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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确保水库、重点河流等重要部位的防洪安全，及时、妥善处置洪水灾害

突发事件，使洪水灾害处于可控状态，做到在标准内洪水不垮坝、不决堤；遇超

标准洪水有预案、有措施，全力抢险，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

社会稳定，促进新常态下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1.2 工作原则 

（1）坚持统一调度、统一指挥，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 

（2）加强洪水的预警预报，坚持提前防御、有的放矢的原则； 

（3）坚持蓄泄兼筹、上下游兼顾、团结协作、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

则； 

（4）发生设计标准及以下洪水时，确保防洪工程及防洪保护区的安全。 

（5）发生超标准洪水时，采取应急措施，科学调度，奋力抢险，努力把灾

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1.3 工作目标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区域内河道、水库度汛安全；确保我县主

要交通干道、通讯、供水、供气、输电线路及重要经济目标的安全。全力保障城

乡居民用水安全，千方百计满足生产、生态用水需求。 

1.4 编制依据 

根据以下法律法规、批复文件及相关技术文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方

案。 

（1）法律法规 

file:///C:/Users/crazy/Desktop/5æ��/æ�¿å��å��22å�·.doc%23_Toc286316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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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

法〉办法》。 

相关技术文件 

《辽宁省实施〈防洪法〉办法》、《辽宁省市、县级年度防御洪水方案编制简

则》、《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和《抚顺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5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县范围内突发性洪水灾害预防和应急处置。突发性洪水灾害

包括：自然或人为因素导致的我县县区内洪水、暴雨渍涝等灾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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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概况 

2.1 地理位置 

抚顺县位于辽宁省东部，地处东经 123°39′～124°26′，北纬 41°26′～

42°04′。东与新宾县、清原满族自治县相接，西与抚顺市区、沈阳市市区和抚

顺开发区毗邻，南同本溪市本溪县为邻，北与铁岭市相连，是“七山一水分半田，

半分道路和庄园”的山区县。 

境域总面积 1701 平方公里。现辖 8 个乡镇，95 个行政村，总人口 11.6 万人。

抚顺县共有流域面积 20平方公里以上的主河道中小河流 41条，总河长 420公里，

其中流域面积在 3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2 条，即东洲河、社河，100 公里-300

平方公里河流有 5 条，即百花河、前安河、王木河、古城子河、马圈子河。马圈

子乡属于太子河流域，其他 7 个乡镇属于浑河流域。中小型水库 19 座，总库容

6158.56 万立方米。 

2.2 水文气象 

抚顺县属暖温带大陆湿润性季风气候，季节特征显著，春季温暖多风，夏季

炎热多雨，秋季艳阳气爽，冬季寒冷积雪。年平均气温+6.5℃，地面温度多年平

均+8℃。年际温差和地域温差较大，无霜期最长 178 天，最短 127 天，东部山区

无霜期一般为 140 天，西部平原为 155 天，年平均无霜期为 152 天。年平均降水

量 800 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 67%。 

2.3 全县基本情况 

全县共 8 个乡镇，95 个行政村，境内总面积 1701 平方公里，总人口 11.6 万

人，耕地面积 36.5 万亩，其中水田面积 4.79 万亩，旱地面积 31.71 万亩，全县

粮食作物播种 20.3 万亩，年产量 7.8 万吨。农业除粮食生产外，已初步形成葡萄、

蔬菜、林果、菌蛙、畜禽、药材商品基地。林业方面，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38000

亩，我县已是辽宁省木材基地之一。 

file:///C:/Users/crazy/Desktop/5æ��/æ�¿å��å��22å�·.doc%23_Toc35637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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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工业生产以铁、镁、地板等骨干行业为主导，初步形成了依托本地资源

和城市辐射为主的工业体系。在第三产业方面，主要形成了房地产开发、旅游、

交通运输为重点的三大产业链条。 

2019 年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4.3%，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5 亿元，增长 10.7%，农民可支配收入 1.6 万元，增长 7.3%。 

抚顺县境内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全县各级各类公路共有 94 条，

油路总里程达 818.89km，现已实现村村通油路。沈通线公路、沈环南线公路、

以及抚清线、双石线、苏边线等县级公路，构成了布局协调、快速便捷的交通网

络。 

2.4 历史洪灾情况 

调查、搜集我县历史山洪灾害情况，分析我县山洪灾害，类型及易发区，描

述典型山洪灾害。 

抚顺县 1986—2017 年的二十年间共发生 11 次洪水灾害情况简述如下： 

1986 年 7 月 31 日—8 月 2 日，全县平均降雨量 70.9 毫米，受灾农田 9.65

万亩，经济损失约 950 万元。 

1993 年全县汛期降水总量达 658 毫米，比历史年均值增多 84 毫米，8 月 3

日 17 时—4 日 8 时，官山水库降雨 201 毫米，英守水库降雨 156 毫米，全县 16

个乡镇，250 个村受灾，经济损失约 1752.5 万元。 

1994 年 6 月 29 日 11 时 30 分—14 时 30 分海浪乡 3 个小时降雨 160 毫米，

造成严重洪灾：8 月 14 日 8 时—16 日 8 时，全县平均降雨在 124—194 毫米，造

成较大的洪灾，经济损失约 13961 万元。 

1995 年 7 月 29 日前后全县连降暴雨或特大暴雨，7 月 25 日—26 日全县平

均降雨量 104 毫米，其中兰山水库 149 毫米，紧接着 7 月 28 日—30 日全县平均

降雨量 320 毫米，其中救兵站 575 毫米，全县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洪灾。农村工

矿企业、乡镇基础设施和人民群众财产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失，直接经济损失达

14.24 亿元。 

1996 年降雨量主要集中在 7 月下旬，7 月 23 日 14 时—20 时，6 个小时内章

党乡降雨 154 毫米，刘山乡降雨 163 毫米，兰山乡降雨 172 毫米，7 月 23 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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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24 日 8 时，21 个小时章党乡降雨 167 毫米，刘山水库降雨 191 毫米，兰山

