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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小型水库工程运行监管，落实安全运行责

任，根据《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办法》

《关于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水利工程

运行管理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和《关于落实水库安全度汛应

急抢护措施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文件和技术

标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水利部组织的小型水库工程安全运

行监督检查，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水利部、各流域管理机构是小型水库工程安全运行

的监督检查单位，负责监督检查、问题认定和责任追究。

第四条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划分对管辖范围内小

型水库安全运行负总责，组织、监督和指导小型水库“三个责任

人”（安全度汛行政责任人、抢险技术责任人、值守巡查责任人，

下同）、“三个重点环节”〔监测预报预警通信措施、调度（运

用）方案、安全管理（防汛）应急预案，下同〕和工程安全运行

问题整改等工作的落实。

第五条 小型水库主管部门（或业主）、产权所有者和管理

单位负责所属水库的安全管理、运行和维护，具体落实抢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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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值守巡查责任人和“三个重点环节”，严格履行各项职

责，保证水库安全和效益发挥；小型水库管理单位是所属水库安

全运行问题的第一责任人，承担对安全运行问题进行自查自纠、

整改销号和信息建档等工作。

第六条 对检查发现的安全运行问题按照小型水库工程安

全运行问题分类标准进行认定。

安全运行问题分类标准见附件 1和附件 2。

第七条 小型水库管理单位应对所属工程开展定期排查与

日常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要逐一登记、整改处理、建立台账、定

期更新并按要求上报相关小型水库主管部门（或业主）。

定期上报并已制订整改计划的安全运行问题，在提供证明材

料后，原则上不计入责任追究问题数量统计。

第八条 水利部可直接实施责任追究或责成流域管理机构、

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责任追究，必要时可向地方人

民政府提出责任追究建议，并可建议相关企、事业单位按照有关

规定或合同约定实施进一步责任追究。

第九条 责任追究包括对单位责任追究和对个人责任追究。

第十条 单位包括直接责任单位和领导责任单位。

直接责任单位包括小型水库管理单位、产权所有者、水库主

管部门（或业主）、工程维修养护单位等；领导责任单位包括负

有领导责任的各级行政主管单位或业务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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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个人包括直接责任人和领导责任人。

直接责任人包括“三个责任人”、运行管理人员、工程维修

养护单位工作人员等；领导责任人包括直接责任单位和领导责任

单位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主管领导等。

第十二条 对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方式分为：

（一）责令整改；

（二）警示约谈；

（三）通报批评（含向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水利行业内通报、向省级人民政府通报等，下同）；

（四）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责任追究。

第十三条 对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方式分为：

（一）责令整改；

（二）警示约谈；

（三）通报批评；

（四）建议调离岗位；

（五）建议降职或降级；

（六）建议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

（七）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责任追究。

第十四条 根据安全运行问题的数量与类别，按责任追究标

准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实施责任追究。

责任追究标准见附件 3。

第十五条 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有下列情况之一，从重责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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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一）对危及小型水库安全平稳运行的严重隐患未采取有效

措施或措施不当；

（二）造假、隐瞒安全运行问题等恶劣行为；

（三）无特殊情况，安全运行问题未按规定时限完成整改或

整改不到位；

（四）一年内，同一直接责任单位被责任追究三次（含）及

以上，领导责任单位管辖范围内被责任追究三家次（含）及以上；

（五）其他依法依规应予以从重责任追究的情形。

第十六条 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有下列情况之一，可予以减轻

或免于责任追究：

（一）主动自查自纠安全运行问题；

（二）其他依法依规可予减轻或免于责任追究的情形。

第十七条 由水利部实施水利行业内通报（含）以上的责任

追究，将按要求在“中国水利部网站”公示 6个月。

第十八条 小型水库工程安全运行问题分类、检查、认定、

责任追究和整改等工作的相关要求和程序未在本办法规定的，按

照《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监督检查办法（试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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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安全运行管理违规行为分类标准

