在《总则》中，立法目的由过去的
“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更改
为“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
持续发展”。此外，《条例》还规定水利
工程规划应开展现状调查，并对区域
工程布局进行统筹考虑，以避免过度
开发导致影响、破坏生态环境；要求水
利工程建设应当依法办理环境保护、
水土保持等审批手续；规定了水利工
程管理者应履行保护水生态环境的职
责，建立了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破坏的
生态修复、补偿赔偿制度。同时，还明
确了水利工程综合利用的前提是必须
符合水污染防治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确保生态安全，水量调度应兼顾生
态用水等。

增强水利工程“造血”功能

我市各类水利工程的建成投用，
对合理利用水资源，兴水利、治水

灾，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综合效
益，助推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作用
巨大，有效地促进了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

那么，新修订的《条例》对我市水
利工程综合利用有何规定？

刘正平介绍，《条例》倡导依托水
利工程优势资源开展综合利用活动，
以充分发挥工程综合效益。但同时应
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综合开发利用活
动必须遵守《水法》、《防洪法》、《水污
染防治法》和本《条例》等法规；二是各
类开发利用活动应以工程安全、生态
安全为前提；三是在开发利用过程中，
水利工程所有者、管理者或经营者，必
须服从该工程的上级主管部门、防汛
指挥机构等单位或部门的水量调度安
排等。

此外，《条例》还明确了水利工程
综合利用收益使用原则，即开展综合
利用所取得的收益应当优先用于水利
工程建设、管理和维护，增强了水利工
程造血功能。

形成齐抓共管良好格局

《条例》还对各级部门责任进行
了明确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之
外的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林业
等行业主管部门赋予了行政执法权
限，形成了齐抓共管良好格局。

《条例》规定，部门责任分三个层
面：一是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水利工程的统一监管指
导；二是水利、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
村等主管部门对其所辖的水利工程实
施监督、管理；三是发展改革、财政、规
划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依据各
自职责，做好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相关
工作。

刘正平介绍，《条例》中加大了
行政处罚的力度，调高了严重违法
行为罚款的上限，并强调违法者应
承担修复、补救义务，避免 “一罚
了之”，增加了违法成本，回应了群
众的呼声和社会关切。同时，针对
国家工作人员、工程所有者管理者
经营者和其他公民、法人和组织三
类主体分别规定了法律责任，追责
的对象更为广泛，更具操作性。此
外，《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的类型
更加多样，针对某些危害公共安全、
生态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特
定违法行为，除接受行政处罚外，还
要依法履行民事赔偿义务，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条例》是一部专业性、社会性很
强的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宣传贯彻
落实将以问题为导向，有效解决痛点、
堵点、难点，全面提升我市水利工程的
建设、管理水平，助力重庆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刘正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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