水库降雨 211 毫米，其它地区普降暴雨，全县遭受巨大损失，经济损失 2.56 亿

元。 

1999 年 7 月 30 日 8 时—17 时全县平均降雨量 53.2 毫米，降雨中心救兵乡 5

小时降雨 103 毫米，救兵、峡河、后安三个乡镇遭受巨大损失，经济损失达 1.2

亿元。 

2005 年 8 月 13 日我县发生了 95 年 7 月 29 日以来的又一次特大洪水灾害。

8 月 13 日 23 时—14 日 8 时全县普降暴雨、特大暴雨，全县平均降雨量 214.9 毫

米，降雨量最大的马圈子乡，三个半小时降雨 303 毫米。全县 12 个乡镇全部受

灾，受灾人口 96047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21.9 万亩，失踪 6 人，这次洪灾使全

县的农业、工业、商贸业、水利、交通、电力、通讯、文教卫生等各行业及人民

群众生活遭受严重的破坏，直接经济损失 9.7 亿元。 

2010 年 7 月 31 日我县发生了 05 年 8 月 13 日以来的又一次特大洪水灾害。

7 月 30 日晚 22 时至 7 月 31 日 15 时，我县境内普降大到暴雨，平均降雨量达 76.1

毫米，其中汤图乡降雨量达 227 毫米，后安镇降雨量 214 毫米，其他乡镇降雨量

在 85 毫米左右。此次降雨，使我县 10 个乡镇遭受了重大洪涝灾害。 

据初步统计，全县受灾乡镇 10 个，其中重灾乡镇 5 个，重灾村 30 个，后安

镇、汤图乡受灾最为严重。全县受灾人口 5.5 万人，成灾人口 2.5 万人，紧急转

移安置人口近 1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3320 公顷、成灾面积 2100 公顷、绝收面

积 1072 公顷。全县过水房屋 1230 户、3690 间，倒塌房屋 71 户、173 间，损坏

房屋 415 户、1245 间；冲毁公路 20 余公里、河堤 30 多公里、桥梁 5 座，受损

桥梁 10 座，冲毁涵洞 5 个，供电线路断线 3 处，倒杆 18 根，停电线路 7 条、两

个台区，直接经济损失 0.71 亿元。 

发生在我县的山洪灾害主要是洪水灾害，易发地区遍及全县 8 乡镇，但在山

高坡陡河道比降较大、水土流失情况比较严重处更易发生，而且造成的损失也更

为严重。 

2013 年 8 月 16 日 8 时至 8 月 17 日 8 时，全县普降暴雨，平均降雨量为 115

毫米，最大点雨量救兵乡 170 毫米，超过 100 毫米的雨量站还有 8 处。 

全县受灾人口：19533 人。 



抚顺县防御洪水预案 

 6 

紧急转移人口：2167 人。 

全县损坏房屋 58 户、163 间，倒塌房屋 11 户、28 间，直接经济损失 171 万

元。 

农作物受灾面积 27052 亩，成灾面积 14550 亩，绝收面积 12428 亩，受灾经

济作物 74.2 亩，受灾农业设施 2 处，直接经济损失 2366 万元。 

广电设施损坏光发射机等设备，直接经济损失 153 万元。 

水利设施损毁河堤 59 处、39 公里，决口 16 处、4 公里，水毁拦河闸坝 7

座、灌溉设施 10 处、自来水 3 处，直接经济损失 6189 万元。 

县级公路损毁 49 处，冲毁路基 3.2 公里、黑色路面 0.94 公里，损毁桥梁 5

座，沿河防护受损 10 处、11970 立方米，直接损失 801.55 万元。农村公路中，

33 条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其中 4 条公路交通中断，损毁乡村公路路基 3 公里、

1.3 万立方米，损毁黑色路面 5.8 公里、2.3 万平方米，桥梁全毁 2 座、54.5 延米，

局毁 25 座、872 延米，损毁涵洞 12 座，直接经济损失 535.8 万元。 

此次灾害造成全县经济损失共计 10216.35 万元。 

2016 年 8 月 12 日 15 时开始至 13 日 8 时，全县平均降雨量 58.2 毫米，最大

点雨量出现在后安镇郑家村 179 毫米，超过 100 毫米的站点有 9 处，降水主要集

中在上马、后安、汤图、救兵四个乡镇，最强降雨过程主要集中在 13 日 4 时至

13 日 7 时，最大雨强 1 小时最大降雨郑家 79 毫米。 

全县共转移 612 户，3027 口人，投亲靠友 1274 人，转移到安置地点 1753 人。 

全县冲毁河堤 24.93 公里（47 处），倒塌房屋 20 间，道路中断 5 条，损毁

27 处，桥梁冲毁 4 座，受灾面积 13316.5 亩，其中绝收面积 2341.5 亩，成灾面

积 6918.5 亩，通讯电力损失 220 万元，全县直接经济损失共计 5475 万元。 

表 1                历史山洪灾害损失情况表 

时间 

 

年 

灾害 

 

类型 

受灾 

人数 

万人 

受灾 

面积 

万亩 

死亡 

人数 

人 

倒房 

 

间 

经济 

损失 

万元 

日最大降

雨量 

mm 

时段 

降雨 

mm 

1986 洪水  9.65   950  70.9 

1987 冰雹  3.18   320   

1993 洪水 16.8 4.78  180 1752.5 201 201 

1994 洪水 11.7 7.06  25 12961 160 160 

1995 洪水 15 20.1 39 6545 142400 475 320 

1996 洪水 6.99 7.29  969 22556 21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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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洪水 3.8 1.8  30 16000 103 103 

2005 洪水 12.2 21.9 6 978 97000 334  

214.9 

2010 洪水 5.5 4.98  173 7100 227 76.1 

2013 洪水 1.95 2.7 3 28 10216 170 170 

2016 洪水 0.32 1.33  20 5475 17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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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河流洪水防御 

