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地 水源地名称 问题具体情况 整治进展情况
是否完成

整治
备 注

1 龙泉驿区
龙泉驿水一厂宝狮

湖饮用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内有5户农户、1
户农家乐未搬迁。

印发《成都市龙泉驿区深入推进龙泉驿水一厂宝狮湖
饮用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改工作方案》，明确由柏合镇
于2018年10月31日前全部拆除5户农户、1户农家乐。

未完成

生态环境部重点整治
水源地、中央督查整
改水源地、生态环境
部督查问题交办水源
地。

2 新都区
新都区第三自来水
厂石杏支渠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内存在11户散居
农户、二级保护区内存在17
家工业企业、1家农家乐和4
家畜禽养殖。

5月10日，新都区印发《成都市新都区第三自来水厂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方案》，明确时
间节点、任务分工和工作要求，加快推进石堤堰水厂
水源保护区拆迁关闭工作。

未完成
省级专项整治水源地
、生态环境部督查问
题交办水源地。

3 温江区 寿安水厂水源地

保护区内有4座人行便桥横
跨天师堰一级保护区水域，
右岸有一条乡村公路穿过一
级保护区陆域，存在一定交
通风险。

4座人行便桥和一条乡村公路的防护设施建设，已列
入2018年温江区政府性投资项目，目前该工程已完成
施工图预审和内部评审，预计6月初完成招标挂网，
2018年11月30日前完成防护设施建设。

未完成
省级专项整治水源地
。

4 双流区
双流岷江自来水厂
金马河饮用水源地

1、金马湖大桥右岸下游200
米左右有1个“科技园西区
”清水沟尾水泄洪排口。
2、刘家院子处有1个农田退
水沟（双合排水沟）排口。

1、2018年5月24日，双流温江两地区政府分管区领导
带队，环保、水务等相关部门会同水利专家，再次对
清水沟排口整治方案进行实地踏勘。按照当天现场会
议要求，目前温江区水务局正在对清水沟方案进行完
善。               2、温江区已于2018年3月对双
合排水沟大朗堰分流处采取工程措施，完成封堵。

未完成
生态环境部重点整治
水源地

5 简阳市 张家岩水库
二级保护区内居民产生的污
水和垃圾未集中收集处理。

对二级保护区内的居民实施生态搬迁，约600余户村
民已签订了搬迁协议，占搬迁总数的75%。

未完成 省级专项整治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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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都江堰市
西区水厂饮用水水

源地

1、一级保护区内两岸存在
无关建筑未拆除；
2、一级保护区隔离设施及
标识标牌、界标不完善。

一是成都铁路局宝瓶山庄国有划拨土地上建筑，已完
成资产测绘工作，完成预评。目前已与成都铁路局达
成搬迁初步意见，待细化意见后签订协议；二是完成
对原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局家属区、四川省水利电力
工程局技工校宗地、枇杷林宗地的资产测绘工作，已
形成资产评估初次报告，目前，都江堰市政府已与该
局签订供地协议，但目前供地条件不具备搬迁条件，
正在协调供地事宜。涉及四川省水电工程局家属区74
户，其中：3户公有产权房屋住户已搬迁；71户私有
产权房改房搬迁，已全部完成签约工作，已搬迁66
户，另外5户正在协调搬迁事宜。三是四川省人体科
学都江堰疗养院和日兴鲟鱼科技有限公司经多次对接
会商，已完成了对四川省人体科学都江堰疗养院拆除
工作；目前，我市会同日兴鲟鱼科技有限公司，对青
城山镇、崇义镇、胥家镇三个拟搬迁点位进行了现场
踏勘，待该公司作进一步研究后，按程序进行选址。
四是涉及61户农房已完成签约57户，其中已拆除52
户，另5户正在拆除中；4户未签约。按照2017年度上
报的都江堰市西区自来水厂沙黑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一级保护区范围内的农户已全

未完成
生态环境部重点整治
水源地、中央督查整
改水源地

7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一水厂水源

地

一级保护区未实现封闭隔离
、保护区内存在无关建筑物
。

都江堰市正按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
整改方案开展供水整合。

未完成 中央督查整改水源地

8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二水厂水源

地

一级保护区范围内存在无关
建筑；一级二级保护区范围
标识标牌不规范。

都江堰市正按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
整改方案开展供水整合。

未完成 中央督查整改水源地

9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科技产业
开发区自来水公司

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范围内存在无关
建筑；一级二级保护区范围
标识标牌不规范。

