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度杭州市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名单

序号 县（市、区） 工程类型 工程名称 主要特征指标 管理单位（管理责任主体） 验收组织单位
验收时间
（年月日）

备注

1 市本级 山塘 龙尾巴 总容积7.0万m
3 长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西湖区林水局 2018年5月21日

2 市本级 山塘 石塘坞 总容积5.86万m
3 大清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西湖区林水局 2018年5月21日

3 市本级 山塘 西穆坞 总容积5.47万m
3 西穆坞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西湖区林水局 2018年9月26日

4 市本级 大中型泵站 浦沿排灌站 总装机流量30m
3
/s 滨江区排灌站 杭州市林水局 2018年5月8日

5 余杭区 大中型泵站 新陡门泵站 11.5m
3
/s 余杭街道办事处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3月13日

6 余杭区 大中型泵站 马角洋泵闸站 19.6m
3
/s 良渚街道办事处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5月10日

7 余杭区 山塘 马家弄山塘 5万m
3 区农林集团 杭州市余杭区苕溪流域水利站（区标办） 2018年9月30日

8 余杭区 堤防 甪头塘 二十年一遇 瓶窑镇政府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3月13日
9 余杭区 堤防 澄清塘 二十年一遇 瓶窑镇政府 杭州市余杭区苕溪流域水利站（区标办） 2018年9月30日
10 余杭区 堤防 西门塘 二十年一遇 余杭街道办事处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10月26日
11 余杭区 堤防 陆塘埠塘 二十年一遇 余杭街道办事处 杭州市余杭区苕溪流域水利站（区标办） 2017年11月23日
12 余杭区 堤防 新北塘 二十年一遇 余杭街道办事处 杭州市余杭区苕溪流域水利站（区标办） 2017年11月23日

13 余杭区 小型水库 仙伯坑水库 122.85万m
3 鸬鸟镇政府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7月27日

14 余杭区 小型水库 石扶梯水库 41.37万m
3 黄湖镇政府 杭州市余杭区苕溪流域水利站（区标办） 2017年11月3日

15 余杭区 小型水库 馒头山水库 180.55万m
3 鸬鸟镇政府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7月27日