3.1 主要河流概况 

行政区划后，抚顺县共有流域面积 20 平方公里以上的主河道中小河流 41

条，总河长 420 公里，其中流域面积在 3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2条，即东洲

河、社河，100 公里-300 平方公里河流有 5条，即百花河、前安河、王木河、古

城子河、马圈子河。马圈子乡属于太子河流域，其他 7个乡镇属于浑河流域。 

（一）社河流域概况 

社河流域地理坐标位于东经 124°21′55″～124°31′29″，北纬 41°

32′18″～41°46′00″，流域面积 462.42平方公里，河长 45.471公里。河道

比降 6.95‰，比降较陡，属于山区性河流。 

社河上游分东西两支，东支发源于抚顺县马圈子乡新开岭，西支发源于救兵

乡柜子石。台沟以上河长 45.471公里，全流域面积为 462.42 平方公里。西支腰

卜水库控制流域面积为 139 平方公里，东支后安以上控制流域面积为 174.58 平

方公里，西支河长为 22.0公里（至东、西支汇流处后安），社河干流为西支经后

安至台沟。本流域内含有两个乡镇，即后安镇、上马乡。所属村屯 39 个，其中

后安镇 25个，上马乡 14个。流域内人口为 3万余人，流域内耕地 41600亩，其

中旱田 32641亩，水田 8959亩。 

社河流域历史最高洪峰流量 1372.8 立方米/秒，目前社河除上马老乡政府

（二十年一遇防洪标准）和后安大桥上游护村堤（五十年一遇防洪标准）外，其

余堤防都为 10 年或以下防洪标准。 

社河流域在近年的“95.7”、2005 年“8.13”和 2010 年“7.31”经历三次

较大洪水，堤防工程损毁严重，尤其是 2010 年的“7.31”洪水，使社河流域堤

防基本损毁，个别河段出现决口。截止目前，社河流域已建堤防 36 公里，其中

工程防护为 14 公里。 

（二）东洲河流域概况 

东洲河为浑河左侧一级支流，流域面积 537.6km2，属中小河流。东洲河发源

于高家店柜子石，经度为 124°8′48″，纬度为 41°328′1048″，终点为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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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经度为 124°47′448″，纬度为 44°47′44″,该河流河流长度 58.5km，

其中抚顺县境内河流长度为 45.5 km，流域面积为 402.2 km2,河道比降 5.72‰。

东洲河分为三条支流,其中一条支流在救兵乡王木村北南分为救兵支流和峡河支

流。两支流汇合后，流经救兵乡新堡小东村大东村在大伙房水库坝下约 6.5公里

处汇入浑河。支流二为洋河支流,流经抚顺县洋河村,塔二丈村,魏家村,经碾盘乡

平山村汇入东洲河。支流三为兰山河支流，该支流流经东洲区兰山乡，在石油二

厂汇入东洲河。东洲河流域为低山区。流域的地势较高，最高山峰为柜子石，海

拔高程为 967.5m。汇入浑河口处高程为 89m 左右。河谷平均宽度为 100～200m

不等。河床多由砂卵石组成，比较稳定。 

（三）百花河流域概况 

百花河为浑河东侧发育较大河流，流域面积 138.9平方公里，河流长度 38.2

公里。百花河发源于三块石老黑槽沟经度 124°24＇28" ，纬度 42°3＇53"，终

点为竖碑，经度 124°15＇24"，纬度 41°53＇47"。发育地貌属丘陵地貌，河道

平均比降为 26.36‰，河堤堤防属百花河河流冲洪积河漫滩及一级阶地地貌，一

般地段平缓。百花河流域为低山区。河谷平均宽度为 100～200m不等。河床多由

砂卵石组成，比较稳定，多年平均径流量 0.326亿 m
3
。 

（四）古城子河流域概况 

古城子河是浑河流域的一级支流，流域面积 136.02方公里，河流长度 21.7

公里。河流发源于抚顺县石文镇高头岭（河源高程 421.2m），流经八家子、英守

村、石文镇、塔峪镇、五老屯，在古城子南窑地进入市区，沿西路天矿坑西侧过

新生桥、望花桥汇入浑河，古城子河全长 21.7km，抚顺县境内古城子河保护面

积共有 286.73km2，保护范围内人口 7.2 万，保护范围内共有耕地面积 10.8万亩。  

3.2 重点河段存在主要问题 

近几年在国家加大了中小河流治理力度，使抚顺县重点河段防洪能力有了较

大改善，但由于资金有限，河道只对局部段进行治理，其他未治理段仍然存在薄

弱环节，如遇较大洪水，河道两岸生命财产安全能以保证。抚顺县重点河流已达

标和未达标的堤段见下表： 

表 2                    已达标堤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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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河流名称 位置 
已达标长

度(km) 
岸别 防洪标准 

1 社河 
后安镇腰堡水库上游至王家

村段 
11.506 左右岸 10年 

2 东洲河 全线 42.15 左右岸 10-20 年 

3 古城子河 全线 17.2 左右岸 10年 

4 马圈子河 马圈子乡西川至金斗 12.68 左右岸 10年 

5 百花河 汤图乡 15 左右岸 10年 

6 王木河 救兵镇 12 左右岸 10年 

7 前安河 后安镇 0     

表 3                    未达标堤防表 

序号 河流名称 位置 
未达标长

度(km) 
岸别 

现状防

洪标准 

规划防

洪标准 

1 社河 
后安镇腰堡水库下游至台沟

村段 
21.2 左右岸 5年 10 年 

2 东洲河 全线 0 左右岸 10年 10 年 

3 古城子河 全线 0 左右岸 10年 10 年 

4 马圈子河 马圈子乡铁矿至西川 4 左右岸 5年 10 年 

5 百花河 
汤图乡石棚子至汤图村大东

山 
3 左右岸 5年 10 年 

6 百花河 汤图乡韩家堡沟至大杨沟 2 左右岸 5年 10 年 

7 百花河 竖碑段 2 左右岸 5年 10 年 

8 王木河 
救兵镇关山水库至东洲河汇

河口 
4 左右岸 5年 10 年 

9 前安河 后安镇馒首村至社河全线 21 左右岸 5年 10 年 

 

