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环靓附M室文件
鄂环办〔2018〕27号

省环保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18年全省生态环 

境监测工作要点》和 《2018年湖北省生态环境 

监测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环保局，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为全面落实《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2018年 

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方案》以及《2018年全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 

等文件精神，做 好 2018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我厅制定了 

《2018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和 《2018年湖北省生态环 

境监测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请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环保局分别于2018年 6 

月 3 0日、12月 2 0日前将本地区环境监测半年工作总结、全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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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总结报送我厅。

联系人：环境监测处宋柏谦 （ 027 ) 87167197

附件：1.2018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

2. 2018年湖北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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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8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污■染防治攻 

坚战和省级环保督查的全面启动之年，是 实 施 "十三五"规划和 

落实《湖北省生态建设岡络建设工作方案》承上启下的关鍵一年， 

全省环境监测系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点围绕监测事权上收、污■染防 

治三大行动、保障监测数据质量，强化环境质量监测预警，創新 

监测体制机制，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强化环境监测质量管理， 

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技术支撑与保 

障。

一 、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暑，深化环境监测改革

(一 ）加快推进国家地表水盟测事权上收，按期完成国家水 

站建设任务

按照国家考核断面水质自动监测殆建设有关部署和相关技术 

规范要求，全省65座已建国考断面水质自动站应于2018年 4 月 

底前完成设备更新与功能升级，达到国家相关技术规范要求，5 

月底前与国家平台实现联网。全省56座新建国考断面水质自动绝 

除7座由国家统一采取浮船结形式建设外其他应于2018年 4月底 

前完成站房主体工程建设，5 月底前与中标的第三方运绝公司沟 

通完成站房内部布局、站房辅助设施和采水系统建设，6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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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调试并试运行，7 月底前完成所有新建水站的建设任务， 

并与国家和省级平台实现联网。从 8 月份起，国考断面除个别不 

具备建结条件的其余全部实行水质自动监测，完成国家下达的地 

表水监测事权上收任务。各地应按照上述进度要求，进一步梳理 

细化水站建设各项任务，倒排工期，严格按照标准规范、进度目 

标扎实推进水姑建设，确保按期完成建站任务。

(二 ）全面落实《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盟测数据 

盾量的意见》，切实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

根 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环境监 

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的通知》（厅 发 〔2017〕35 

号）精神，研究起草《湖北省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 

据质量实施方案》，报请省委、省政府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名义印发实施，同时启动《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调查处理办 

法》等相关配杳制度的起草工作。各地要按照省委、省政府文件 

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和宣传教育，扎实推进各项任务的落实。

(三 ）深入落实《湖北省生态环境蓝测网终建设工作方案》， 

推进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测数据全省联网

认真落实《湖北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工作方案》（鄂政办 

发 〔2016〕82号）要求，加快推进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以及、污 

染源监测数据全省联网共享。按照国家水质自动监测祐联网技术 

方案要求，完善全省地表水自动监测联网平台，实现全省国控、 

省控及非省控水质自动姑的联网与数据共享。加强空气自动监测 

数据全省联网共享，实现全省国控、省控空气自动监测姑数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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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并向社会公开发布。推进污染源监测数据全省联网，建成全 

省污■染源监测信患联网与发布平台，实现全省重点排污单位自行 

监测与环保部门汚染源监督性监测数据全面直传上报和监测结果 

及时发布。

二、深化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全面支撑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 ）巩固空气质量盟测与预测预报，有力支撑蓝天保卫战

开展空气质量例行监测及排名。继续组织开展全省县级以上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实时发布监测数据，每月发布全省城市 

空气质量报告，公布空气质量较好、较差的城市名单。各地环保 

部门要继续为国控、省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运维提供坚强保障， 

确保监测站点正常稳定运行。继续做好酸雨、沙尘、温室气体、 

区域（农村）以及背景空气质量监测。推进县级城市空气质量监 

测点位优化调整。

强化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完善与气象部门会商机制，提高大 

气汚染气象条件预报的准确率，及时、准确发布重'污染天气预报 

信息。开展大气汚染传输通道城市监测，加强走航监测、激光雷 

达监测等技术运用，为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技术保障。提 

高大气超级结与区域姑管理和监测数据应用水平，为区域空气质 

量预报提供支撑。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结杆焚烧空气质量 

影响评係及预测预报。做好重大活动期间的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工 

作，提前制定方案，建立数据共享和协作机制，及时报送并发布 

信患。

推进挥发性有机物（VOCs)试点监测。制 定 《2018年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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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地区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案》,组织武汉市、黄閃市、

