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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2018年8月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进展情况公示
（含第46组专项督查组提出的问题）

填报单位：甘孜州环境保护局 时间：2018年8月31日

备注：截止2018年8月31日，累计完成18个问题整改，其中第46督查组提出的6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 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 问题具体情况 整治进展情况 是否完成整治是否完成整治是否完成整治是否完成整治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甘孜州康定市 任家沟饮用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批复，无保护区划分方案   取水口坐标

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2 甘孜州康定市 任家沟饮用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内有1家农户，取水口下方应设置防
护隔离设施

已对一级保护区内的临时农户
搬迁，完善取水口下游隔离设
施

是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3 甘孜州康定市 龙头沟饮用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批复，无保护区划分方案  取水
口坐标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4 甘孜州康定市 龙头沟饮用水源地
取水口下游二级保护区内放牧严重，应设立隔
离设施

已在二级保护区入口处设置隔
离设施

是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5 甘孜州康定市 瓦厂沟饮用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批复，无保护区划分方案  取水
口坐标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6 甘孜州康定市 瓦厂沟饮用水源地

取水口下游二级保护区河道内有废弃机器设备
、管道，一级保护区河道内存在其他排水口，
未设置二级保护区界标、标识

已完成河道机器设备、管道清
理，瓦厂沟饮用水源地保护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上报发改
部门待审核

否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7 甘孜州康定市 榆林河驷马桥饮用水源地 未划分保护区
保护区划分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8 甘孜州康定市 榆林河驷马桥饮用水源地 未开展规范划建设
正在制定规范建设方案，逐步
推进实施

否

9 甘孜州康定市 榆林河驷马桥饮用水源地

原取水口因城市发展产生生活面源污染问题，
不能满足饮用水源保护要求，已重新调整取水
口

取水口上移工程积极推进中。 否

10 甘孜州泸定县 木角沟饮用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方案，有保护区划分批复，未制
作矢量边界信息

5月7日完成保护区矢量边界信
息制作并上报省厅。

是

11 甘孜州泸定县 木角沟饮用水源地
取水口栅栏损坏,部分网围栏损坏。未设置二级
保护区界标、标识

县自来水经营站已于2018年4
月25日更换取水口栅栏并完成
网围栏损坏的维修。6月20
日，县自来水经营站按照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范
化建设技术要求，规范设立了
木角沟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
区界标、指示牌及宣传标识

是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12 甘孜州泸定县 木角沟饮用水源地

取水口下游二级保护区内有电站1个，电站生活
污水化粪池排污口与饮用水源地取水口沿河沟
距离为300米

经现场探勘核实测量排污口与
取水口距离实为300米，已要
求黄昆山电站将电站生活污水
化粪池排污口下移50米。

是

13 甘孜州泸定县 羊圈沟饮用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方案，有保护区划分批复，未制
作矢量边界信息。

5月7日完成保护区矢量边界信
息制作并上报省厅。

是

14 甘孜州泸定县 羊圈沟饮用水源地  标识标牌不规范

6月21日，县自来水经营站按
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
护规范化建设技术要求，规范
设立了羊圈沟饮用水水源地二
级保护区界标、指示牌及宣传
标识。

是

15 甘孜州泸定县 羊圈沟饮用水源地 下游二级保护区内有电站1个（羊圈沟电站） 正按照序时进度开展工作。 否

16 甘孜州丹巴县 大马沟饮用水源地
取水口坐标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需重新
调整保护区，制作保护区矢量地图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17 甘孜州丹巴县 大马沟饮用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隔离设施缺失
已完善隔离措施网围栏1000米
、一级保护区标识标牌2个，
二级保护区标识标牌1个

是

18 甘孜州丹巴县 大马沟饮用水源地 未设置二级保护区界标标识 是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19 甘孜州丹巴县 大马沟饮用水源地 无备用水源地
已确定格桠沟为县城备用水源
地，保护区划分报告已上报省
政府，待批复

否

20 甘孜州九龙县 邓家沟饮用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批复，无保护区划分方案。取水
口坐标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21 甘孜州九龙县 邓家沟饮用水源地
未设置二级保护区界标、标识，交通警示标识
设置不规范

编制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程
建设计划书；截止2018年8月
31日，目前正在申报资金，资
金到达后进行全面整治

否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22 甘孜州九龙县 磨房沟饮用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批复，无保护区划分方案。取水
口坐标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23 甘孜州九龙县 磨房沟饮用水源地 未设置二级保护区界标、标识

编制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程
建设计划书；截止2018年8月
31日，目前正在申报资金，资
金到达后进行全面整治。

否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24 甘孜州雅江县 格西沟饮用水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批复，无保护区划分方案。取水
口坐标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需重新调整
保护区，制作矢量图。对一级饮用水源地保护
区内的土地进行征收使用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对一级饮用水源
地保护区内的土地权属进行调
查，并制定相应征地方案。

否

25 甘孜州雅江县 格西沟饮用水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界标标识不规范,未设置二级保护区
界标标识

