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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春市 石头口门水库

长春市一级保护区内农业种植面积共11357616.53m2,其中，莲

花山种植面积400万m2；双阳区奢岭街道马场村种植面积450万m2，

奢岭街道西顺村小河沿屯种植面积100万m2，齐家镇官地村后官地

屯种植面积136万m2；长春新区耕地29816.53m2；九台区种植面积

233900m2，另有219万m2耕地已封闭。

长春莲花山四家乡地块棚户区改造纳入2018年棚改计划，度假
区管委会启动征拆，缩减保护区内种植面积。长春双阳区按照《长
春市石头口门水库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综合治理方案》（长府办发〔
2018〕1号）进行整治。长春新区具体情况已经调查测量完毕，制定
拆迁计划并上报，资金到位后立即拆迁。长春九台区按照《长春市
石头口门水库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综合治理方案》（长府办发〔2018
〕1号）进行退耕、封闭防护，对不能退耕土地，开展有机种植划界
立标已完成，一级水源地测拉完成，地上物评估完成。目前，长春

否 20%

2 长春市 石头口门水库

长春市一级保护区内，莲花山住户291户，710人，生活垃圾集
中收集，存在生活面源污染；双阳区620户（奢岭街道马场村440户
、奢岭街道西顺村小河沿屯60户、齐家镇官地村后官地屯120户）
生活污水直排，垃圾集中处理；长春新区住户8户，生活污水排入
旱厕定期清掏，生活垃圾定点存放日产日清。

长春莲花山四家乡地块棚户区改造纳入2018年棚改计划，度假
区管委会启动征拆。长春双阳区按照《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综合治理方案》（长府办发〔2018〕1号）实施整治。长
春新区具体情况已经调查测量完毕，制定拆迁计划并上报，资金到
位后立即拆迁。目前，长春市各区政府、区管委会均按计划进行整
改。

否 20%

3 长春市 石头口门水库     1条公路：长春莲花山长吉南线（饮马河大桥）。

计划公路绕越。绕越项目完成前，交警部门在沿线设岗，劝返
运输危化品车辆；建设部门在沿线设立警示牌，禁止运输危化品车
辆通行。目前，莲花山区管委会已按计划进行了整改，已落实各项
环保措施，并长期坚持。

是 100%

4 长春市 石头口门水库

长春市二级保护区内耕地面积9671万m2，其中，长春莲花山耕

地面积2840万m2；双阳区耕地面积1520万m2；九台区耕地面积5311

万m2。

长春莲花山四家乡地块棚户区改造纳入2018年棚改计划，度假
区管委会启动征拆。长春双阳区引导农民减量使用化肥，倡导使用
有机肥。长春九台区科学使用有机肥。目前，长春市各区政府、区
管委会均按计划进行整改。

否 20%

5 长春市 石头口门水库

长春市莲花山12家养殖户（张文养猪户、孔令生养猪户、张志
双养猪户、张庆春养猪户、韩爱东养猪户、关连英养猪户、王成新
养鸡户、邱会养猪户、叶文生养猪户、滕玉波养猪户、滕玉华养猪
户、房立印养猪户）。

莲花山管委会已划定禁养区，对养殖户进行搬迁，关闭养殖场
。目前，长春市莲花山管委会已按计划进行整改。

否 58%

6 长春市 石头口门水库

长春市莲花山居民28262户10090人，第105中学、四家乡卫生
院、四家乡政府；九台区团山村13个社和甘家村13个社共726户
2670人，生活污水未集中处理；九台区10个村，3919户，24277
人，生活污水未处理，正在建设污水处理厂，已建设垃圾回收中转
站；双阳区居民1020户。

长春莲花山四家乡地块棚户区改造纳入2018年棚改计划，度假
区管委会启动征拆，逐步迁出保护区内人口。长春双阳区、九台区
建立垃圾中转站，投用封闭垃圾箱，建立卫生整治长效机制，双阳
区已经购置了209个封闭垃圾箱，修建了2座垃圾中转站，购置了4台
勾臂车，2018年还将建4个垃圾中转站。目前，长春市各区政府、区
管委会已按计划进行整改，已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并长期坚持。

是 100%

7 长春市 石头口门水库

长春市九台区二级保护区内餐饮36家（波泥河镇柱子家常菜、
熏酱菜小酒馆、建发烧烤店、南波万火锅城、利军烧烤城、满意火
锅城、金旺饭店、叶老三酱骨头炒菜、鑫明麻辣烫手擀面、刘记土
窖秘制、笨狗肉馆、农家饭庄、金屋大块肉、百味烧烤、桥头鱼馆
、太平狗肉馆、小油饼私家菜、老味道炭火烤肉、冬梅骨汤砂锅麻
辣烫、鑫鑫快餐、王云飞骨汤饭店、乌拉街满族火锅、大众农家菜
、再来快餐饭店、佳乐饼店饭店、嘉兴早餐、皇晟砂锅麻辣烫米线
、洪哲麻辣烫、石锅居、回回香小吃、天赐福过桥米线、小心情早
餐店、凌波餐厅、盛世辉煌婚宴广场、四季烧烤、高明婚宴广场）
。