都江堰市正按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
整改方案开展供水整合。

未完成 中央督查整改水源地

10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东城自来
水有限公司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范围内存在无关
建筑；一级二级保护区范围
标识标牌不规范。

都江堰市正按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
整改方案开展供水整合。

未完成 中央督查整改水源地

11 彭州市
彭州市龙门山镇沙
金河凤鸣湖段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87户散居农户
（含农家乐），面积约
82684.01平方米。

一级保护区87户农户（含农家乐），已签订搬迁协议
79户,拆除房屋78户，剩余8户正在加快推进。

未完成
生态环境部重点整治
水源地



12 彭州市
彭州西河水库水源

地
保护区未完善规范化建设。

该水源于2013年上移至彭州市龙门山镇沙金河凤鸣湖
段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目前已停止取水，正在按程序
上报取消该保护区。

未完成 中央督查整改水源地

13 金堂县
金堂北河饮用水源

地

保护区内存在清江镇金港工
业园，清关大桥未设置导流
槽、应急池。

企业已全部停产，计划进行整体搬迁，导流槽、应急
池正在施工。

未完成 省级专项整治水源地

14 金堂县
金堂县东风水厂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

二级保护区内 S101省道
K44-45处存在交通穿越及散
居农户居住。

正在进行导流槽、应急池施工；针对二级保护区内的
散居农户，正在进行入户调查、立项工作。

未完成 省级专项整治水源地

15 金堂县
金堂县红旗水库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

一级保护区内存在交通穿越
及散居农户居住。

已组织现场勘察，正在制定改道方案；针对一级保护
区内的散居农户，正在制定搬迁方案，待审批。

未完成 省级专项整治水源地

16 大邑县
大邑县晋原三水厂

饮用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内存在300平方
米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无
关的建筑物。

已纳入大邑县水污染防治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和饮用水
水源保护年度工作目标任务，明确了牵头单位和责任
单位，正在制定整改方案。

未完成 省级专项整治水源地

17 蒲江县
蒲江县二水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

一级保护区内由1983年建成
运行长滩电站。

完成情况调查、电站关停拆除暨整改方案初稿的编
制，正在联络中介评估机构。

未完成 省级专项整治水源地

18 蒲江县
蒲江县西河饮用水
水源地（备用水

源）

一级保护区存在116户散居
农户，面积约25000平方米
。

拟制了《饮用水备用水源调整情况报告》，积极与川
农大环境学院专家、教授对接，共同研讨备用水源划
分相关事宜。

未完成
生态环境部重点整治
水源地、生态环境部
问题交办水源地

19 新津县
西河白溪堰饮用水

水
源地

一级保护区内有兴义镇散居
住户131户、亚成驾校。

拟定搬迁方案,6月30日前完成一级水源保护区（兴义
镇）摸底数据核实工作；关闭了亚成驾校，制定整改
方案，下一步将实施拆迁。

未完成
生态环境部重点整治
水源地

20 新津县
西河白溪堰饮用水

水
源地

二级保护区内有液化汽配送
中心、三禾汽车维修站、2
处大型停车场、活活饭店、
安泰烟花爆竹公司及兴义镇
145户农户、五津镇临江村
15组1户。

液化汽配送中心，已关闭，3月签订搬迁协议；三禾
汽车维修站，已断电停业，纳入棚户区改造范围；2
处大型停车场，旱厕已停业，已纳入棚户区改造范
围；活活饭店，已安装污水处理一体化设施，处理后
废水接入附近临污站；安泰烟花爆竹公司，已建成蓄
粪池，待杨牌村二组林盘污水截污工程管网建成后再
将生活废水接入；兴义镇散居住户145户（户籍人数
566人），已与第三方设计公司签订了林盘污水处理
工程设计合同，正在开展勘查和设计；五津镇临江村
15组1户，已封堵旱厕。

未完成
生态环境部重点整治
水源地

21 邛崃市
邛崃市南河石河堰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

保护区未完成规范化建设。 已完成 中央督查整改水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