2.工程缺陷分类标准

3.责任追究标准



附件1

安全运行管理违规行为分类标准

问题
序号

检查项目 问题描述
问题等级

一般 较重 严重 特别严重

（一）综合管理

1

组织机构、制度
建设及落实

重要小型水库未明确水库管理机构 有管护人员 无管护人员

2 一般小型水库无专人管理 √

3 未制定水库运行管理需要的各项制度 √ 影响运行安全

4 水库管理制度不满足运行管理工作需要，针对性、操作性不强 √

5 有水库管理制度但未按要求执行 √ 影响运行安全

6 水库管理经费无稳定来源 √

7

水库大坝安全
责任制

大坝安全责任人不落实，不明确，未公示 未公示 不落实、不明确

8

大坝安全责任人履责情况差，如：政府责任人在协调安全运行管理工作，解决机
构、人员、经费，组织重大突发事故应急处置等方面履责不到位；主管部门在明
确管理单位或管护人员、组织制定并落实安全运行管理各项制度、组织人员培训
和考核，及对注册登记、调度运用、安全鉴定、应急管理等制度监督或执行情况
方面履责不到位；管理单位或管护人员在开展调度运用、巡视检查、安全管理、
维护养护及报告安全状况等方面履责不到位

√ 影响运行安全

9
注册登记

水库未按要求注册登记 √

10 注册登记信息存在问题 √ 错误信息 虚假信息

11
信息档案管理

无水库管理档案 √

12 档案查找困难 √



安全运行管理违规行为分类标准

问题
序号

检查项目 问题描述
问题等级

一般 较重 严重 特别严重

13 信息档案管理 无运行管理工作信息记录或信息记录不完整、不真实 记录不完整
无记录或
记录不真实

（二）防汛“三个责任人”落实情况

14

行政责任人

无行政责任人，或未正式发文明确 未明确 无责任人

15 行政责任人不具备相应履责能力，专业素质、能力等明显不满足相关要求 √

16

行政责任人履责情况差，如：不清楚自身工作职责；不掌握水库基本情况；不了
解水库安全运行状况；未协调落实管理机构、人员和经费；未协调解决水库安全
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未督促有关部门加强水库安全管理；未到或极少到
水库现场，未听取过水库有关情况汇报；不掌握巡查责任人、技术责任人联系方
式；未经过培训；检查期间无法与行政责任人取得联系等

√ 影响运行安全

17

技术责任人

无技术责任人，或未正式发文明确 未明确 无责任人

18 技术责任人不具备相应履责能力，专业素质、能力等明显不满足相关要求 √

19

技术责任人履责情况差，如：不清楚自身工作职责；不掌握水库基本情况；不了
解水库安全运行状况；不熟悉水情雨情监测预报预警、调度运用方案、安全管理
（防汛）应急预案等内容；未及时解决巡查责任人反映的问题并提供技术支撑；
未定期到水库现场；未经过培训；检查期间无法与技术责任人取得联系等

√ 影响运行安全

20
巡查责任人

无巡查责任人，或未正式发文明确 未明确 无责任人

21 巡查责任人不具备相应履责能力，专业素质、能力等明显不满足相关要求 √



安全运行管理违规行为分类标准

问题
序号

检查项目 问题描述
问题等级

一般 较重 严重 特别严重

22 巡查责任人

巡查责任人履责情况差，如：不清楚自身工作职责；不掌握水库基本情况；不了
解水库安全运行状况；不清楚如何看护或巡查水库，不能说出巡查时间和次数，
不能提供巡查记录；不清楚特征水位；不清楚水库出现险情隐患时报告的对象及
采取的抢险措施；不清楚防汛物资储备情况；不清楚水库有无必要通信设备，以
及通信设备是否满足汛期报汛和紧急情况报警的要求；未通过天气预报等有效方
式了解库区水情雨情；未经过培训或未能说出主要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地点；
检查期间无法与巡查责任人取得联系等