3.3 防洪任务 

主要重点河流险工险段：社河腰堡水库下游至台沟村段，土堤长 21.2km ，

保护人口 1500 人、耕地 26500亩，存在主要问题是汛期水流量大、无工程防护。 

马圈子河铁矿至西川段，土堤长 4km，保护人口 550 人、耕地 1000 亩，存

在主要问题是河堤断面小、抗洪标准低、无防护措施。 

百花河汤图乡石棚子至汤图村大东山段，土堤长 3km，保护人口 2200 人、

耕地 3100 亩，存在主要问题是抗洪标准低、无防护措施。 

百花河汤图乡韩家堡沟至大杨沟段，土堤长 2km，保护人口 1350 人、耕地

2200亩，存在主要问题是河堤断面小、抗洪标准低、无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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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河竖碑段，土堤长 2km，保护人口 1100人、耕地 1700亩，存在主要问

题是河堤断面小、无防护措施。 

王木河救兵镇关山水库至东洲河汇河口段，土堤长 4km，保护人口 1100人、

耕地 1800 亩，存在主要问题是无防护措施。 

前安河后安镇馒首村至社河段，土堤长 21km，保护人口 7500人、耕地 13000

亩，存在主要问题是河堤断面单薄、无防护措施。 

3.4 防御措施 

（一）遇暴雨和警戒水位时处置方案： 

1．防汛办戒备值班，防汛指挥部常务副指挥和防汛办主任进岗到位，向县

政府报告雨情、水情，并向有关单位和乡镇发布雨情、水情信息。 

2．气象、水文部门及时分析和提供雨情、水情预报，努力提高预报精度。 

3．各成员单位、各乡镇安排人员实行 24小时值班。 

4．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巡查员实行 24小时不间断巡查。 

5．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的职责，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6．低洼地区做好物资和人员转移准备工作。 

7．防汛物资储备单位值班人员进岗到位，随时供应防洪抢险物资。 

（二）标准内洪水防御 

（1）遇洪水频率 P=20%(五年一遇)时处置方案： 

1．防汛指挥部正副指挥和成员、乡镇防汛防旱领导小组成员全部进岗到位。 

2．防汛办增加值班人员，全面掌握雨情、水情、工情，做好上情下达，下

情上报。 

3．各部门、各单位、各乡镇将暴雨和警戒水位阶段的准备、部署落实情况

书面电话传真到县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 

4．乡镇和工程业主增派人员，加强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巡查。 

5．受洪水、山洪威胁区域人员和重要物资(特别是有毒、危险物资)，立即

转移至安全地带；做好转移区域内的安全保卫工作。 

（2）遇洪水频率 P=10%～2%(十年～五十年一遇)时处置方案： 

按上述一、二方案执行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实际，组织力量进行防洪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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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标准洪水防洪预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在紧急防汛期，防汛指挥机

构根据防汛抗洪的需要，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

人力，决定采取取土占地、砍伐林木、清除阻水障碍物和其他必要的紧急措施；

必要时，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按照防汛指挥机构的决定，依法实施陆地和水面

交通管制。” 

“当江河、湖泊的水情接近保证水位或者安全流量，水库水位接近设计洪水

位，或者防洪工程设施发生重大险情时，县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可以宣布进入

紧急防汛期” 

还应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1．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通过广播或电视台向全县人民发出动员令，

动员全县干部群众积极投入抗洪救灾斗争，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防汛指挥部全体成员单位，按各自负责的工作范围发动组织人员抢险，

指挥群众疏散转移。 

3．全县各部门、各单位要积极组织人员防洪抢险，并安排人员昼夜值班，

随时掌握本部门、本单位抗洪抢险情况，及时上报。 

4．水文、气象部门要及时通报雨情、水情、风情等气象信息。县电力、通

讯、交通等抢险组要组织人员检查线路，一旦发生故障，立即排除，保证防洪抢

险照明、防汛指令和抢险物资畅通无阻。 

5．凡有车辆的部门和单位，在抢险救灾中要由县防汛指挥部统一调动，做

到调之即来，来之能用。 

6．县公、检、法等政法部门，要组织干警到现场维护治安，协助指挥部指

挥群众有组织地进行疏散。 

7．县武装部要组织民兵配合民警，在沿溪河两岸的街道、银行、政府等重

要部门站岗放哨，并在群众撤退时所经过的路线维护秩序。 

受洪水影响必须转移时，按洪水风险图确定的转移方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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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库洪水调度 

4.1 主要水库情况 

抚顺县境内共有中小型水库 19 座（尾矿库 33座），其中中型水库 2座，小

一型水库 10座，小二型水库 7座，总库容 6158.56万立方米。 

 

 

 

 

 

 



表 4                                                抚顺县中小型水库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名称 规模 

设计

标准 

校核

标准 

是否 

达标 
保护对象 

1 腰堡水库 中型 50 1000 达标  后安、上马 2 个乡镇 12个村屯，15000多人，17000亩耕地 

2 英守水库 中型 50 2000 达标 
水库下游西露天矿、石油三厂、抚顺铝厂、抚顺特钢等多家单位及望花居民区、

石文镇居民区 

3 官山水库 小（一） 30 300 达标 
石文镇人口 10000 人，耕地 2000亩，并担负着官山水库以下 500亩农田的灌溉

任务，下游公路。 

4 前安水库 小（一） 30 300 达标 
前安村人口 1000 人，耕地 1000亩，并担负着前安水库以下 400亩农田的灌溉

任务。 

5 康大水库 小（一） 30 300 达标 康大村人口 1500 人，下游耕地 1500亩，水库溢洪道右岸堤上公路。 

6 眼望水库 小（一） 30 300 达标 下游村民和耕地 

7 虎台水库 小（一） 30 500 达标 
虎台村、五牛村、马郡村、后腰村人口 10000多人，耕地面积 30000亩，其中

水田面积 17800 亩。 

8 洋湖水库 小（一） 50 500 达标 石油二厂，保护人口 1700人，保护耕地 45010 亩 

9 夏家水库 小（一） 30 300 达标 夏家村，其中有 3800多亩耕地，及 10000多口居民， 

10 草盆水库 小（一） 30 300 不达标 草盆村及马圈子乡政府，县级公路一条，另有 1500 亩耕地，及 10000多口居民。 

11 三块石水库 小（一） 30  300 达标 下游村民和耕地 

12 东沟水库 小（一） 30 300 达标 
马圈子乡 0.61 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下游公路受到威胁，同时水库还承担着

