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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2020 年新乡市封闭城区公共供水管网

覆盖范围内自备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2020 年新乡市封闭城区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自

备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第 39 次常务会议研究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6 日



2020 年新乡市封闭城区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

自备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0 年新乡市封闭城区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自备

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

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

代治水思路,坚决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有力促进我

市地下水的科学开发、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全面节约、有

效保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对新乡市城区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所有自备井

进行排查登记,建立台账,对特殊用途之外的自备井一律封

闭。

二、责任主体

市水利局是市本级管理的自备井封闭工作的责任主体;

卫滨区、红旗区、牧野区、凤泉区政府,高新区、经开区管

委会是本辖区自备井封闭工作的责任主体。

三、处理方式

在充分考虑地下水保护、应急与战略备用、特殊需求

等情况下,按照政府牵头、属地负责、先供后封、供封同步、

分类实施的要求,以城市公共供水置换地下水。对市内自备



井分别采取永久封填、封存备用(作为应急水源井)、继续保

留三种处理方式。

四、封闭原则

(一)对于非法取水的自备井,一律依法予以封闭;对于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无取水许可证、取水许可证已到期

且不符合延续条件的自备井一律依法封闭。

(二)对有下列特殊用途的自备井,经市城区封井工作

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审定同意后,予以保留,并

按照相关行业规定管理,实行专井专用。

1.作为地下水观测井的自备井,经市水利局出具同意

意见后,按照行业管理要求,加强监管。

2.作为城区应急避难场所的备用井,经市人防办出具

同意意见后,书面告知水行政主管部门,安装计量设施,按照

行业管理要求,加强监管。

3.服务面积大于 500平方米的地温空调井,能够实行全

封闭运行、同层等量回灌的,需依法办理取水许可证并按要

求缴纳水资源税,纳入正常管理。

4.国防、教学、科研等对水质、水温有特殊需求的自

备井,应由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出具同意意见,依法办理取水

许可证,纳入正常管理。

五、实施步骤

封井工作分步分期实施。2020 年 8 月底前,完成市城区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所有普通自备井(冷水井)的封

闭工作;2021 年 8 月底前,完成地热井的封闭工作。

(一)宣传和排查阶段(2020 年 5 月 15 日前)

1.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宣传封闭自备

井及使用公共供水的重要意义,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争取社

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2.成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召开工作动员会,安排部署

封井工作。

3.各区政府(管委会)负责对本辖区内自备井进行排查

登记,核实所有自备井的类型、数量、状况、井位、井径、

井深、井主,并将排查结果书面告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审定和下达任务阶段(2020 年 5 月 16 日—5 月 31

日)

由领导小组组织相关部门成立审定组,对城区公共供

水管网覆盖范围内自备井是否封闭进行审定,并下达封井任

务。

(三)依法封井阶段(普通自备井 2020 年 6 月 1 日—8

月 15 日;地热井 2021 年 5 月—8 月)

1.各封井责任主体按照封井任务,对取水户下达《封停

自备井通知书》,同时向新乡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首创水务”)下达《对接城市公共供水管网通知书》。

2.取水户接到封停通知书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自行



配套内部管网。首创水务具体负责从公共供水管网到用户结

算计量水表处的供水管道的勘测、设计、铺设、对接等工作,

做到供封同步,确保不间断供水。3.已完成水源置换的自备

井,由各封井责任主体和新乡供电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切断电

源,拆除自备井专用变压器,并完成封闭,现场填写封井卡并

拍照、留存记录,做到一井一卡一照片(照片包括封前、封中、

封后),建立封井档案。

(四)验收阶段(普通自备井 2020 年 8月 16 日—8月 31

日;地热井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

领导小组对封井工作进行逐一验收,现场核查“一井一

卡一照片”等档案资料。合格后,参与验收人员和取水户共

同签字存档。

六、资金保障

(一)保障投入

封井工作经费主要有三项:一是设计、监理、技术论证

等费用;二是封井工程实施费用;三是宣传、租赁车辆等办公

费用。应根据自备井归属地及其对应封井责任主体,采取市

管户由市财政承担、区管户由各区财政承担的方式。

(二)明确奖惩

凡在规定时限内封闭自备井的取水户,给予政策优惠:

市政道路公共供水管网至贸易结算表表井段的管网铺设及

配套设施费用,由自备井取水户承担,首创水务根据工程预



算价款给予 25%的费用减免。

未在规定时限内封闭的自备井,要依法予以强制封闭,

并由取水户承担封井费用和管网接入的全部费用。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

市政府成立由武胜军副市长任组长,市委宣传部、市财

政局、公安局、税务局、住建局、资源规划局、教育局、人

防办、水利局、新乡供电公司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任成员的

领导小组,负责封井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指导、核查验收。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水利局,负责日常具体

工作。各区政府(管委会)相应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负责的工

作组织机构,在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具体负责本辖区内

自备井封闭工作。

(二)精心安排

各封井责任主体要进一步明确封闭范围、封闭数量和

时限要求,对所有封闭或保留的自备井,均应按照经纬度位

置、井深、用水情况等登记建档。既要防止私自重新启用已

封闭的自备井,又要防止在管网覆盖范围内擅自开凿新的自

备井。

(三)强化协作

封井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各有关部

门要各司其职、通力协作,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1.市委宣传部负责做好封井工作的宣传报道。

2.市财政局负责安排专项经费,保障封井工作顺利推

进。

3.市公安局负责封井现场秩序维护,对拒不配合排查、

阻挠或暴力对抗封井工作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

4.市税务局负责根据《河南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

办法》相关规定,对未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取水户,按水资源税

税额标准的 3 倍征收水资源税。

5.市住建局负责督促首创水务做到供封同步,确保取

水户不间断供水,并参加封井审定组工作。

6.市资源规划局负责做好公共供水管网施工过程中涉

及办理规划、占用公共设施和绿地施工及通行等手续的办理

工作。

7.市教育局负责对水质、水温有特殊需求的教学科研

自备井出具意见。

8.市人防办负责对作为城区应急避难场所的备用井出

具意见。

9.市水利局负责对自备井排查、审定、封闭、验收等

工作的业务指导;严格取水许可管理,对规定时间内未封停

的取水户吊销取水许可证。

10.新乡供电公司负责封井工作期间的电力管制工作。



附件:1.新乡市城区封井工作领导小组

2.新乡市城区自备井调查情况



附件 1

新乡市城区封井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武胜军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刘 冬 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郭新杰 市水利局局长

吴毅强 市住建局局长

成 员:苏绍彬 市教育局副局长

刘跃江 市公安局副局长

李分顺 市财政局副局长

张付银 市住建局副局长

郭树东 市水利局副局长

张日亮 市人防办副主任

赵忠敏 市委宣传部副调研员

姚 亮 市资源规划局副调研员

张建峰 市税务局总会计师

谢存伟 新乡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水利局,郭新杰同

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下设六个组:

1.综合组由市水利局、住建局、市委宣传部、市财政

局等部门组成,负责宣传报道、落实资金、综合协调、信息



汇总反馈、技术保障等工作。

2.审定组由市水利局、住建局、教育局、人防办等部

门组成,负责对自备井是否封闭进行审定。

3.管网铺设组由市住建局、资源规划局等部门组成,负

责市政道路公共供水管网至贸易结算表表井段的供水管网

的勘测、设计、铺设、对接等工作。

4.秩序维护组由市公安局、水利局、税务局、新乡供

电公司等部门组成,负责封井现场秩序维护,必要时进行联

合执法,对拒不配合排查、阻挠或暴力对抗封井工作的行为

依法严肃处理。

5.验收组由市水利局、财政局、住建局等部门组成,负

责对已封闭的自备井进行验收。

6.督查组由市水利局、市政府督查室等部门组成,负责

对 2020 年封井专项行动日常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月通报、月

点评,对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的辖区和部门进行约谈。



附件 2

新乡市城区自备井调查情况

经初步调查,目前市水利局及卫滨区、红旗区、牧野区、

凤泉区、高新区、经开区管理的自备井约有 248 户 644

眼,2019 年用水量约 1442.3 万立方米。具体情况如下:

1.市本级有自备井 103 户 382 眼,年开采地下水量约

1077 万立方米;

2.卫滨区有自备井76户105眼,年开采地下水量约164

万立方米;

3.红旗区有自备井 41 户 108 眼,年开采地下水量约 30

万立方米;

4.牧野区有自备井 10 户 20 眼,年开采地下水量约 9万

立方米;

5.凤泉区有自备井 4户 4眼,年开采地下水量约 1.3 万

立方米;

6.高新区有自备井 3户 4 眼,年开采地下水量约 2万立

方米;

7.经开区有自备井 11 户 21 眼,年开采地下水量约 159

万立方米。



主办：市水利局 督办: 市政府办七科

抄送：市委各部门,新乡军分区

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