√ 影响运行安全

（三）“三个重点环节”落实情况

23

预测预报能力

缺乏水雨情预测预报能力 一般小型水库 重要小型水库

24 缺乏险情预警手段 一般小型水库 重要小型水库

25 缺乏有效的通信（报警）手段 √

26 未设立防汛专用号码，不能接收群众水库险情信息报告 √

27
发现大坝险情时未立即报告水库主管部门（或业主）、地方人民政府，未及时发
出警报

√

28

水库调度
运用方案

无水库调度运用方案 √
小I型、

重要小II型

29 水库调度运用方案未获得批复或未备案 √

30 水库调度运用方案不具备可操作性 √

31 未按要求对水库调度运用方案进行演练 √
小I型、

重要小II型

32 安全管理（防
汛）应急预案

无安全管理（防汛）应急预案 一般小型水库 重要小型水库

33 安全管理（防汛）应急预案未获得批复或未备案 √



安全运行管理违规行为分类标准

问题
序号

检查项目 问题描述
问题等级

一般 较重 严重 特别严重

34 安全管理（防
汛）应急预案

安全管理（防汛）应急预案不具备可操作性 一般小型水库 重要小型水库

35 未按要求对安全管理（防汛）应急预案进行演练 一般小型水库 重要小型水库

（四）维修养护及除险加固

36

巡查（巡检）

巡查（巡检）通道不满足巡查（巡检）需要 √ 难以开展工作

37
巡查（巡检）过程中未及时发现各类工程缺陷，或发现后未按规定及时报告或未
采取有效措施处理

√ 影响运行安全

38

工程维护

未按要求进行日常维护 一般小型水库 重要小型水库 影响运行安全

39 挡水建筑物近坝岸坡有崩塌及滑坡迹象未采取有效处理措施 √

40 对影响大坝安全的白蚁危害等安全隐患未及时进行处理 √

41 工程实体存在其他问题未及时处理 一般小型水库 重要小型水库 影响运行安全

42

安全监测设备、
设施维护

未对大坝进行安全监测、采集监测数据（如有要求） √

43 未及时整理分析监测资料，以致不能掌握大坝运行状况 √

44 安全监测设备、设施保护不到位 √

45 设备设施、软硬件系统报警未及时处理 √

46 未及时发现问题或发现问题后未按规定报告或处理 √ 影响运行安全

47

除险加固

应除险加固未除险加固 一般小型水库 重要小型水库

48 未按批复内容实施除险加固 √ 影响运行安全

49 除险加固后投入运行前未蓄水验收 √



安全运行管理违规行为分类标准

问题
序号

检查项目 问题描述
问题等级

一般 较重 严重 特别严重

50
除险加固

实施除险加固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 √ 影响运行安全

51 未如期下达投资计划实施除险加固 √ 影响运行安全

（五）运行管理

52
调度运用

未按调度运用方案运行 √ 影响运行安全

53 超标准蓄水 √ 影响运行安全

54

运行状况

安全鉴定为三类坝未按规定控制蓄水运行 √

55 擅自实施或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各类影响工程泄洪能力的行为 一般小型水库 重要小型水库

56 水库汛期超汛限水位运行 一般小型水库 重要小型水库

57

安全鉴定

未按要求开展大坝安全鉴定（具体要求参照《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 √

58 安全鉴定或认定程序不符合要求 √

59 安全鉴定或认定意见建议提出的重大隐患未及时整改 √

60 鉴定或认定结论尚未处理 一类坝 二类坝 三类坝

61 对符合降等或报废条件的小型水库未按规定实施降等或报废 √

62

应急管理

未根据安全管理（防汛）应急预案要求，完善相关设施、落实各项措施 √ 影响度汛安全

63 未结合安全管理（防汛）应急抢险需要成立应急抢险与救援队伍 √ 影响度汛安全

64 未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 √ 影响度汛安全

65
未与县级水利部门或气象部门建立沟通联络机制，不能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及
时获得相关部门的特殊天气预报信息

√



安全运行管理违规行为分类标准

问题
序号

检查项目 问题描述
问题等级

一般 较重 严重 特别严重

66

其他

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打井、采石、采矿、挖沙
、取土、修坟等危害大坝安全的行为