下游 2100亩灌溉任务 

13 通什水库 小（二） 10 20 达标 下游 0.1万人口、0.2万亩耕地 

14 大西沟水库 小（二） 10 20 达标 救兵乡大西沟村村民 

15 房申水库 小（二） 20 200 达标 海浪乡房申村 2000余人生命安全，水库下游村庄及 800亩耕地 

16 花红沟水库 小（二） 20 200 达标 海浪乡房申村、转山两村 1200人生命安全，耕地 4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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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通士水库 小（二） 20 200 达标 通士村 1000余人生命安全，水库下游村庄及 1000 亩耕地 

18 豆子沟水库 小（二） 20 200 达标 海浪乡海浪村 1200人，耕地 1000亩 

19 油房水库 小（二） 20 200 达标 上马乡油房村村民 



4.2 水库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加大了水库除险加固力度，至今为止

已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17座，今年续建小（一）型水库除险加固 1座，为通

什水库，计划在 2020年汛前完工；草盆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已完成，工

程总投资 285万元，计划在今年施工，汛前对水库库容进行放空处理来防御洪水。 

中型水库管理机构不完善，仍然是管理上的薄弱环节，急需解决。 

4.3 调度任务 

全县 19座水库分布在 8个乡镇境内，对 8个乡镇的耕地及人民生命财产都

有着不同的影响。水库的用水调度由县防汛指挥部门统一指挥。 

4.4 水库防洪调度措施 

①制定水库调度规程，落实和完善各项岗位责任，各水库管理单位在汛期必

须加强水库水情、工情、险情的监测与管理，建立健全防汛值班制度，明确防汛

职责，服从防汛部门的统一调配； 

②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运用方案，不得超汛限水位蓄水，库管员 24小时在岗

值守； 

③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凡有水库、尾矿坝的地方政府、办事处要根据

当地自然地理位置、水文气象和居民居住环境等情况，制定科学、合理、操作性

强的防洪抢险应急预案； 

④做好水库的设备检修工作，在汛前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水库的溢洪道、闸

门、电源、设施等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⑤加强通讯报汛工作，各水库管理人员要加密水情、工情、险情监测频次，

及时掌握当地雨情、水情信息，确保信息联络的畅通。出现险情时，水库管理单

位应按照防汛预案要求，进行除险防护，并及时通报上级有关部门，需要支援的

立即请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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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做好群众撤离工作，当下泄组合流量超过下游河道堤坝防护标准或出现可

能溃坝等险情时，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及时发出警报，第一时间通知下游群众

按照预案安全逃险，并立即上报上级防汛指挥机构，水库防汛人员视库区安全状

况决定是否立即撤离，以保证工作人员生命安全为原则； 

⑦按照水库年度防洪调度控制预案的规定，做好其它各项管理工作，确保水

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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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拦河工程洪水防御 

5.1 拦河闸、坝工程的现状 

抚顺县现有拦河闸、坝工程 32 座，即：石文镇毛公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

长 80米，坝高 1米；瓦房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80米，坝高 1米；石文翻板

闸工程，翻板闸全长 90米。 

马圈子乡拦河坝工程，全长 100 米，坝高 1米；北沟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

长 20米，坝高 1米；白菜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30米，坝高 1米；西川拦河

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40米，坝高 1米；红石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80米，坝

高 1 米；孤家子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80 米，坝高 1 米；东沟拦河坝工程，

拦河坝全长 50 米，坝高 1米。 

后安镇南章党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200米，坝高 1.5米；佟庄拦河闸坝

工程，拦河坝全长 35 米，坝高 1 米；后安拦河闸工程，拦河坝全长 105 米，闸

板高 1.8 米；后安大桥上翻板闸坝工程 1，拦河坝全长 120 米，坝高 1米；后安

大桥上翻板闸坝工程 2，拦河坝全长 80米，坝高 1米。 

汤图乡鲍家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80 米，坝高 1 米；汤图拦河坝工程，

拦河坝全长 60 米，坝高 1 米；石棚子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60 米，坝高 1

米。 

上马乡西谷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150米，坝高 1 米；温道拦河坝工程，

拦河坝全长 120 米，坝高 1米。 

救兵乡五牛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130米，坝高 1 米；新堡翻板闸工程，

拦河坝全长 92 米，闸板高 1.5 米；救兵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180 米，坝高

1米；马郡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160米，坝高 1米；王木拦河坝工程，拦河

坝全长 130米，坝高 1米；小东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160米，坝高 1米；大

东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190 米，坝高 1 米；康西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140米，坝高 1 米。 

海浪乡松树拦河坝工程，拦河坝全长 35 米，坝高 1 米；松树拦河闸工程，

闸长 22 米，叠板式拦河闸；转山翻板闸工程，闸长 70米，叠板式拦河闸和峡河

乡的峡河拦河闸工程，坝长 30 米，钢筋混凝土叠板式结构，冲砂闸，河堤护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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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米。灌溉面积达 1.12万亩。等。 