16 余杭区 小型水库 湖北坞水库 28.33万m
3 瓶窑镇政府 杭州市余杭区苕溪流域水利站（区标办） 2017年9月15日

17 余杭区 小型水库 龙坞水库 37.74万m
3 黄湖镇政 杭州市余杭区苕溪流域水利站（区标办） 2017年11月3日

18 余杭区 小型水库 鱼石岭水库 20.19万m
3 百丈镇政府 杭州市余杭区苕溪流域水利站（区标办） 2018年7月26日

19 余杭区 小型水库 西中水库 26.19万m
3 中泰街道 杭州市余杭区苕溪流域水利站（区标办） 2017年9月15日

20 建德市 堤防 五星堤防 省级河道4级堤防 市水利管理站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10月23日
21 建德市 堤防 新联堤防 省级河道4级堤防 市水利管理站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7月19日
22 建德市 堤防 胡宅堤防 省级河道4级堤防 市水利管理站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7月19日
23 建德市 堤防 乾潭堤防 省级河道4级堤防 市水利管理站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10月23日
24 建德市 堤防 林家堤防 省级河道4级堤防 市水利管理站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10月23日
25 建德市 堤防 梅城大坝堤防 省级河道4级堤防 市水利管理站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7年12月7日
26 建德市 堤防 新安江城防洋安堤防 省级河道4级堤防 市水利管理站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7年12月7日
27 建德市 堤防 寿昌江更楼堤防 县级河道4级堤防 市水利管理站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3日
28 建德市 堤防 寿昌江航头右岸堤防 县级河道4级堤防 市水利管理站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3日
29 建德市 堤防 寿昌江航头左岸堤防 县级河道4级堤防 市水利管理站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3日
30 建德市 堤防 寿昌江寿昌左岸堤防 县级河道4级堤防 市水利管理站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3日
31 建德市 堤防 寿昌江寿昌右岸堤防 县级河道4级堤防 市水利管理站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3日
32 建德市 小型水库 反修水库 总库容29.26万m³ 更楼街道办事处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7日
33 建德市 小型水库 湖岑塘水库 总库容49.1万m³ 更楼街道办事处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7日
34 建德市 小型水库 赤岭水库 总库容26.8万m³ 梅城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8日
35 建德市 小型水库 横山坞水库 总库容66.45万m³ 梅城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2日
36 建德市 小型水库 窑垅水库 总库容11.06万m³ 梅城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8日
37 建德市 小型水库 海塘水库 总库容28.83万m³ 寿昌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3日
38 建德市 小型水库 乌石水库 总库容21.74万m³ 寿昌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3日
39 建德市 小型水库 黄子坑水库 总库容10.56万m³ 大同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20日
40 建德市 小型水库 年山塘水库 总库容12.12万m³ 大同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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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建德市 小型水库 三岔源水库 总库容14.91万m³ 大同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20日
42 建德市 小型水库 石塘水库 总库容19.1万m³ 大同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20日
43 建德市 小型水库 小溪源水库 总库容11.8万m³ 大同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20日
44 建德市 小型水库 郑塘水库 总库容24.27万m³ 大同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8日
45 建德市 小型水库 大有塘水库 总库容15.99万m³ 乾潭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6日
46 建德市 小型水库 荷花塘水库 总库容14.75万m³ 乾潭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5日
47 建德市 小型水库 蟠形塘水库 总库容106.8万m³ 乾潭镇人民政府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10月25日
48 建德市 小型水库 樟岩水库 总库容22.4万m³ 三都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5日
49 建德市 小型水库 塘蛟水库 总库容48.79万m³ 杨村桥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7日
50 建德市 小型水库 大慈岩水库 总库容13.97万m³ 大慈岩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8日
51 建德市 小型水库 大慈岩镇红旗水库 总库容14.61万m³ 大慈岩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8日
52 建德市 小型水库 解放水库 总库容385万m³ 大慈岩镇人民政府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10月26日
53 建德市 小型水库 雷鼓山水库 总库容13.23万m³ 大慈岩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8日
54 建德市 小型水库 富源坑水库 总库容15.8万m³ 航头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9日
55 建德市 小型水库 泉塘水库 总库容13.25万m³ 航头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9日
56 建德市 小型水库 瓦塘水库 总库容22万m³ 航头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9日
57 建德市 小型水库 高塘水库 总库容23.54万m³ 李家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8日
58 建德市 小型水库 前进水库 总库容18.01万m³ 大洋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6日
59 建德市 小型水库 下坞底水库 总库容41.21万m³ 大洋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6日
60 建德市 小型水库 杨梅山水库 总库容13.37万m³ 大洋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5日
61 建德市 小型水库 戴家水库 总库容96.17万m³ 莲花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7日
62 建德市 小型水库 胜利水库 总库容286万m³ 钦堂乡人民政府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10月25日
63 建德市 小型水库 下坞垅水库 总库容49.03万m³ 钦堂乡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6日
64 建德市 小型水库 新塘水库 总库容19.42万m³ 钦堂乡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5日
65 建德市 山塘 龙门塘山塘 总容积9.75万m³ 于合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5日
66 建德市 山塘 下中午山塘 总容积6.8万m³ 滨江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8日
67 建德市 山塘 革新山塘 总容积8万m³ 龙泉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8日
68 建德市 山塘 牛坞山塘 总容积7万m³ 永嘉桥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3日
69 建德市 山塘 余洪村后垅塘山塘 总容积5万m³ 余洪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10月18日
70 建德市 山塘 羊毛坞山塘 总容积5万m³ 仇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6日
71 建德市 山塘 下包村里坞山塘 总容积7.5万m³ 下包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6日
72 建德市 山塘 仁皇寺山塘 总容积5万m³ 三都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5日
73 建德市 山塘 家坞山塘 总容积5.8万m³ 官路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2日
74 建德市 山塘 梓源村塘坞山塘 总容积6万m³ 梓源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2日
75 建德市 山塘 西塘坞山塘 总容积6.18万m³ 联和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3日
76 建德市 山塘 大店口村连塘山塘 总容积8万m³ 大店口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9日
77 建德市 山塘 东塘山塘 总容积7万m³ 黄木岗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9日
78 建德市 山塘 下管山山塘 总容积8.42万m³ 灵栖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9日
79 建德市 山塘 石木岭村横垅山塘 总容积5.3万m³ 石木岭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9日

80 建德市 农村供水工程 更楼街道桥岭村饮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150m³/d
桥岭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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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建德市 农村供水工程 梅城镇伊村村饮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150m³/d
伊村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8月28日

82 建德市 农村供水工程 梅城镇滨江村饮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150m³/d
滨江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10月15日

83 建德市 农村供水工程 梅城镇利群村饮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150m³/d
利群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15日

84 建德市 农村供水工程 航头镇灵栖村饮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500 

m³/d
灵栖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5月23日

85 建德市 农村供水工程 乾谭镇幸福村饮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200m³/d
幸福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20日

86 建德市 农村供水工程 大洋镇贺宅村饮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200m³/d
贺宅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8日

87 建德市 农村供水工程 大洋镇柳村村饮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250m³/d
柳村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6月8日

88 建德市 农村供水工程 三都镇青藤湾水厂
设计供水规模
3000m³/d

清湾水务有限公司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7年12月27日

89 建德市 农村供水工程 三都镇马宅村饮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250m³/d
马宅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8日

90 建德市 水文测站 三河 雨量站 建德市水文水资源监测站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8月21日
91 建德市 水文测站 源口（二） 雨量站 建德市水文水资源监测站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8月21日

92 建德市
水土保持监测

站
建德市更楼水文观测站 水文站 建德市水文水资源监测站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10月24日