√

67
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在大坝的集水区域内乱伐林木、陡坡开荒等导致水库淤积的行
为

√

68 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在库区内围垦和进行采石、取土等危及山体的行为 √

69
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毁坏大坝或其观测、通信、动力、照明、交通、消防等管理设
施的行为

√

70
未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操作泄洪闸门、输水闸门以及其他设施等破坏大坝正常运
行的行为

√

71 在坝体违规修建码头、开挖渠道、超载堆放杂物等 √

72 在坝体堆放杂物、晾晒粮草等，不影响坝体安全和应急抢险 √

73 在水库管理范围内违规建设房屋、养殖场等 √

备注：1.分类标准未列的运行管理问题可参照类似问题和《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监督检查办法（试行）》进行认定。
      2.重要小型水库是指需重点防范、重点保护、重点管理的小型水库，如：水库下游人口密集、工矿企业多、库水作为重要生活供水水源等，发生险情后会造成严
        重后果的小型水库，检查人员根据水库实际情况判断。



附件2

工程缺陷分类标准

问题
序号

检查项目 问题描述
问题等级

一般 较重 严重

（一）工程实体

1
运行状况

水库有缺陷但尚能正常蓄水运行 √

2 水库不具备正常蓄水运行条件 已空库运行 已限水位运行 仍高水位运行

3

挡水建筑物

混凝土或砌石坝坝身存在漏水现象，土石坝坝后存在散浸现象 轻微渗漏 明显渗漏
渗漏范围和渗漏
量不断增大，影
响运行安全

4 土石坝渗流异常且出现流土、管涌或漏洞现象 √

5 存在明显变形、不稳定或有滑坡迹象 √

6 存在裂缝、塌坑、凹陷、隆起等现象 √ 影响运行安全

7 土石坝反滤排水缺失、破损、塌陷、淤堵 15m以下低坝 坝高15m～30m 坝高30m以上

8 存在蚁害及动物洞穴等孔洞 √ 影响运行安全

9 近坝库岸存在不稳定边坡
存在裂缝、位移
、危岩、落石等

隐患　
已有失稳趋势

10

泄洪建筑物

无泄洪建筑物（如有要求） √

11 泄洪能力不足 减小泄洪断面 影响运行安全

12 泄洪建筑物不能正常运行，如：闸门无法开启、加设子堰、人为设障（拦鱼栅、拦鱼网）等 √

13 泄洪建筑物有缺陷但尚能正常运行 √　



工程缺陷分类标准

问题
序号

检查项目 问题描述
问题等级

一般 较重 严重

14

泄洪建筑物

存在明显变形、不稳定或有滑坡迹象 √　
泄洪建筑物位于
土坝上或采用坝

下泄洪洞

15 存在裂缝、塌坑、凹陷、隆起等 √　
泄洪建筑物位于
土坝上或采用坝

下泄洪洞

16 岸坡及边墙失稳 √　
泄洪建筑物位于
土坝上或采用坝

下泄洪洞

17 泄洪时冲刷坝体及下游坝脚等 √

18 溢洪道基础及边墙渗水
轻微渗漏

不影响运行安全
明显渗漏

影响运行安全

泄洪建筑物位于
土坝上或采用坝

下泄洪洞

19

放水建筑物

放水建筑物不能正常运行，如：闸门无法开启或关闭、进水口淤堵等 √

20 放水建筑物有缺陷但尚能正常运行 √

21 不满足紧急情况下降低水库水位的要求 √

22 存在明显变形、不稳定或有滑坡迹象 √ 坝下埋涵（管）

23 存在裂缝、塌坑、凹陷、隆起等 √ 坝下埋涵（管）

24 涵（洞、虹吸管）出口附近有渗漏 √ 坝下埋涵（管）

25 管（洞）身有损坏、渗漏 √ 坝下埋涵（管）

26 出口段水流有杂物带出、浑浊 √ 坝下埋涵（管）



工程缺陷分类标准

问题
序号

检查项目 问题描述
问题等级

一般 较重 严重

27

防汛度汛

行洪设施不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 √

28 泄洪通道不畅通 √

29 排水沟塌陷或存在淤堵 不影响排水 影响排水

30

应急抢险

防汛通道和通信手段不满足应急抢险需要 √

31 缺少必要的管理用房 √

32 泄洪建筑物设闸控制的水库无备用电源 √

33

其他

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后仍存在隐患 √ 影响运行安全

34 坝下建筑物与坝体连接部位有接触渗漏现象或失稳征兆 √

35 工程存在其他实体缺陷 √ √ 影响运行安全

（二）设备设施

36

金结机电设备