5.2 工程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 

由于大部分拦河闸、坝工程都是 90 年代初、中期修建，至今已历经近 20

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和损坏，随着近几年的雨水量增多，河道内水量增大，

造成工程毁坏日益严重，泄洪能力明显不足，有些工程已经失去原有工程效益，

而且还存在安全隐患，对下游的居民生活和田地灌溉构成威胁。 

5.3 汛期防御措施 

在汛期期间，派专人巡防，发现险情立即上报，并马上抢修。发生超标准洪

水时，主要采取土坝开口分流，以减少水流对坝体的冲击。为避免洪水漫坝漫堤，

还采取加高回水堤和土坝段，降低居民财产和下游田地的水毁程度。 

①建立防洪岗位责任制，职责清楚，任务明确，汛期人员全部上岗到位； 

②汛前对拦河工程进行检查、维护，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保证闸门启闭等

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③洪水期组织专人对闸坝及回水堤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处理，

确保闸坝能够正常行洪； 

④汛期闸坝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闸门全部打开； 

⑤发生标准内洪水，保证回水堤不决口、溃坝，洪水通过闸坝正常泄洪，保

证下游村屯、农田、铁路、公路安全； 

⑥发生超标准洪水，主要采取土坝开口分流，以减少水流对坝体的冲击，为

避免洪水漫坝漫堤，还采取加高回水堤和土坝段，尽可能保证铁路、公路交通干

线畅通，降低居民财产和下游田地的水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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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建重点水利工程基本情况 

抚顺县社河（腰堡水库下游至大伙房水库入河口段）河道治理工程，河道治

理长度 21.2km，防洪标准 10年一遇，工程等别Ⅴ等，主要建筑物级别 5级，工

程总投资 2084.75 万元，堤防治理形式为固滨笼护岸和生物防护。该工程准备在

2020年下半年进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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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山洪灾害防御 

7.1 山洪灾害易发区基本情况 

我县历年发生的各类山洪灾害绝大多数都是发生在每年汛期的主汛期内

7、8 月份，分析其原因是，我县全年的降雨量 60%以上集中在 7—9 月份，在这

个时期里已有一定的前期降雨量，如果再出现较集中的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在高

低气压和冷暖气流交汇的作用下，有时也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在这些不利因素的

综合作用下就会极易造成不同程度的山洪灾害。 

基于它的成因，所以这一类灾害往往会迅速突发，大的降雨尚未结束即能

成灾，集中连片以强降雨中心多源上下游影响，破坏力极强，这时容易出现暴雨

和台风的综合作用，对农村房屋农业耕地，工业，水利工程，交通道路，电力通

讯等诸方面造成巨大损失。 

7.2 防灾非工程措施现状及存在问题 

主要包括防灾知识宣传、监测通讯及预警系统，防灾预案及救助措施、搬

迁避让、防灾管理等方面。 

我县每年在防汛期间，都要召开各种防汛工作会议，下达县防汛指挥部的

有关指示精神，并要求传达至各部门、各乡镇及各村屯，并在汛前对县内每座水

库及重要堤防进行检查，对存在问题的工程下达整改意见，限期整改。 

    我县 8 个乡镇都做了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小（二）以上水库 19 座，

都编制了水库应急预案及水库下游重要经济目标逃险、避险预案。12 座小（一）

型以上水库都配备了无线电通讯设备。 

7.3 危险区、安全区的划分 

危险区是指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区域，一旦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将直

接造成区域内人员伤亡以及房屋、设施的破坏，危险区一般处于河谷、沟口、河

滩、陡坡下、低洼处和不稳定的山体下。 

安全区是指不受山洪、泥石流、滑坡威胁，地质结构比较稳定，可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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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区域。 

安全区域是危险区人员的避险场所。安全区一般应选择地势较高，平坦或

坡度较平缓的地方，尽量避开河道、沟口、陡坡、低洼地带。 

我县主要的危险区在河道两侧地势较低的居住区，此外还有靠近山体，并

且山上植被不好的区域（易产生滑坡）。 

7.4 防御措施 

（一）要科学预测及时预报 

山洪灾害突发性强，防御难度大，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以

防为主，认真研究山洪灾害发生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合理地谋划防治对策、方

案以及防御应急预案，科学防御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在雨季来临前，水利、气象、

水文等部门应加强与国土资源部门的协作，做好雨情、水情的预测工作，及时作

出强降雨和洪水预报，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及其防汛防旱指挥部）和地质灾害

防治的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遇紧急情况要以最快速度通知到各有企事业单位和

广大群众，有险情征兆时提前组织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减轻山洪

灾害损失。 

（二）加大宣传力度，普及防灾常识 

预防山洪灾害较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要加大山洪灾害的相关常识和防御

山洪灾害知识的普及工作，要把这项工作抓实、抓好，真正普及到每个村和每位

村民。增强广大群众的自我防护能力和意识。让群众用科学实用的防洪知识来避

灾、救灾，这是最好的手段。群众有了自我防护意识，了解了山洪形成的原因，

了解了山洪的特征，就会提高警觉性。各村要明确突遇洪灾时的撤退路线等一系

列自救工作。 

（三）加大执法管理，规范工程建设 

首先要规范山区建设，避免因开矿、采石、筑路、挖渠等活动影响山体稳定，

人为造成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另外要加强山区城镇和居民点建设管理，避免把房

屋修建在山洪灾害易发区、沿河（溪）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切实减轻山洪灾害

损失。 

（四）建立完善预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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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落实防灾巡查员，利用水库巡查员这人力资源，加强对他们进行山洪

灾害的相关常识及预警报告知识培训，配备相应的通信工具，使他们具备一定的

防灾知识，拥有能够及时沟通联络的工具。其次，各巡查员在发现突发短历时暴

雨和山洪灾害时，要立即向当地（或上级）政府及其防汛防旱指挥部和下游群众

报警。当地（或上级）政府及其防汛防旱指挥部接到报警后，立即会商，及时启

动预警预报体系和防灾预案，制定切实可行的救灾应急措施。从而为紧急撤离群

众、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救灾工作取得主动权，从而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