93 淳安县 小型水库 龙头水库 总库容194万m
3 杭州千岛湖恒信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8月17日

94 淳安县 小型水库 幸福水库 总库容40万m
3 屏门乡人民政府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5月18日

95 淳安县 小型水库 龙姚水库 总库容347万m
3 汾口镇人民政府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8月16日

96 淳安县 小型水库 文朝水库 总库容16万m
3 汾口镇人民政府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5日

97 淳安县 小型水库 越古源水库 总库容12.6万m
3 汾口镇人民政府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1日

98 淳安县 小型水库 塘坞水库 总库容20万m
3 汾口镇人民政府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5日

99 淳安县 小型水库 庙岭坞水库 总库容13.5万m
3 汾口镇人民政府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5月22日

100 淳安县 小型水库 镜坑源水库 总库容64万m
3 汾口镇人民政府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5日

101 淳安县 小型水库 叶家源水库 总库容108.5万m
3 威坪镇人民政府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8月17日

102 淳安县 小型水库 邵坑坞水库 总库容14.9万m
3 威坪镇人民政府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3日

103 淳安县 小型水库 金通水库 总库容540万m
3 威坪镇人民政府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10月24日

104 淳安县 小型水库 联合水库 总库容19.8万m
3 文昌镇人民政府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4日

105 淳安县 小型水库 洪家坞水库 总库容21.1万m
3 枫树岭镇人民政府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5日

106 淳安县 小型水库 大毛岭水库 总库容220万m
3 富文乡人民政府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10月24日

107 淳安县 小型水库 胡家水库 总库容28.9万m
3 鸠坑乡人民政府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3日

108 淳安县 小型水库 长岭水库 总库容11.5万m
3 千岛湖镇人民政府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5月21日

109 淳安县 小型水库 云溪水库 总库容173.4万m
3 淳安县云溪通达水力有限公司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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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淳安县 小型水库 木瓜水库 总库容188万m
3 杭州武强水电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8月16日

111 淳安县 小型水库 贡坑水库 总库容42.7万m
3 梓桐镇人民政府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5月23日

112 淳安县 小型水库 乌丝坑水库 总库容18.1万m
3 青溪新城管委会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5月21日

113 淳安县 山塘 银子坞山塘 总容积8万m
3 青山村经济合作社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3日

114 淳安县 山塘 高坑坞山塘 总容积6万m
3 浮林村经济合作社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4日

115 淳安县 山塘 杨塘山塘 总容积7.5万m
3 右源村经济合作社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5月18日

116 淳安县 山塘 求坑源山塘 总容积8.5万m
3 宕里村经济合作社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5月21日

117 淳安县 山塘 凤凰山塘 总容积6.5万m
3 联合村经济合作社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1日

118 淳安县 山塘 大坞山塘 总容积7万m
3 鲁村村经济合作社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5月22日

119 淳安县 山塘 塔坞山塘 总容积7万m
3 坑下村经济合作社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3日

120 淳安县 山塘 龙门坎山塘 总容积7万m
3 浮林村经济合作社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4日

121 淳安县 农村供水工程 梓桐镇常宁供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500m
3
/d

梓桐镇常宁村村民委员会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4日

122 淳安县 农村供水工程 梓桐镇结蒙供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400m
3
/d

梓桐镇结蒙村村民委员会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4日

123 淳安县 农村供水工程 姜家镇郭村供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400m
3
/d

姜家镇郭村村村民委员会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0日

124 淳安县 农村供水工程 姜家镇章村供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260m
3
/d

姜家镇章村村村民委员会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0日

125 淳安县 农村供水工程 威坪镇唐村供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350m
3
/d

威坪镇唐村村村民委员会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5月23日

126 淳安县 水文测站 小毛岭 雨量站 淳安县水文站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6年11月10日
127 淳安县 水文测站 金竹岭 雨量站 淳安县水文站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4月26日
128 淳安县 水文测站 瑶山 雨量站 淳安县水文站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4月26日
129 淳安县 水文测站 千岛湖 雨量站 淳安县水文站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4月26日
130 淳安县 水文测站 樟村 雨量站 淳安县水文站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4月26日
131 淳安县 水文测站 杜井 雨量站 淳安县水文站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9日
132 淳安县 水文测站 百罗畈 雨量站 淳安县水文站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9日
133 桐庐县 堤防 富春江桐君街道梅蓉堤防 省级河道4级堤防 桐君街道办事处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10月24日
134 桐庐县 堤防 富春江城南街道金西堤防 省级河道4级堤防 城南街道办事处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10月24日
135 桐庐县 堤防 分水江瑶琳镇瑶琳城防 省级河道4级堤防 瑶琳镇分水江堤防管理站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10月24日

136 桐庐县 小型水库 上堰水库 总库容25万m
3 横村镇柳岩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7年9月26日

137 桐庐县 小型水库 周家垅水库 总库容17万m
3 城南街道金中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6年11月22日