已规范设置一级饮用水源保护
区标示标牌；二级饮用水源保
护区标示标牌待划定报告批复
后立即安装。

否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26 甘孜州雅江县
县城集中式饮用水备用水

源地
无备用水源地

保护区划分技术方案编制完
成，正组织专家技术审查

否

27 甘孜州道孚县 道孚沟饮用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批复，无保护区划分方案  取水
口坐标错误，无保护区失量图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28 甘孜州道孚县 龙普沟饮用水源地 新水源地，保护区技术方案已评审但无批复
保护区划分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29 甘孜州炉霍县 厂龙沟饮用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存在一条山村土路 已完成河边防撞设施建设 是

30 甘孜州炉霍县 厂龙沟饮用水源地 保护网围栏年久失修，遭到破坏 已完成隔离设施建设 是

31 甘孜州炉霍县 尖尖山陡日沟饮用水源地

保护区内有交通穿越，无交通警示标示 防护隔
离设施部分损坏。未设置二级保护区界标、标
识

施工单位已进场开展隔离设施
和标识标牌建设

否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32 甘孜州甘孜县 绒岔沟饮用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批复，无保护区划分方案。取水
口坐标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  未制作保护
区矢量边界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33 甘孜州甘孜县 绒岔沟饮用水源地 有一条通村道路
已制定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制
度，设置了交通警示牌

是

34 甘孜州甘孜县 绒岔沟饮用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类有农业种植 （ 26668）平方米
已制定禁止或限制使用含磷洗
涤剂、农药、化肥以及限制或
逐步退出种植措施。

是

35 甘孜州甘孜县 绒岔沟饮用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内有甘孜镇绒岔村农牧民（ 30 ）
户（ 146 ）人

甘孜镇绒岔七八九村农村环境
综合治理方案已批准，资金已
到位，正在进行前期工作

否

36 甘孜州甘孜县 绒岔沟饮用水源地 一侧护栏不完整 已及时修复完善 是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37 甘孜州甘孜县 卓达沟饮用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有省道S455穿越
已制定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制
度，设置了交通警示牌

否

38 甘孜州新龙县 日龙普沟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批复，取水口坐标有误，保护区
范围不合理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39 甘孜州新龙县 甲拉西沟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批复，取水口坐标有误，保护区
范围不合理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40 甘孜州德格县 柳林子饮用水源地 水源开始枯竭，正申请撤销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41 甘孜州德格县 欧普龙饮用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批复，无保护区划分方案  取水
口坐标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42 甘孜州德格县 欧普龙饮用水源地 未设置二级保护区界标、标识 正在整改 否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43 甘孜州德格县 八里达饮用水源地 新划分水源保护地方案
保护区划分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44 甘孜州德格县 八里达饮用水源地 未开展规范化建设
待水源地保护方案完成后，开
展规范化建设。

否

45 甘孜州白玉县 比柯沟饮用水源地

取水口坐标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需重新
调整保护区，制作保护区矢量图  二级保护区
生活便道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已封闭道路。现
正采取工程措施，在一级保护
区下游修建围墙对上游进行封
闭隔离，已完成总工作量的
75%。

否

46 甘孜州白玉县 比柯沟饮用水源地 未设置二级保护区界标标识
与隔离工程一并实施，目前正
在制作保护区界牌

否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47 甘孜州白玉县 磨房沟水源地 未设置二级保护区界标标识
与隔离工程一并实施，目前正
在制作保护区界牌

否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48 甘孜州白玉县 磨房沟水源地

取水口坐标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需重新
调整保护区，制作保护区矢量图。二级保护区
生活便道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已封闭道路 现
正采取工程措施，在一级保护
区下游修建围墙对上游进行封
闭隔离，已完成总工作量的
75%

否

49 甘孜州白玉县 木工沟水源地

取水口坐标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需重新
调整保护区，制作保护区矢量图  二级保护区
生活便道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已封闭道路。现
正采取工程措施，在一级保护
区下游修建围墙对上游进行封
闭隔离，已完成总工作量的
75%。

否

50 甘孜州白玉县 木工沟水源地
未设置二级保护区界标标识，一级保护内有工
棚、炸药库、废弃油桶

已完成工棚拆除及废弃油桶清
理，已在技术报告中对水源地
下方的炸药库进了安全评估，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正在制作保护区
界牌

否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51 甘孜州石渠县 翁曲河饮用水源地
取水口坐标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未制作
矢量边界信息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52 甘孜州石渠县 尼呷镇地下水

翁曲河饮用水未建成前，尼呷镇居民均自家打
水井取地下水使用，建成后大部分居民使用自
来水，部分农牧民使用水井，不存在集中使用
地下水供水情况

该水源地不属于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也未划定保护区，已报
告省环保厅

是 甘环甘环甘环甘环 [2018]43号号号号

53 甘孜州石渠县 石渠县打测沟水源地 待划定备用水源地，未建设备用水源保护设施
保护区划分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54 甘孜州色达县 色拉沟饮用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批复，无保护区划分方案  取水
口坐标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未制作保护区
矢量边界