损失。 

（五）加大水保工作的监督管理，从源头上降低山洪灾害发生 

首先要加强对在建工程的在建工程的监督，若在建工程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

措施，就会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只有切实加强监督，促使建设单位按水保方案做

好水土保持工作，才能有效的减少水土流失。其次要恢复山区被破坏的植被，提

高山区雨水涵养能力，减慢降雨后形成地表径流的速度，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封

山育林、退耕还林等工作，尽最大的努力降低山洪灾害的发生。  

 

 

 

 

 

 

 

 

 

 



抚顺县防御洪水预案 

 24 

8 保障措施 

8.1 防洪工程检查和处理措施 

制定防洪工程检查的内容和处理措施。一是在汛前对全县所有工程隐患排

查，对河道、水库、拦河闸坝、排水泵站等水利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和必要的测试；

二是要求在汛前所有维修工程必须抢修完成和在建工程必须制定可行性的度汛

措施。对查出的问题，按照划分事权、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落实每个工

程项目行政责任人，技术负责人，限期处理并建立档案。 

8.2 组织保障措施 

抚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及成员组成。人员构成如下： 

总 指 挥：           县长 

副总指挥：           主管县长 

          武装部部长               

                         县公安局局长 

                         县水务局局长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    员：           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政府办主任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县教育局局长 

                         县公安局副局长 

                         县财政局局长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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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县水务局副局长 

                         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县供电公司总经理 

联通分公司经理 

移动分公司经理 

在主汛期到来之前，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对抢险队伍的骨干进行技术培训。要

组织专业抢险队伍进行汛前演练，达到来则能战，战之能胜的水平。 

县防汛办应制定防汛值班、巡查、抢险制度，落实各自工作职责，保证防汛

抢险救灾工作有序进行。 

8.3 物资保障措施 

防汛物资实行分级负担、分级储备、分级使用、分级管理、统筹调度的原则；

各级防汛机构依照本辖区防洪工程要求，提出防汛物资的种类和数量，由各级政

府负责落实到位；防汛仓储点应便于交通、运输，一般按照就近储备的办法，对

于一些重点险工段应现场储备一定数量的物资。 

8.4 防汛抢险技术措施 

在防汛抢险工作中，应大力推广和使用先进技术，不断提高新材料、新设备、

新技术在防汛抢险工作中的应用，以保证在最短时间控制险情发展，把灾害损失

减至最低。 

①完善水库水情信息监测与报送管理体制，使水库报汛站的水情信息能够按

照省防办规定时限及时上传水情分中心，并及时报送至县防汛指挥部； 

②建立和完善水库、中小河流水雨情监测体系，逐步实现信息自动化监测与

传输，为制定和完善水库及中小河流洪水预报方案，提供基础资料； 

③建立防洪工程数据库及重点地区的地理和社会经济数据库，实现重要防洪

工程基本信息和社会经济信息的快速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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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建立重要江河、水库的防洪调度系统，制订和优化洪水调度方案，为防洪

调度决策提供支持； 

⑤建立防汛指挥机构专家库，由防汛指挥机构统一调度，组建专家组，指导

防汛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自身队伍性质，制定防洪抢险的技术要求和技术手段，

县防办要定期组织各区防汛负责人、防汛抢险技术人员、防汛机动抢险队、各类

水情报汛人员的培训，举行必要的实战演练，切实提高其防汛技术水平和工作能

力。 

8.5 安全转移措施 

制定群众安全转移的原则，以及撤退人员安排、路线、交通机具、安置地点

等内容。当洪水威胁群众生命安全时，按照“第一保生命，其次保财产”的原则，

把减少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各级政府应及时、有条不紊地组织群众撤离危险

区，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做好生活安排，撤退人员安排，线路、交通机具、安置

地点等。 

8.6 通讯保障措施 

制定防洪时通讯保障措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信息通信系统，系统维护方

案，应急期间信息通畅等内容。确保水情、险情、灾情和气象等防汛信息能够及

时、安全、准确地传递，做好有线、无线通讯的两手准备，紧急抢险时，应增添

和架设专用通讯系统。 

8.7 后勤保障措施 

社会各部门要全力加强防汛的后勤保障工作。通讯部门要保证防汛通信系统

畅通，电力部门要保证抢险救灾动力照明；交通部门要保证抢险救灾运输机具，

应急管理部门要做好灾民安置；卫生部门要做好灾区伤员救治和灾区防疫；新闻

媒体要做好抢险救灾的宣传报道；公安部门要做好抢险救灾道路交通疏导及灾区

的治安保安等。各级政府在灾后，应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动员全社会力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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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做好灾后的灾民生活安置、灾区生产自救和恢复生产等工作，努力把灾害损失

减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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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则 

9.1 有关部门根据本方案和所担负的任务，组织制定相关方案和保障计划，

作为本方案的配套方案和计划，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9.2 本方案和配套方案与计划，原则上每 3年修订一次，遇有重大情况变化，

即时修订。 

9.3 本方案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9.4 本方案自批复之日起实施。 

 

            

 

 

 

 

 

 

 

 

 

 

 

 



附录 

附表 1   

主要河流防洪重点任务表 

市县 
河流名

称 

序

号 

险工险堤 

存在问题 
现状防

洪标准 

规划防

洪标准 

标准内洪水

防御措施 

超标准洪水

应对措施 位置 
未达标长

度 
岸别 

抚顺县 社河 1 
后安镇腰堡水库下游至台沟村

段 
21.2 

左右

岸 

防洪标准

低 
5年 10年 

明确警戒水

位、防洪标

准、保证水

位。做好检查

维护，及时清

障，配备一定

数量的防洪

物资。确保不

决口、不溃

堤。 

首先要做好

安全区群众

转移，对有

重点保护对

象的河段堤

防要全力进

行加筑，一

般河段则弃

守。 

抚顺县 
马圈子

河 
2 马圈子乡铁矿至西川 4 

左右

岸 

防洪标准

低 
5年 10年 

抚顺县 百花河 3 汤图乡石棚子至汤图村大东山 3 
左右

岸 

防洪标准

低 
5年 10年 

抚顺县 百花河 4 汤图乡韩家堡沟至大杨沟 2 
左右

岸 

防洪标准

低 
5年 10年 

抚顺县 百花河 5 竖碑段 2 
左右

岸 

防洪标准

低 
5年 10年 

抚顺县 王木河 6 
救兵镇关山水库至东洲河汇河

口 
4 

左右

岸 

防洪标准

低 
5年 10年 

抚顺县 前安河 7 后安镇馒首村至社河全线 21 
左右

岸 

防洪标准

低 
5年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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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主要水库防洪调度重点任务表 