138 桐庐县 小型水库 云和畈水库 总库容21万m
3 横村镇孙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6年11月30日

139 桐庐县 小型水库 双坑水库 总库容36万m
3 桐庐双溪水电有限公司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7年9月20日

140 桐庐县 小型水库 天井潭水库 总库容11万m
3 钟山乡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办公

室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7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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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桐庐县 小型水库 关里水库 总库容53万m
3 富春江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办

公室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7年9月25日

142 桐庐县 小型水库 伍塘湾水库 总库容15万m
3 城南街道东兴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6年11月22日

143 桐庐县 山塘 后岭裤裆丘山塘 总库容6万m
3 横村镇后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7年9月26日

144 桐庐县 山塘 榨坞垅山塘 总库容7万m
3 横村镇横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7年9月26日

145 桐庐县 山塘 新塘山塘 总库容8万m
3 江南镇彰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7年9月22日

146 桐庐县 农村供水工程 珠村供水站
设计供水规模

200m
3
/d

瑶琳镇琴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4日

147 桐庐县 农村供水工程 永安供水站
设计供水规模

400m
3
/d

瑶琳镇永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4日

148 桐庐县 农村供水工程 何宋洋坑坞供水站
设计供水规模

200m
3
/d

瑶琳镇何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4日

149 桐庐县 农村供水工程 何宋大平坞供水站
设计供水规模

200m
3
/d

瑶琳镇何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8日

150 桐庐县 农村供水工程 芦茨村供水站
设计供水规模

400m
3
/d

富春江镇芦茨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9日

151 桐庐县 农村供水工程 茆坪村供水站
设计供水规模

300m
3
/d

富春江镇茆坪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9日

152 桐庐县 农村供水工程 俞赵村供水站
设计供水规模

900m
3
/d

富春江镇俞赵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9日

153 桐庐县 农村供水工程 渡济村供水站
设计供水规模

200m
3
/d

富春江镇渡济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9日

154 桐庐县 农村供水工程 上四村供水站
设计供水规模

200m
3
/d

富春江镇上泗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9日

155 临安区 小型水库 石基塘水库 总库容12.4万m
3 锦北街道西墅居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8日

156 临安区 小型水库 夏村水库 总库容51.4万m
3 太湖源镇夏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8日

157 临安区 小型水库 枫岭脚水库 总库容17.6万m
3 太湖源镇高云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8日

158 临安区 小型水库 罗成坞水库 总库容15.8万m
3 太湖源镇众社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8日

159 临安区 小型水库 里伍水库 总库容78.1万m
3 潜川镇伍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14日

160 临安区 小型水库 方元村寺坞水库 总库容17.14万m
3 於潜镇方元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9日

161 临安区 小型水库 横鑫村东坞水库 总库容11.2万m
3 於潜镇横鑫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9日

162 临安区 小型水库 下尤陆家坞水库 总库容10.0万m
3 区於潜镇东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9日

163 临安区 小型水库 中华山水库 总库容104.0万m
3 太阳镇水利服务站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6月25日

164 临安区 小型水库 斑竹水库 总库容86.0万m
3 太阳镇水利服务站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10日

165 临安区 小型水库 外王家水库 总库容11.5万m
3 太阳镇上太阳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10日

166 临安区 小型水库 落脚山水库 总库容15.9万m
3 太阳镇双庙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13日

167 临安区 小型水库 梓树坞水库 总库容13.3万m
3 太阳镇浪山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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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临安区 小型水库 龙池水库 总库容11.1万m
3 龙岗镇峡谷源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14日

169 临安区 小型水库 南山水库 总库容34.9万m
3 青山湖街道泉口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6日

170 临安区 小型水库 立塔口水库 总库容58.8万m
3 青山湖街道水利服务站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4日

171 临安区 小型水库 豆川村巴家坞水库 总库容13.5万m
3 板桥镇豆川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3日

172 临安区 小型水库 支阴坞水库 总库容16.9万m
3 板桥镇板桥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7日

173 临安区 小型水库 居仁水库 总库容62.0万m
3 板桥镇花戏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3日

174 临安区 小型水库 沈家坞水库 总库容40.7万m
3 潜川镇上沃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3日

175 临安区 小型水库 上坞水库 总库容12.5万m
3 潜川镇城后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3日

176 临安区 小型水库 东塘坞水库 总库容36.9万m
3 潜川镇乐平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9日

177 临安区 小型水库 前坑坞水库 总库容40.0万m
3 潜川镇西乐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3日

178 临安区 小型水库 塘坞水库 总库容19.36万m
3 潜川镇外伍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9日

179 临安区 小型水库 直坞水库 总库容21.2万m
3 河桥镇云浪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0日

180 临安区 小型水库 吉坞水库 总库容19.0万m
3 河桥镇泥骆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0日

181 临安区 小型水库 邵坞水库 总库容24.45万m
3 河桥镇中鑫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0日