闸门及启闭设施不能正常操作 放水建筑物 泄洪建筑物

37 闸门及启闭设施锈蚀、变形 放水建筑物 泄洪建筑物

38 闸门主要承重件出现裂缝 放水建筑物 泄洪建筑物

39 闸门门体止水装置老化 √

40 闸门漏水 √

41 钢丝绳或螺杆达到报废标准未报废 维修良好 维修不善
泄洪建筑物
且维修不善

42 电气设备及备用电源故障 √



工程缺陷分类标准

问题
序号

检查项目 问题描述
问题等级

一般 较重 严重

43 金结机电设备 绝缘、接地和避雷等设施不符合要求 √

44

安全监测
设备设施

未设置水位尺、水位标识等水位观测设施 √

45 设置的水位尺、水位标识位置等不满足观测需要 √

46 未按要求设置必要的安全监测设备设施 √

47 安全监测设备设施损坏、失效 √

48

标识、标牌

未按要求设置公示牌 √

49 公示牌内容不符合要求，如：未载明“三个责任人”及其联系方式，公示内容与实际不符等 √

50 重要设备、设施铭牌标识缺失 √

51 其他 设备设施存在其他实体缺陷 √ √ 影响运行安全

备注：分类标准未列的运行管理问题可参照类似问题和《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监督检查办法（试行）》进行认定。



附件3-1

直接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标准

分类 N值 责令整改 警示约谈 通报批评

一般
N＜8 √

N≥8 ○ √

较重

N＜6 √

6≤N＜10 ○ √

N≥10 ○ ○ √

严重

N＜4 √

4≤N＜8 ○ √

N≥8 ○ ○ √

特别
严重

N＜2 ○ √

N≥2 ○ ○ √

备注：1.“N”系指在一批次检查中单座水库发现的运行管理问题数目。
      2.“√”为可采用的最高责任追究方式，“○”为可选择采用的责任追究方式，下表同。
      3.“通报批评”包含向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水利行业内通报、向省级人民政府通报，根据
         发现问题数量、类别及责任单位的性质确定通报范围，问题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可直接向省级人民
         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和主要负责同志通报，下表同。



附件3-2

领导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标准

                 对领导责任单位
                    责任追究
对直接责任单位
   责任追究

警示约谈 通报批评

警示约谈 √

通报批评 ○ √

备注：1.当同一领导责任单位管辖范围内被责任追究的水库数量占同一批次检查水库数量的20%及以上时，对领导责
        任单位实施责任追究。
      2.“对直接责任单位责任追究”以同一领导责任单位涉及直接责任单位中受到的最高责任追究方式为准。



附件3-3

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标准

             对直接责任人
               责任追究
对直接责任单位
   责任追究

责令整改 警示约谈 通报批评
建议

调离岗位
建议降职或

降级
建议开除或

解除劳动合同

责令整改 ○ √

警示约谈 ○ √

通报批评 ○ √ √ √

备注：根据直接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方式确定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方式。



附件3-4

领导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标准

             对领导责任人
               责任追究
对领导责任单位
   责任追究

警示约谈 通报批评 建议调离岗位
建议降职或

降级
建议开除或

解除劳动合同

警示约谈 √

通报批评 ○ √ √ √ √

备注：根据领导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方式确定领导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