鄂州市、孝感市等试点城市采取手工与自动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环境空气VOCs监测，掌握重点区域环境空气VOCs污染状况，

为 VOCs污染防治提供技术支撑。试点城市环保部门要按照省厅方

案要求加强人员、经费、仪器设备等相关保障，认真扎实开展工

作,按时上报监测数据。在武汉市组织开展环境空气PMi拭点监测，

不断完善PMi监测技术体系，掌握武汉地区环境空气PMi浓度水平、

时空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

(二 ）深化水环境盾量盟测，有力支掉清水行动

组织做好省控断面地表水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将非国控的省

控断面监测频次由逢单月监测调整为每月监测。组织开展县级以

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在常规监

测基础上增加一次全指标分析。组织对62个国家考核断面开展水

质同步监测。组织做好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调查监测、湖

泊水质调查监测、县城地表水环境质量考核监测、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水质监测、长江流域跨界考核断面水质监测、三峡库区水华

预警监测等专项监测工作。

加强水质自功绝运行管理和数据应用。继续推进水质自动站

社会化运维，提高水质自动始日常运行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水平。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要加大对联网水始运行状态、监测数据完整性

与有效性的日常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加强水始

监测数据的实时监控与综合分析，定期报送水质预警信患，如发

现水质异常，及时报告。加强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在水环境质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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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与考核中的运用，开展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的研究，选择部分 

流域水域运用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开展水环境质量试评价，积累工 

作经验。

(三 ）扎实推进土壤环境盟测，有力支律净土行动

按照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总体安排，组织完成38个国家土 

壤环境质量背景点的监测任务，编制相关土壤环境监测报告，将 

数据及报告及时报送国家。组织各地按照《湖北省省控土壤环境 

质量监测工作实施方案》，开展省控点位的土壤环境监测工作。积 

极配合开展全省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做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质量 

控制工作。

(四）认真做好生态监测及其他专项盟测工作

开展全省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组织编制2018年全省生态环 

境质量报告。组织对武汉、宜昌、荆州、襄阳和黄石等5 个城市 

开展城市生态环境评价，对丹江口库区开展生态环境地面监测。 

完善国家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监测网终，对全省 

46个县域开展生态环境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继续开展"两湖 

两库" 生物试点监测。按国家要求开展96个村庄的农村环境质量 

监测。加强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道路交通嗓声、城市功能区声 

环境质量例行监测与评价，各地要严格按照国家技术规范，科学 

布设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确保点位数量、布设位置符合国家相 

关技术规范要求。

三、加强汚染源监测，有力支撑坏境执法督察

(一 ）全面加强固定污染源废气VOCs盟测工作。按照《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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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办监测函 

〔2018〕123号）要求，组织开展固定'污染源VOCs专项检查监测， 

2018年 11月 3 0日前将检查情况报告报环保部。各地要按照国家 

文件要求制定辖区VOCs排汚单位名录,作为日常监管和监测的重 

要依据，督促重点行业排'污单位、工业园区将VOCs纳入自行监测 

范围，并加强日常监督。

(二 ）继续組织开展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盟测。各地要依据《重 

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试行)》（环办监测〔2017〕86号）确 

定辖区重点排污■单位，对名录内的排污单位污染源每年至少开展 

一次监督性监测，每次完成监测后5 日内将数据通过全省汚染源 

监测信息管理平台报送省始，省站每季度汇总全省各地上报数据 

编制全省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季报，并报送省厅。

(三 ）大力推进企业自行盟测。重点加强对已核发排 '污许可证 

企业自行监测的监督检查，按照"谁发证、谁检查" 的属地管理原则， 

由各市（州）环保局负责组织开展辖区已核发排污许可证企业自行监 

測的专项检查工作，采取抽查时间隨机，抽查对象随机的方式，抽查 

不少于20%的发证企业，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监测，及时公开信患。

四、加强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保障环境监测数据质量

(一 ）加强盟测质控考核。落实两办《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

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厅 字 〔2017〕3 5 号）精神，

加强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制定并实施年度全省环境监

测质控考核方案，对省级环境空气、水、土壤、污染源、生态、

噪声等监测网开展比对抽查，组织开展能力考核、飞行检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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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持证上岗考核，强化量值溯源与传递工作。