182 临安区 小型水库 中鑫村青龙山水库 总库容23.0万m
3 河桥镇中鑫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0日

183 临安区 小型水库 大塘坞水库 总库容14.1万m
3 河桥镇云浪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0日

184 临安区 小型水库 东方水库 总库容11.95万m
3 河桥镇聚秀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9日

185 临安区 小型水库 操坞水库 总库容20.0万m
3 河桥镇中鑫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0日

186 临安区 小型水库 冷水湾水库 总库容26.5万m3 锦南街道柯家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3日

187 临安区 小型水库 生牛坞水库 总库容26.0万m
3 杭州市临安区锦南新城管委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6日

188 临安区 小型水库 大山水库 总库容35.2万m
3 青山湖街道朱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1月12日

189 临安区 山塘 竹毛坞山塘 总容积7.4万m
3 玲珑街道桥岭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6日

190 临安区 山塘 池塘坞山塘 总容积5.4万m
3 玲珑街道桥岭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6日

191 临安区 山塘 水塘湾山塘 总容积5万m
3 玲珑街道桥岭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5日

192 临安区 山塘 周福山山塘 总容积5万m
3 玲珑街道化龙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5日

193 临安区 山塘 扁山坞山塘 总容积5万m
3 玲珑街道锦球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3日

194 临安区 山塘 鲁里山塘 总容积9万m
3 太湖源镇横徐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15日

195 临安区 山塘 由坞山塘 总容积8万m
3 太湖源镇射干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15日

196 临安区 山塘 大涤山山塘 总容积8.4万m
3 青山湖街道洞霄宫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5日

197 临安区 山塘 百客岭山塘 总容积5万m
3 青山湖街道研里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5日

198 临安区 山塘 铜罗里山塘 总容积8万m
3 青山湖街道朱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5日

199 临安区 山塘 松毛坞长塘山塘 总容积7万m
3 青山湖街道庆北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3日

200 临安区 山塘 烂田坞山塘 总容积8万m
3 板桥镇花戏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16日

201 临安区 山塘 崔家坞山塘 总容积8万m
3 板桥镇桃源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16日

202 临安区 山塘 十亩弄山塘 总容积7.6万m
3 天目山镇对石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19日

203 临安区 山塘 鸡金坞山塘 总容积6万m
3 天目山镇白鹤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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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临安区 山塘 桃树坞1山塘 总容积7万m
3 於潜镇观山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8日

205 临安区 山塘 排坞山塘 总容积5万m
3 太阳镇枫树岭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8日

206 临安区 山塘 金子坞山塘 总容积7万m
3 昌化镇孙家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1日

207 临安区 山塘 灰灶坞山塘 总容积6万m
3 龙岗镇龙井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17日

208 临安区 山塘 见坞山塘 总容积8万m
3 龙岗镇新溪新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17日

209 临安区 山塘 乌龙塘内塘山塘 总容积6万m
3 龙岗镇林坑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20日

210 临安区 山塘 烂塘坞山塘 总容积6万m
3 河桥镇七都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1日

211 临安区 山塘 龙门上山塘 总容积5万m
3 河桥镇聚秀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0日

212 临安区 山塘 饶村坞山塘 总容积7万m
3 河桥镇泥骆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3日

213 临安区 山塘 北坞山塘 总容积8万m
3 清凉峰镇九都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20日

214 临安区 山塘 长峰景山塘 总容积5万m
3 於潜镇双坑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1月12日

215 临安区 山塘 深坑山塘 总容积5.5万m3 岛石镇仁里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1月12日

216 临安区 堤防
昌化溪昌化段左岸防洪堤
（丽景酒店至虞溪口）

市级河道Ⅲ级堤防 昌化镇人民政府城建办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7年12月20日

217 临安区 堤防
昌化溪昌化段右岸防洪堤
（青山潭至昌文线大桥）

市级河道Ⅳ级堤防 昌化镇人民政府城建办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6月26日

218 临安区 堤防
昌化溪昌化段右岸防洪堤
（水南华通门口至龙头坞

口）
市级河道Ⅳ级堤防 昌化镇人民政府城建办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6月26日

219 临安区 堤防
昌化溪昌化段左岸防洪堤
（平葛大桥下至丽景小区

口）
市级河道Ⅳ级堤防 昌化镇人民政府城建办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6月26日

220 临安区 堤防
昌化溪昌化段左岸防洪堤
（武隆堰至后营小溪口）

市级河道Ⅳ级堤防 昌化镇人民政府城建办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7年12月20日

221 临安区 堤防
临安市城市防洪工程(马溪左

岸堤防）
县级河道Ⅲ级堤防 城市河道管理所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5日

222 临安区 堤防
临安市城市防洪工程(马溪右

岸堤防）
县级河道Ⅲ级堤防 城市河道管理所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5日

223 临安区 农村供水工程 武村村供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200m
3
/d

太阳镇武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3日

224 临安区 农村供水工程 研里村供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260m
3
/d