县、区 
序

号 
水库名称 

水库  

规模 

死水

位 

汛限水

位 
存在主要问题 

防

洪

标

准

（

年） 

标准内洪水防洪调度措施 超标准洪水应对措施 

抚顺县 1 腰堡水库 中型 107 111 无  5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转移群众、加筑大坝、不

能阻止溃坝等险情时，保

证人员安全，弃守 

抚顺县 2 英守水库 中型 79.9 86.55 无 5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3 官山水库 小（一） 4.4 9.6 无 3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4 前安水库 小（一） 3.5 13 无 3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5 康大水库 小（一） 2.6 9.5 无 3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6 眼望水库 小（一） 41.7  48.5  无 3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7 虎台水库 小（一） 108.5 117 无  3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8 洋湖水库 小（一） 3 11.5 无 5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9 夏家水库 小（一） 275 284 无 3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10 草盆水库 小（一） 56.5 66.2 溢洪道底板边 30 汛期水库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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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序

号 
水库名称 

水库  

规模 

死水

位 

汛限水

位 
存在主要问题 

防

洪

标

准

（

年） 

标准内洪水防洪调度措施 超标准洪水应对措施 

墙破损严重，闸

阀不能正常使

用 

抚顺县 11 东沟水库 小（一） 326 336.4 无 3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12 三块石水库 小（一）     无 3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13 通什水库 小（二） 96.6 98 无 1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14 大西沟水库 小（二） 49.5 54.8 无 1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15 房申水库 小（二） 4 9.5 无 2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16 花红沟水库 小（二） 2.6 9.5 无 2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17 通士水库 小（二） 5.6 9.85 无 2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18 豆子沟水库 小（二） 138.8 146.5 无 2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抚顺县 19 油房水库 小（二） 3.85 9 无 20 按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执行 

 

注：其中非病险水库汛限水位按照工程设计值确定，病险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工程水库汛限水位均定为死水位。标准内洪水按照调度

预案执行，超标准洪水首先安全转移群众，同时抢险队伍加筑大坝，溃坝等险情仍不能阻止时人员全部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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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20 年主要拦河工程防洪重点任务表 

市、县 序号 拦河工程名称 河流名称 所在位置 
过流净宽度

（m） 

泄流能力

（m3/s） 

存在主要问

题 

防洪标准

（年） 

标准内洪水

防洪调度措

施 

超标准洪水

应对措施 

抚顺县 1 毛公拦河坝   石文镇     
90年代修建，

至今历经近

20 年，存在

不同程度老

化和损坏，随

着近几年雨

水量增多，河

道内水量增

大，造成工程

毁坏日益严

重，泄洪能力

明显不足，有

些工程已经

  

按照相关预

案操作，闸门

全部开启、做

到水闸联合

调度泄洪 

按照相关预

案要求，加密

监测频次，设

置分滞洪水

区、安全转移

群众，抢险队

伍加筑上下

游堤防，无法

阻止溃堤等

险情时，安全

撤离，弃守 

抚顺县 2 瓦房拦河坝   石文镇       

抚顺县 3 石文翻板闸   石文镇       

抚顺县 4 马圈子乡拦河坝   马圈子乡       

抚顺县 5 北沟拦河坝   马圈子乡       

抚顺县 6 白菜拦河坝   马圈子乡       

抚顺县 7 西川拦河坝   马圈子乡       

抚顺县 8 红石拦河坝   马圈子乡       

抚顺县 9 孤家子拦河坝   马圈子乡       

抚顺县 10 东沟拦河坝   马圈子乡       

抚顺县 11 南章党拦河坝   后安镇       

抚顺县 12 前安拦河坝   后安镇       



抚顺县防御洪水预案 

 33 

市、县 序号 拦河工程名称 河流名称 所在位置 
过流净宽度

（m） 

泄流能力

（m3/s） 

存在主要问

题 

防洪标准

（年） 

标准内洪水

防洪调度措

施 

超标准洪水

应对措施 

抚顺县 13 后安拦河坝   后安镇     失去原有工

程效益，而且

还存在安全

隐患，对下游

的居民生活 

  

抚顺县 14 后安拦河坝   后安镇       

抚顺县 15 郑家拦河坝   后安镇       

抚顺县 16 鲍家拦河坝   汤图乡       

       

和田地灌溉

构成威胁。 

 

 

抚顺县 17 汤图拦河坝   汤图乡       

抚顺县 18 石棚子拦河坝   汤图乡       

抚顺县 19 西谷拦河坝   上马乡       

抚顺县 20 温道拦河坝   上马乡       

抚顺县 21 五牛拦河坝   救兵乡       

抚顺县 22 新堡翻板闸   救兵乡       

抚顺县 23 救兵拦河坝   救兵乡       

抚顺县 24 马郡拦河坝   救兵乡       

抚顺县 25 王木拦河坝   救兵乡       

抚顺县 26 小东拦河坝   救兵乡       

抚顺县 27 大东拦河坝   救兵乡       

抚顺县 28 康西拦河坝   救兵乡       

抚顺县 29 松树拦河坝   海浪乡       

抚顺县 30 松树拦河闸   海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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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 序号 拦河工程名称 河流名称 所在位置 
过流净宽度

（m） 

泄流能力

（m3/s） 

存在主要问

题 

防洪标准

（年） 

标准内洪水

防洪调度措

施 

超标准洪水

应对措施 

抚顺县 31 转山翻板闸   海浪乡       

抚顺县 32 峡河拦河闸   海浪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