(二 ）加强社会盟测机构盟管。组织开展打击环境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行为专项行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并曙光监测数据弄虛 

作假、人为干扰特别是行政干预环境监测数据等行为，保障监测 

数据的客观、真实、准确。加强制度建设，研究制定环境监测数 

据弄虚作假调查处理办法等规章制度。

五、加强能力建设、信息公开、环境统计等工作，穷实环境 

监测工作基础

(一 ）持续推进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根据年度重点工作和省 

级预算安排，制定印发《2018年省级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实施 

方案》，开展省控水质自动结升级改造、神农架国家大气背景始更 

新改造、全省监测网运行保障等项目建设，支持宜昌、襄阳大气 

复合汚染物自动监测、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应急监测和洪湖市环 

境监测能力建设。

(二 ）强化环境盟测信息公开。定期公开全省地表水、环境

空气、生态、降水、噪声等例行环境质量监测信息，每月公布各

市 （州 ）、具 （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实时公开空气、地表

水自动监测数据，及时发布全省及重点区域空气质量预报和重污

染天气顶警信患。发布 2017年全省度环境状况公报。加强污染源

监测信患公开，通过全省污染源信患管理与发布平台，及时公开

全省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和重点排汚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地方各级

环保部门要通过部门官方网站、新闻媒体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媒

体平台多渠道及时发布辖区环境质量及汚染源监测信息，不断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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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三 ）认真做好环境统计工作。落 实 "十三五"环境统计报 

表制度，组织开展 2018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傭选和环境统计季 

报、年报编制工作，发 布 《2017年湖北省环境统计年报》。提高 

环境统计服务能力，依申请公开相关监测数据。

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加强行风和队伍建设

(一 ）加强环境盟测人才队伍建设。选派省内优秀技术骨干 

参加全国环境监测技术大比武。配合环保部开展第二批环境监测

"三五" 人才遍选。根据年度培训计划安排，举办全省第十三期 

县级监测结技术人员培训班、环境统计培训班、全省水质自动*  

建设业务培训班、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业 

务培训班等。

(二 ）深化环境盟测系统行风建设。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省委和省环保厅党组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部署和要求，加强 

正面引导和反面典型警示，在全系统推动形成依法监测、科学监 

测、诚信监测的良好风气。各级监测部门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和 

监督责任，深化廉政警示教育，坚决防范逢法连纪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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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8年湖北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

湖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8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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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气环境质量监测

(一 ) 城市空气质量监测

1.蓝测范围

全省13个市（州）和全省114个县域行政区划（包括 3个直 

管市及神农架林区），共计 155个点位。（点位清单见附件1)

2.监测项目

二氧化疏（S02 )、氣奪化物（N0-N02-N0x )、可吸入顆粒物（PMio )、 

细顆粒物（PM2.5)、一■氣化碳（C0)、臭 氧 （03)、气象五参数（温 

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 )、能见度。

3.监测频次

每天 24小时连续监测。

4.工作方式

国 控 城 市 (共 51个）空气质量监测为国家事权，中兴财政 

保障经费。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以下简称总始）委托社会化运 

维机构承担日常运维和数据审核。

国控城市的结房用地、姑房建设或租赁、安全保障、电力 

供应、网络通讯和出入站房等日常运行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保障工 

作由地方环保部门负责；涉及始房粗金、电费、网络通讯费等费 

用支出的，由社会化运维机构承担。

省控城市端（共 104个 ）空气质量监测为省级事权，由湖北 

省财政保障经费，由湖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以下筒称省站）委 

托社会化运维机构承担日常运维和数据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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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控城市枯的结房用地、祐房建设或租赁、安全保障、电力 