青山湖街道研里村村民委员委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5日

225 临安区 农村供水工程 对石村供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350m
3
/d

天目山镇对石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8日

226 临安区 农村供水工程 亭口村饮用水提升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360m
3
/d

天目山镇亭口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23日

227 临安区 农村供水工程 海龙村供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280m
3
/d

潜川镇海龙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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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临安区 农村供水工程 九里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370m
3
/d

天目山镇九里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21日

229 临安区 农村供水工程 横鑫村饮用水提升改造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401m
3
/d

於潜镇横鑫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19日

230 临安区 农村供水工程 牌联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340m
3
/d

板桥镇牌联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1月21日

231 临安区 农村供水工程 孙家村供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200m
3
/d

昌化镇孙家村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0日

232 临安区 农村供水工程 秋口村饮用水提升改造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230m
3
/d

板桥镇秋口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5日

233 临安区 农村供水工程 三口集镇饮水安全提升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425m
3
/d

板桥镇人民政府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5日

234 临安区 农村供水工程 外伍村供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240m
3
/d

潜川镇外伍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9日

235 临安区 农村供水工程 乐平村饮用水提升改造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250m
3
/d

潜川镇乐平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9日

236 临安区 大中型泵站 汪家埠 总装机流量11m
3
/s 青山湖街道水利服务站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2018年9月19日

237 临安区 水文测站 昱岭关 雨量站 临安区水文站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22日
238 临安区 水文测站 岭下 雨量站 临安区水文站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22日
239 临安区 水文测站 双石 雨量站 临安区水文站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22日
240 临安区 水文测站 蒲村 雨量站 临安区水文站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22日
241 临安区 水文测站 临安溪口 雨量站 临安区水文站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22日
242 临安区 水文测站 青山殿 雨量站 临安区水文站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22日
243 临安区 水文测站 龙门寺 雨量站 临安区水文站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22日
244 临安区 水文测站 桃花村 雨量站 临安区水文站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22日
245 临安区 水文测站 徐家头 雨量站 临安区水文站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22日
246 临安区 水文测站 湍口 雨量站 临安区水文站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22日
247 富阳区 小型水库 大源甘坑水库 13 东前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12日
248 富阳区 小型水库 金竹坞水库 13 查口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15日
249 富阳区 小型水库 小亩塘水库 16.35 龙门镇人民政府水利服务站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1日
250 富阳区 小型水库 白水塘水库 10.5 双喜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0日
251 富阳区 小型水库 长垅庵水库 11.9 鸡笼山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12日
252 富阳区 小型水库 石塔坞水库 10.4 青云桥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1日
253 富阳区 小型水库 石状坞水库 19.08 杨清庙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1日
254 富阳区 小型水库 火烧岭水库 12.55 查岭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6日
255 富阳区 小型水库 水碓门水库 27.3 里仁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15日
256 富阳区 小型水库 花塘坞水库 20.3 永昌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15日
257 富阳区 小型水库 黄金坞水库 11.4 幸福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4日
258 富阳区 小型水库 汪家湾水库 10 东山下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4日
259 富阳区 小型水库 方家坞水库 11.1 长兰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5日
260 富阳区 小型水库 高山坞水库 17.51 元村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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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富阳区 小型水库 马头坞水库 42.55 官山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5日
262 富阳区 小型水库 蒋家湾水库 10.7 双联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5日
263 富阳区 小型水库 洞毛坞水库 13.26 平山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5日
264 富阳区 小型水库 古羊岭水库 15 方里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15日
265 富阳区 小型水库 万市大坞水库 10.2 万市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15日
266 富阳区 小型水库 桃源坞水库 17.2 大地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2日
267 富阳区 小型水库 查岭坞水库 10.5 查口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3日
268 富阳区 小型水库 横坞水库 11.25 文村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3日
269 富阳区 小型水库 马羊坞水库 13 石羊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3日
270 富阳区 小型水库 石壁寺水库 14.6 贤德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3日
271 富阳区 小型水库 直坞水库 12 山基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1日
272 富阳区 小型水库 冷水湾水库 11.6 徐家坞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1日
273 富阳区 小型水库 永安山水库 69 礼门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5月7日
274 富阳区 小型水库 渔山大坞水库 13.59 墅溪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5月7日
275 富阳区 小型水库 孙家坞水库 15.73 洞桥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3日
276 富阳区 小型水库 密坞水库 14.8 上官乡人民政府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4日
277 富阳区 小型水库 桐树坞水库 39.3 环一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4日
278 富阳区 小型水库 蒋坞水库 19.5 诸佳坞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4日
279 富阳区 小型水库 侯军坞水库 37.56 环三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4日

280 富阳区 小型水库 里鸡肝坞水库 13.72万m
3 三联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0月12日

281 富阳区 小型水库 栗柴坞水库 10万m
3 拔山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0月12日

282 富阳区 小型水库 磨刀坑水库 17万m
3 春华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0月12日