在九台区波泥河污水处理厂建成前，由属地政府对这36家餐饮
业户产生的污水进行统一收集处理，做到不外排。在九台区波泥河
污水处理厂建成后，餐饮业户产生的污水统一进入污水收集管网集
中处理。

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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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长春市 石头口门水库
二级保护区内2条公路穿越：长春莲花山长吉南线公路1条；长

春九台区九万公路1条。

长春莲花山交警部门在沿线设岗，劝返运输危化品车辆，建设
部门在沿线设立警示牌，禁止运输危化品车辆通行。远期计划公路
绕越。长春九台区严格落实环评污染防治措施。设立标识，禁止危
化品车辆进入保护区，道路桥梁设置风险防范措施。目前，长春市
各区政府、区管委会已按计划进行整改，已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并
长期坚持。

是 100%

9 长春市 石头口门水库
长春市九台区2个：波泥河镇生活污水排污口；水木康庄小区

生活污水排污口（该排污口已封闭，污水由罐车运至九台污水处理
站进行处理）。

建设波泥河污水处理厂，统一收集波泥河街区生活污水，2018
年年末投入使用。目前，厂区已完成三通一平，前期手续正在办
理，准备铺设管线。九台区政府已按计划进行整改。

否 10%

10 长春市 新立城水库
长春市净月区养殖户2个（范占兴个人养殖户、房向旭个人养

殖户）。
长春净月区对2户养殖户实施拆迁，对养殖场依法关闭。目前，

已提请管委会率先对上述两户养殖户搬迁。
否 50%

11 长春市 新立城水库     朝阳区和净月区共计耕地面积7294232.46m2。

长春净月区耕地对一级保护区内耕地提出补偿意见，实施土地
退耕；新立城水库管理局设置封闭围栏。长春朝阳区实施生态移民
。目前，已完成全部住宅及耕地调查、勘测，将按市政府统一安排
正式、休耕。

否 20%

12 长春市 新立城水库
长春市朝阳区一级保护区内有5个村庄，194人；净月区一级保

护区内有居民57户，无污水径流产生。

长春朝阳区生态移民，目前已完成全部住宅调查、勘测。长春
净月区对一级保护区内居民已完成一级保护区勘测定界、调查摸底
工作，并向市政府提出《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关于新立城
水库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生态移民资金的请示》（长净管〔2018〕7
号）。

否 20%

13 长春市 新立城水库

长春市净月区一级保护区未设置保护区界标和警示牌，部分界
桩缺失、未对一级保护区进行全封闭。一级保护区内有14个违法建
设项目（长春市天馨苗木种植有限公司、长春金鑫养殖场、跃进花
木苗圃、李林远个人建筑材料厂、省圣农湖温泉有限公司、长春市
新立城神客农庄、赵颜鹏个人垂钓园、李文达个人厂房、吉林省画
廊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长春金金养殖场、耿长发个人鱼池、康家
养殖种植场、李勇个人鱼池、水库管理局渔业公司渔政水面监护管
理用房），养鱼池3个（加官村南沟屯鱼池1处、榆树村刘家屯鱼池
1处、榆树村胜利屯鱼池1处）。

对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勘测定界，设置保护区界标和警示牌；新
立城水库管理局设置封闭围栏，实施封闭管理；违规项目依法予以
关闭和清理取缔，目前，4户关闭（长春市天馨苗木种植有限公司、
长春金鑫养殖场、吉林省圣农湖温泉有限公司、李文达个人厂
房）；3户（跃进花木苗圃、长春市新立城神客农庄、赵颜鹏个人垂
钓园）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由法院下达关闭裁定；7户（吉林省
画廊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长春金金养殖场、耿长发个人鱼池、康
家养殖种植场、李勇个人鱼池、水库管理局渔业公司渔政水面监护
管理用房、李林远个人建筑材料厂）已移送法院，预计6月初召开听
证会；依法对一级保护区内4个鱼池予以关闭，目前正在深入调查。

否 40%

14 长春市 新立城水库
长春市朝阳区养殖户98家；净月区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32户，其他养殖户110户。

长春朝阳区养殖户已划入禁养区，按照朝阳区禁养区关闭搬迁
实施方案在6月15日前对无污染防治设施，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户进
行关闭。长春净月区对二级保护区内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进
行规范化整治，未能达到规范化管理要求的，予以关闭或搬迁；建
设防雨防渗畜禽粪便堆放点16个，对畜禽粪便实施无害化管控，实
现畜禽粪便全收集、全处理。目前，无实质性进展。