供应、网络通讯和出入站房等日常运行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保障工 

作及便利提供工作由所在地方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涉及站房租金、 

电费、网络通讯费等费用支出的，由社会化运维机构承担。

5.数据报送

以 VPN方式报送实时数据。

国控始每日1 2 时前社会运维机构通过国家空气质量监测联 

网管理平台报送前一曰经审核的小时数据。

省控站每曰 1 4 时前结点所在地区环境保拍部门通过省级空 

气质量监测联网管理平台报送前一日经审核的小时数据。

6.评价方法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 

规 定 （试行)》和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评 价 6 

项污染物。

按 照 《关于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有效性统计方法 

的通知》（总* 气字（2016 ) 276号）、《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 

术规定》及 《关于印度<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变化幅度排名方案>的 

通知》（环办监测函（2017 ) 197号）对全省13个 市 （州）、3 个 

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环境空气质量依据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进 

行排序。依据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对全省共计114个县域行政 

区划环境空气质量进行排序（11 4县域行政区划清单见《省环保 

厅关于开展湖北省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联网与在线审核工作的 

通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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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依 据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 )、 

《环境空气自功监测标准传递管理规定（试行）》（环办监测函 

( 2017 ) 2 4 2号）、《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臭氧标准传递工作实施方 

案》（环办监测函（2017 ) 1620号）开展质控工作。国控点质量 

保 i正工作由总始委托社会化运维检查公司承担，省控点质量保证 

工作由运维机构承担。

(二 ）区域（农利•）空气质量蓝测

1.监测范围

钟祥市、隨县、英山县、监利县，共计 4 个点位。

2.监测项目

钟祥市温峡口結：二氧化琉（S02)、氣氣化物（N0-N02-N0x )、 

可吸入顆粒物（PMi。)；

I t 县新城结、英山县羊角尖始、监利县杨林山姑：二象化琉、 

氣氧化物（N0-N02-N0x)、可吸入顆較物（PMi。)、细顆粒物（PM2.5)、 

一氣化碳（C 0 )、臭 氧 （03)、气象五参数（温度、湿度、气压、 

风向、风速 )、能见度。

3.监测频次

每曰 24小时连续监测。

4.工作方式

区域（农村）空气质量监测为国家事权，中头财政保障经费。 

由省站委托社会化运维机构承担曰常运维。

5.数据报送及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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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VPN方式报送实时数据。

社会化运绝机构于每日1 2 时前通过国家区域与背景环境空 

气质量监测站数据传输审核分析评价平台审核并报送前一日的小 

时数据。

6.评价方法

按 照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 

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 ) 和 《环境空气质量 

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 ) 评价 6 项污染物。

7.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依 据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 )、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标准传递管理规定（试行）》（环办监测函 

( 2017 ) 2 4 2号）、《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臭氣标准传递工作实施方 

案》（环办监测函〔2017 ) 16 2 0号）、《国家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监 

测祐运行维手册》（总姑气字（2018 ) 001号）开展质控工作。

(三 ）背景空气质量盟测

1.监测范围

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区（1个姑点）。

2.监测项目

①二氧化硫（S02)、氣氧化物（N0-N02-N0x )、臭 氧 （03)、-  

氣化碳(C0)、可吸入顆粒物（PMi。)、细顆粒物（PM2.5)、气象五参 

数 （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 )、能见度；

②黑碳（七波段)；

③降水量、电导率、pH、主要阴阳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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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温室气体的C02、CH4、M ；

3.监测频次

自动监测项目（湿沉降监测除外)：每日24小时连续监测。

湿沉降逢雨监测，每天上午9: 00到第二天上午9: 0 0为一个 

采样周期。

4.工作方式

空气背景质量监测为国家事权，中兴保障经费。由省始委托 

神农架林区环境监测姑和社会化运维机构共同承担日常运维和数 

据审核工作。

5.数据报送及监测报告

以VPN方式报送实时数据。

地方环境监测机构于每曰1 2 时前通过国家区域与背景环境 

空气质量监测祐数据传输审核分析评价平台审核并报送前一曰的 

小时数据。审核依据《国家背景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审核及修 

约规则（试行)》（总祐气字〔2016〕279号）开展数据审核工作。

6.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依 据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 )、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标准传递管理规定（试行）》（环办监测函 

( 2017 ) 2 4 2号）、《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臭氣标准传递工作实施方 

案》（环办监测 ®〔 2017 ) 1620号）、《国家背景环境空气质量监 

测站运行维护手册（第二版)》(总站气字（2016 ) 2 8 0号）开展 

质控工作。

( 四）酸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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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范围