283 富阳区 小型水库 青山坞水库 15.08万m
3 执中亭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0月12日

284 富阳区 小型水库 桃花坞水库 52.5万m
3 拔山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0月12日

285 富阳区 小型水库 外鸡肝坞水库 27.2万m
3 三联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0月12日

286 富阳区 小型水库 杨庚坞水库 30.74万m
3 宵井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0月12日

287 富阳区 小型水库 粽子坞水库 19.3万m
3 方家井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0月12日

288 富阳区 小型水库 碧西坞水库 13.1万m
3 洞桥镇洞桥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0月10日

289 富阳区 小型水库 大孔坞水库 10.09万m
3 查口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0月10日

290 富阳区 小型水库 紫竹坞水库 50万m
3 永昌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0月10日

291 富阳区 小型水库 上唐水库 14.6万m
3 唐家坞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0月19日

292 富阳区 山塘 黑山垅山塘 8 上旺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28日
293 富阳区 山塘 高岭山塘 8.4 大山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28日
294 富阳区 山塘 春建野坞山塘 6.7 春建乡春建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4日
295 富阳区 山塘 下俞西坞山塘 5.94 春建乡春建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4日
296 富阳区 山塘 姜坞山塘 5.5 大源镇觃口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0日
297 富阳区 山塘 谢圣岭山塘 6.8 银湖街道千家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0日
298 富阳区 山塘 柏枝坞山塘 8.36 鹿山街道五四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0日
299 富阳区 山塘 彭家村烂田坞山塘 6.8 万市镇彭家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0日
300 富阳区 山塘 雍家山塘 6.3 胥口镇佛鲁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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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富阳区 山塘 小田家山塘 6.4 胥口镇平畈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0日
302 富阳区 山塘 石坞山塘 9.3 胥口镇新崤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0日
303 富阳区 山塘 望仙肚山塘 6.5 春江街道山建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2日
304 富阳区 山塘 新常野坞山塘 5.8 银湖街道新常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2日
305 富阳区 山塘 桃坞岙山塘 7.5 鹿山街道新祥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5日

306 富阳区 山塘 下坎山塘 8.5万m
3 万市镇东叙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5日

307 富阳区 山塘 扑子坞山塘 7万m
3 新登镇昌东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5日

308 富阳区 山塘 下路山塘 6.5万m
3 新登镇上旺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5日

309 富阳区 山塘 和尚岭山塘 8.8万m
3 永昌镇永昌村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5日

310 富阳区 堤防 春江堤 4级 春江街道水利服务站 杭州林业水利局 2018年9月26日
311 富阳区 堤防 东洲堤 4级 东洲街道水利服务站 杭州林业水利局 2017年10月27日
312 富阳区 中型水闸 皇田畈闸 中型水闸 皇田畈水利管理处 杭州林业水利局 2018年7月20日
313 富阳区 中型水闸 鹿山闸-水闸工程 中型水闸 皇田畈水利管理处 杭州林业水利局 2018年7月20日
314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东坞水库供水工程 891（m3/d） 新中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28日
315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栗柴坞水库供水工程 255（m3/d） 拔山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10月28日
316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沈塘坞水库供水工程 200（m3/d） 东风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4日
317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汪家湾供水工程 500（m3/d） 安禾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4日
318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新民村供水工程 270（m3/d） 新民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0日
319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平畈供水工程 240（m3/d） 平畈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0日
320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里坞供水工程 340（m3/d） 里坞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0日
321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密坞水库供水项目 611（m3/d） 上官乡人民政府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0日
322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宫前供水工程 200（m3/d） 东前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0日
323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蒋坞塘坝供水工程 759（m3/d） 觃口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7年9月10日
324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石岭供水工程 275（m3/d） 湘溪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3日
325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永安山供水工程 250（m3/d） 小剡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1日
326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祝家村供水工程 375（m3/d） 银湖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0日
327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西坞塘坝供水工程 （m3/d） 杨元坎村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1日
328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烈坞水库供水工程 285（m3/d） 沧洲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15日
329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柳溪供水工程 332（m3/d） 方家井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15日
330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千家供水工程 426（m3/d） 千家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2
331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三贤供水工程 252（m3/d） 双联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15日
332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上陈供水工程 341（m3/d） 上陈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15日
333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下练村供水工程 371（m3/d） 下练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2日
334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新联供水工程 248（m3/d） 拔山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0日
335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新浦村供水工程 301（m3/d） 新浦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0日
336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周公坞供水工程 420（m3/d） 观前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1日
337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大洋坞供水工程 240（m3/d） 东坞山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3日
338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石步坞供水工程 432（m3/d） 程浦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21日
339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施村供水工程 270（m3/d） 半山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0日
340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里杨庚坞供水工程 390（m3/d） 宵井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0日
341 富阳区 水文测站 永昌 雨量站 富阳水文站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6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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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富阳区 水文测站 盛村 雨量站 富阳水文站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9日
343 富阳区 水文测站 岩石岭水库 雨量站 富阳水文站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9日
344 富阳区 水文测站 千家村 雨量站 富阳水文站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9日
345 富阳区 水文测站 新登 雨量站 富阳水文站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9日