否 20%

15 长春市 新立城水库     长春市朝阳区和净月区耕地面积共计10462983.54m2。

长春朝阳区耕地农业种植推广测土配方使用农药化肥，建设生
态沟渠净化。长春净月区已制定《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关于对
新立城水库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范围内使用生物肥料的耕地进行补贴
的通知》（长净管〔2018〕15号）。；建立测土施肥机制；指导农
民合理使用化肥；推广、引导广大农民使用生物肥料。

否 40%

16 长春市 新立城水库
长春市朝阳区自然屯47个27749人；净月区自然屯18个1914户

6461人，二级保护区内现有防渗垃圾堆放点6处，垃圾已实现日产
日清，无污水径流产生。

长春朝阳区建设人工湿地净化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转
运。长春净月区对二级保护区内村民逐户设置垃圾箱，建立上门收
集、日产日清管理机制，消除垃圾污染；已为二级保护区内村民配
置专业保洁队伍，配备55名保洁人员，5月将逐户设置垃圾箱，建立
上门收集、日产日清管理机制，消除垃圾污染。在二级保护区外新
建2处垃圾压缩站，采购4个移动压缩箱，目前正在履行招标程序。
同时，计划对1处垃圾压缩站进行改造。

否 75%



17 长春市 新立城水库
二级保护区内工业企业4户（长春市勇峰实业有限公司、吉林

省键鑫钻探钻井有限公司、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马志春水泥管
厂、吉林省铁木经贸有限公司）。

净月区管委会 2017年管委会依法对该4户单位下达关闭决定，
对涉及的违章建筑依法拆除，拆除面积共289平方米。2018年对该4
户移交法院，1户（吉林省键鑫钻探钻井有限公司）已关闭；2户
（长春市勇峰实业有限公司、吉林省铁木经贸有限公司）已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并由法院下达关闭裁定；1户（马志春水泥管厂）已移
送法院，预计6月初召开听证会。

否 60%

18 长春市 新立城水库     长伊公路穿越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设置交通警示牌，加强交通管理，对穿越保护区内的危险化学

品运输车辆实施劝返管控。
是 100%

19 长春市 新立城水库     长春市朝阳区9条入库河流，4条进入水库湿地，5条未处理。
在乐山河（李家屯河）、董家店河、机房河、袁家屯河的入库

河口建设人工湿地。目前，无实质性进展。
否 0

20 长春市 新立城水库

长春市净月区二级保护区内有6个违法违章建设项目（李庆军
个人厂房、吉林省世辉仓储有限公司、长春市南关区大南石油经销
处、吉林省欣达工贸有限公司新湖加油站、净月经济开发区忠兴饲
料经销处、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湖红田种鸡场），其中2个
加油站正在经营，其他4个项目已停业。另有汽车、摩托车维修点7
个（姜涛摩托车修理部、小张汽车配件、农机配件修理、大孟喷漆
行、春英汽车服务部、安吉农机修理部、兴旺农机配件修理部）。

净月区管委会管委会依法对上述6户单位下达关闭决定，对涉及
的违章建筑依法拆除，对存在拆除困难的世辉仓储有限公司正在拆
除，已拆除面积共1877平方米。目前，对该6户移交法院，其中5户
（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湖红田种鸡场、吉林省世辉仓储有限
公司、长春市南关区大南石油经销处、吉林省欣达工贸有限公司新
湖加油站、净月经济开发区忠兴饲料经销处）已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并由法院下达关闭裁定；1户（李庆军个人厂房移交）已移送法
院，预计6月初召开听证会。汽车、摩托车维修点存在违法排污行为
的依法处理，予以取缔关闭。目前，无实质性进展。

否 30%

21 长春市 新立城水库
长春市净月区二级保护区内有餐饮4户（王红姐妹麻辣烫、会

友农家饭店、南北旺百怡烤肉、徐记饭店）。

已于2018年4月17日召开区党工委会议，会议集体研究决定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对4户餐饮
予以关闭，目前正在深入调查。

否 20%

22 长春市农安县 农安县两家子水库     一级保护区内耕地30万㎡，存在农药化肥面源污染。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 否 10%

23 长春市农安县 农安县两家子水库
一级保护区内5个村屯297户，1010人口，存在生活垃圾面源污

染，生活污水无排污口，无径流。
统一收集生活垃圾，并运至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加强卫生监

管。
否 20%

24 长春市农安县 农安县两家子水库     G12国家高速公路、302国道经过、长白铁路穿过。     建设道路应急池、倒流管道等应急设施。 是 100%

25 长春市农安县 农安县两家子水库     二级保护区内有耕地1400万㎡，存在农药化肥面源污染。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 否 10%

26 长春市农安县 农安县两家子水库
二级保护区内6个村屯1567户，5484人口，存在生活垃圾面源

污染，生活污水无排污口，无径流。
统一收集生活垃圾，并运至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加强卫生监

管。
否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