全省13个市（州）、3个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和15个县（市）, 

共设省控降水监测点45个 （点位清单见附件1 )。

2.监测项目

pH、电导率、降水量，疏敏根、确酸根、氣、氛、镇、转、

4美、纳、钟 9 种离子浓度。

3.监测时间

逢雨监测，每天上午9: 0 0到第二天上午9: 0 0为一个采样监 

测周期。

4.工作方式

政雨监测为地方事权，中央财政给予部分补助经费。由省姑 

委托各市（州）监测站开展监测。

5.监测数据报送时间

各地级以上城市环境监测始于每月1 0曰 （含 1 0 曰）前向省 

始大气环境监测室报送上月监测数据。

省结审核后，于每月1 5日前（含 1 5 日）通过"中国环境监 

测总祐环境监测数据平台" 报送上月全部监测数据。

6.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执 行 《酸沉降监测技术规范》（HJ/T165-2004 )。

(五 ）城市温室气体监测

1.监测范围

武汉市。

2.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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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氨化碳、甲腐。

3.监测频次

每曰 24小时连续监测。

4.工作方式

城市温室气体监测为国家事权，中央财政保障经费。由总始 

委托社会化运维机构承担日常运维、数据审核、质量保证与质量 

控制。

5.数据报送

社会化运藥机构于每日1 2 时前通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网城市直管结数据审核上报系统审核并报送前一曰的小时数据。 

温室气体监测数据审核功能开发完成前，各社会化运维机构于每 

月 1 5曰前将1月 1 曰至上月底的审核后小时监测数据和曰均监测 

数据发送至大气室邮箱airSlcnemc. cn。

6.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按照《环境保部国家空气监测网络质控手册-温室气体览测 

m 开展质控工作。

(六）2018年重点地区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盟测

1. 监测范围

依据《2018年重点地区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測方案》（环

办监测函〔2017〕2024号）要求，在直辖市、部分省会城市及计

划单列市、京津冀及周追、长三角、珠三角、成偷、关中地区、

辽宁中南部、武汉及周边城市共计78个城市均开展环境空气挥发

性有机物手工监测及部分重点城市开展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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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监测，湖北省监测范围为：武汉、鄂州、孝感、黄閃。

2 . 监测项目

手工监测共计117种挥发性有机物（VOCs )。包 括 （1 ) 57种 

光化学活性较强的挥发性有机物（原 PAMS清单）物质：乙婦、乙 

块、乙院、丙婦、丙腐、异丁院、正丁炼、正丁腐、顺-2-丁婦、 

反-2-丁炼、异戌腐、1-成婦、正成腐等57种挥发性有机物；（2) 

13种醒、驅类物质：甲酸、乙酷、丙婦酸、丙銅、丙酸、丁婦醒、 

甲基丙婦醒、2-丁銅、正丁酸、苯甲醒、戌酸、间甲基苯甲酷、 

己醒；（3 ) 其他47种挥发性有机物：二氨二氣甲炼、一氣甲腐、 

1,1, 2, 2-四氨-1,2-二氣乙炼、氣乙婦、丁二婦、一澳甲腐、氣乙 

燒、1,1-二氨乙婦、1,2, 2-三氨-1,1, 2-三氣乙貌、二琉化碳、异 

丙酵等47种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物质未作特定规定，以满足 

57种光化学活性较强的物质为主。其中武汉市需监测117种挥发 

性有机物（VOCs),鄂州、孝感、黄閃需监测原PAMS、13种盛、 

銅类物质共70种挥发性有机物。

3. 监测频次

手工监测频次：武汉全年监测且有加密监测；鄂州、孝感和 

黄仅在臭氣污染较重的4 月- 9月进行常规监测，常规监测频次 

为 1次/6天。武汉市在臭氧最重的月份里选择一个污染过程开展 

连续 10天的加密监测，频次为8 次/天。

自动监测为全年运行，每天 24小时连续监测。

4. 工作方式

重点地区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为地方事权。手工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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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数据汇总与报告编写、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维拍、数据审核、 

数据上报等由开展监测城市的市级环境监测中心（祐 ）负责。数 

据'r总、报告编写、数据审核、数据上报等由省级环境监测中心 

始负责。报告审核由总结负责。

5. 数据报送

手工监测为各市于当月7 曰前报送行政区域内所有点位上月 

的监测数据报表及分析报告至省祐，1 5 日前省祐统一报送给总 

祐。自动监测为各市监测站需在每日自动监测结束后48小时内， 

完成所属自动监测姑点的数据有效性审核，并上传至总站，臭氧 

污■染期间按要求进行自动监测数据报告的编写与上报。

6.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依据《2018年重点地区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案》（环 