346 淳安县 山塘 石灰岭山塘 总容积6万m
3  毛家村经济合作社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11月20日

347 淳安县 山塘 六坑坞山塘 总容积6万m
3 卢家庄村经济合作社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11月21日

348 淳安县 山塘 渣木塘山塘 总容积5万m
3  狮石村经济合作社 淳安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11月20日

349 临安区 小型水库 如龙水库 总库容38.1万m3 板桥镇如龙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7月23日
350 临安区 山塘 大九岭山塘 总容积5万m3 龙岗镇仙人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22日
351 临安区 山塘 大坞山塘 总容积5万m3 湍口镇三联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22日
352 临安区 山塘 陆家山塘 总容积6万m3 湍口镇湍源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22日
353 临安区 山塘 周道坑山塘 总容积6.3万m3 湍口镇洪岭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22日
354 临安区 山塘 党大坑山塘 总容积5万m3 岛石镇黄川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22日
355 临安区 水文测站 昌化水文站 水文站 临安区水文站 杭州市林水局 2018年10月23日

356 桐庐县 山塘 王坞坑山塘 总库容9.2万m
3 分水镇保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7年9月20日

357 桐庐县 山塘 朴基坞山塘 总库容8万m
3 江南镇彰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25日

358 桐庐县 山塘 黄蛇形山塘 总库容5万m
3 城南街道金中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25日

359 桐庐县 山塘 洞家坑山塘 总库容5万m
3 瑶琳镇潘联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7日

360 桐庐县 农村供水工程 合岭供水站
设计供水规模

200m
3
/d

旧县街道合岭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7年9月21日

361 桐庐县 农村供水工程 吴家供水站
设计供水规模

200m
3
/d

瑶琳镇东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7日

362 建德市 小型水库 田子坞水库 总库容17万m³ 梅城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2日
363 建德市 小型水库 黄金坞水库 总库容33万m³ 大同镇人民政府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8日
364 建德市 山塘 金钱坞山塘 总容积6.89万m³ 柳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8日
365 建德市 山塘 红坞山塘 总容积5万m³ 李村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3日
366 建德市 山塘 牛扼曲山塘 总容积6.4万m³ 李村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7月13日

367 建德市 农村供水工程 杨村桥镇龙源村饮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200m³/d
龙源村经济合作社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8年8月28日

368 建德市 农村供水工程 大慈岩镇石柱源水厂
设计供水规模
5000m³/d

建德市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7年11月9日

369 建德市 农村供水工程 大同镇牙坑水厂
设计供水规模
5000m³/d

大同镇新昌自来水有限公司 建德市水利水产局 2016年11月29日

370 富阳区 小型水库 黄土岭水库 10 上官乡人民政府水利服务站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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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富阳区 小型水库 黄泥岭水库 12 高联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8月21日
372 富阳区 小型水库 淡竹坞水库 13.5 银湖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0日
373 富阳区 小型水库 瓦崖垅水库 11.8 昌东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4日
374 富阳区 小型水库 桃坑水库 11.85 五四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6月15日
375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石井坞供水工程 399（m3/d） 新关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0日
376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沈家坞供水工程 508（m3/d） 沈家坞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0日
377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郑家坞水库供水工程 348（m3/d） 骆村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0日
378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南坑坞供水工程 318（m3/d） 石龙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0日
379 富阳区 农村供水工程 寺坞供水工程 248（m3/d） 窈口村委会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9月10日

380 富阳区 水文测站 窄溪
水（潮）位站、雨

量站
富阳水文站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2日

381 富阳区 水文测站 杉树塆 雨量站 富阳水文站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2日
382 富阳区 水文测站 方里 雨量站 富阳水文站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2日
383 富阳区 水文测站 东坞 雨量站 富阳水文站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2日
384 富阳区 水文测站 何务 雨量站 富阳水文站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2018年10月12日
385 余杭区 水文测站 瓶窑 水文站 余杭水文站 浙江省水利厅 2018年11月16日

省级验收
6项

386 江干区 海塘 交通围堤 海塘工程 江干区林水局 浙江省水利厅 2018年9月5日
387 淳安县 大中型水库 铜山水库 大中型水库 淳安县水利水电投资公司 浙江省水利厅 2018年10月30日
388 淳安县 大中型水库 枫树岭水库 大中型水库 淳安县水利水电投资公司 浙江省水利厅 2018年10月30日
389 淳安县 大中型水库 霞源水库 大中型水库 淳安浙西霞源水电有限公司 浙江省水利厅 2018年11月28日

390 淳安县 大中型水库 严家水库 大中型水库
杭州千岛湖恒信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浙江省水利厅 2018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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