保护区调整技术报告已通过专
家审查复核正按程序上报审批

否

55 甘孜州色达县 二条沟饮用水源地 尚未完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

已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项
目，在二条沟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区周边开展网围栏建设，在
保护区周边设立水源地保护警
示牌、严禁放牧及日常作业相
关警示牌  已完成工程量清单
编制，正开展财评工作

否

56 甘孜州色达县 二条沟饮用水源地 牧民在保护区周边进行放牧活动

已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项
目，在二条沟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区周边开展网围栏建设，在
保护区周边设立水源地保护警
示牌、严禁放牧及日常作业相
关警示牌  已完成工程量清单
编制，正开展财评工作

否

57 甘孜州理塘县 喇嘛沟饮用水源地

第46专项督查组现场检查发现一二级保护区界
标、警示标识不规范、不完善，保护区防护网
损坏严重，水源未连接水厂，水量极小，已不
适合作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建议取消该水源
地

保护区撤销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专项督查专项督查专项督查

组交办问题组交办问题组交办问题组交办问题

58 甘孜州理塘县 夺曲河饮用水源地 未划分保护区范围
保护区划分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59 甘孜州理塘县 夺曲河饮用水源地 未设置二级保护区界标、标识 已设立二级保护区界标标识 是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60 甘孜州巴塘县 鹦哥嘴饮用水源地 通村公路贯穿一、二级保护区
已将取水口上移至上游12公里
处的江巴顶村亚切拉沟

否

61 甘孜州巴塘县 鹦哥嘴饮用水源地
取水口上移，无保护区划分批复，无保护区划
分方案,未制保护区矢量边界

巴塘亚切拉沟水源地保护区调
整报告已上报省政府，待批复

否

62 甘孜州巴塘县 鹦哥嘴饮用水源地

第46专项督查组现场检查发现一二级保护区界
标、警示标识不完善，防护网损坏严重，建议
按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
要求进行整改

已将取水口上移至上游12公里
处的江巴顶村亚切拉沟，取水
管网已建成，正在修建拦水
坝,坝体已修建完成1/3工程，
且正在修建沉沙池(近期为雨
季工程进展缓慢），待工程建
设完成后立即开展保护区规范
建设

否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专项督查专项督查专项督查

组交办问题组交办问题组交办问题组交办问题

63 甘孜州乡城县 冷龙沟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区标识标牌未规范 已完成保护区标识标牌 是

64 甘孜州乡城县 冷龙沟饮用水水源地
取水口上方300米处正在施工建房（民用房），
取水口下方30米处有炸药库

取水口上调300米，实施方案
立项批复已下达，工程量清单
编制工作已完成，组织财评审
核工作

否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专项督查专项督查专项督查

组交办问题组交办问题组交办问题组交办问题

65 甘孜州乡城县 冷龙沟饮用水水源地 顺河道有进山公路
纳入取水口上移工程中，封闭
进山公路

否

66 甘孜州乡城县 冷龙沟饮用水水源地
取水口坐标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未制作
保护区矢量图。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67 甘孜州乡城县 仁真拥饮用水源地 无省政府批文
保护区划分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68 甘孜州稻城县 贡巴沟饮用水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批复，无保护区划分方案。取水
口坐标有误，保护区范围不合理  需重新调整
保护区，制作保护区矢量图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69 甘孜州稻城县 贡巴沟饮用水水源地 未设置二级保护区界标、标识
待调整划分技术报告审批后，
按照审批的保护区范围设立二
级保护区界标、标识。

否
第第第第46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专项督查组

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新提出问题

70 甘孜州稻城县 傍河乡余德沟饮用水源地
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编制已完成，并通过专家

技术审查，暂未复核、报批

保护区划分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71 甘孜州得荣县 格绒勇饮用水源地
有保护区划分批复，无保护区划分方案；保护
区范围不合理，未制作矢量边界信息

保护区调整报告已上报省政
府，待批复

否

72 甘孜州得荣县 格绒勇饮用水源地 未设置保护区隔离设施，需重新布设管网

该水源地保护工程实施具体方
案正在编制中，具体实施方案
一经政府同意，立即实施保护
区建设县环林局已自筹资金，
购置隔离栏，制作界标、道路
交通警示牌等，在批复下达之
前对取水点附近进行临时的隔
离保护  县政府已安排住建局
（水厂）着手安排取水口上移
后的管网架设工作

否

73 甘孜州得荣县 冻谷沟饮用水源地 该水源地管网等水源保护设施经泥石流冲毁
该水源地被泥石流冲毁停用，
已报省环保厅。

是 甘环甘环甘环甘环 [2018]43号号号号

74 甘孜州得荣县 格子达饮用水源地
新编制的保护区划分方案不符合相关要求，未
制作保护区矢量边界信息

正按程序上报审批 否

75 甘孜州得荣县 格子达饮用水源地 未设置保护区隔离设施，需重新布设管网

按照专家组复核后的方案立即
拟定水源地保护工程实施具体
方案，保护区划分方案一经批
复，立即实施保护区建设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