办监测函〔2017〕2024号）开展质控工作。

(七 ）PMi试点监测

1.监测范围

武汉市

2.监测项目

PMi

3.监测时间

2017年 10月至 2019年 1 月

每个季节1 次，每次 30天

4.工作方式

PMi读点监测为国家事权，总姑负责自动监测仪器和手工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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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协调安排；手工采样滤膜的称量配发；数据总体汇总分析以 

及比对报告的编制。

省祐负责比对测i式场地环境条件的准备；手工滤膜样品的采 

集比对、滤膜的交接运输；自动监测仪器和手工采样器的曰常管 

理；汇总自动仪器和手工的数据，编写数据报告。

各仪器厂家负责自动监测仪器和手工采样器的安装、调试和 

维护维修。

5 . 数据报送

以 V P N 方式报送自动监测实时数据至总站。

6.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依据《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193-2005 )开展 

质控工作，省姑及仪器厂商承担质量保证任务。

(八 ）城市大气复合污染盟测

1 . 监测范围

武汉市、咸宁市、鄂州市、黄石市、孝感市、黄閃市共计 7 

个点位（武汉市为省站和市站两个点位)。

2.监测项目

二 象 化 疏 ( S 0 2 )、氣 氣 化 物 （N 0 - N 0 2 - N 0 x  ) 、臭 氣 ( O 3) 、一■象化

碳 ( C 0 ) 、可 吸 入 顆 粒 物 （P M i。) 、细 顆 粒 物 （P M 2 .5 )、T S P 、P M i、黑

碳(七波段)、油度、VOC、OCEC、粒径谱、象 气 （NH3)、总氣氧化

物、气象五参数、能见度、大气稳定度、PM2.5无机离子组分、PM2.5

重金属组分、气溶胶光学厚度、退偏比、云基、云厚度、垂直能

见度、福射亮度、紫外福射强度、城市环境摄影等（各地根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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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时设备配备情况开展监测）。

3.监测时间

每天 24小时连续监测。

4.工作方式

超级缺空气质量监测为地方事权，湖北省大气复合汚染自动 

监测超级站由省环境监测中心结承担曰常运维，武汉市、咸宁市、 

那州市、黄石市、孝感市、黄閃市大气复合污染自动监测姑由各 

地方环境监测端承担日常运维。

超级始的结房用地、始房建设或租赁、安全保障、电力供应、 

网络通讯和出入站房等日常运行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保障工作及便 

利提供工作由所在地方环境保拍部门负责。

5.数据报送

以VPN方式报送实时数据至"湖北雀超级站联网管理系统"。

6.数据应用

数据可用于源解析、预警预报、科研等工作。

7.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依据《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193-2005 )开展 

质控工作，地方环境监测机构承担质量保证任务。

(九 ）大气复合污染移动盟测

1.监测范围

湖北省17个地市州。

2.监测项目

二氣化琉(S02)、氨氣化物（N0-N02-N0x )、臭氧0)3)、一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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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O))、可吸入顆粒物（PMi。)、翻颗粒物（PM2.5)、PMi、气象五参 

数 （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 )、黑 碳 （七波段 )、气溶胶 

光学厚度、退偏比、挥发性有机物、PM2.5(数浓度、粒径、飞行 

时间等)。

3.监测时间

根据湖北省汚染特征、重汚染过程、科研及地方需求开展监

测。

4.工作方式

大气复合污染移动监测为湖北省省级事权，两台监测车及仪 

器由省站委托社会化运维机构承担日常运维。

大气复合污■染移动监测安全保障、电力供应、监测场地等曰 

常运行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保障工作及便利提供工作由所在地方环 

境保拍部门负责。

5.数据报送

以移动通讯网络传输到省延中心结端平台。

6.数据应用

数据可用于源解析、预警预报、科研等工作。

7.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依据《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193-2005 )开展 

质控工作，省始及社会化运维机构承担质量保证任务。

(十 ）省控空气自动监测与超级站数据联网

1 . 省控空气自动结及超级结联网

按照《关于报送国控点外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数据的通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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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综字〔2016〕23号）和新的数据直联工作要求(另行通知），开 

展省控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和超级始数据直联闲工作。

2. 数据报送

2018年 10月底前所有结点原始监测数据实时直传总祐。

二、水环境质量监测

(十一）地表水水质盟测

1.监測范围

国控监测断面（点位）包括国考断面和趋势科研断面。监测 

范围见附件3和附件4。

省控监测断面（点位）（国控监测断面（点位）除外）监测范 

围见附件5 和附件6。

2.监测项目

(1 ) 现场监测项目

河流断面现场监测项目为水温、pH、溶解氣和电导率。

湖库点位现场监测项目为水温、pH、溶解奪、电导率和透明

度。

( 2 ) 实验室分析项目

河流断面实验室分析项目为高猛酸盐指数、化学需氨量、五 

曰生化需氣量、氨氣、总破、总氣、铜、辞、氨化物、砸、坤、 

录、锡、格 （六价)、铅、t/fc物、挥发盼、石油类、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和琉化物。

湖库点位实验室分析项目为高4孟酸盐指数、化学需氣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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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生化需氣量、氧氣、总骑、总氣、铜、辟、氨化物、砸、神、 

呆、锡、絡 （六价 )、铅、氣化物、挥发盼、石油类、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琉化物和叶绿素a 。

( 3 )国控趋势科研和省控断面除根据断面类型监测相应的现 

场和实验室项目外，加测类大肠菌群项目。

3.监测时间

国控断面和省控断面均每月监测一次。每月 1 ~ 1 0 日开展监

测。

4.工作方式

国控趋势科研断面和省控监测断面（点位）由辖区市级环境 

监测始组织开展监测，并对监测数据负责。

6 2 个国控考核断面由辖区市级环境监测站组织开展同步监 

测，具体要求按照《省环保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8年全省国家地 

表水考核断面同步监测工作的通知》（f P环办（2018 ) 6 号）执行。

5.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监测任务承担单位要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 HJ/T 91-2002 )、《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和《国 

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监测任务作业指导书（试行)》开展监测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

6.数据报送

承担采测分离实验室分析任务的分析测始于每月1 8 曰前，通

过国家考核断面样品采集保存与交接管理系统上报监测分析结果。

国控趋势科研及省控断面监测数据，各 市 （州 ）环境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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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月1 8日前将数据通过"湖北省水环境质量监测一始式数据管 

理系统" （以下简称管理系统）报送，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审核后， 

2 2曰前通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环境监测数据平台" 报送总站。

报送监测数据时，应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国家地表水环境质 

量监测数据修约处理规则（试行）>的通知》（总站水字〔2018 ) 

8 7号）规则进行报送。若监测值低于检测限，在检测限后加"L", 

检测限应该满足国家地表水I 类标准值的1 / 4 ;未监测则填写 

"-1",并写明原因。缺测、缺项及数据填报错误等特殊情况，需 

由辖区市级环境监测结提交正式文件说明。

7.数据审核

所有断面（点位）监测分析结果须经过单位内部三级审核。

(十二) 地表水水质自动蓝测

1.监测范围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点见附件7。

省级地表水水质自功监测* 点见附件8。

2.监测项目

国家水质自动监测项目主要包括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 

电导率和油度)、氨氣、高猛® 盐指数、总氣、总骑、总有机碳、 

叶绿素a、挥发性有机物（VOCs)、生物毒性和类大肠菌群等。

省级水质自动监测项目主要包括河流监测五参数（水温、pH、 

溶解氣、电导率和油度)、氛氛、高猛酸盐指数、总骑、总氣、流 

速、流量等。湖库增测叶绿素a 等；饮用水源地增测类大肠菌群。

3.监测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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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4 小时监测一次。根据需要可调整至1小时一次。

4.工作方式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为国家事权，运行经费由中央财政 

保障。国家水质自动监测由总结统一运维管理。国家地表水水质 

自动监测站的站房用地、始房建设或租赁、安全保障、电力供应、 

网络通讯和出入钻房等日常运行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保障工作由地 

方环保部门负责。

省级水质自动监测由省环境监测中心祐统一运维管理。省级 

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姑房用地、结房建设或租赁、安全保障、电力 

供应、网络通讯和出入站房等日常运行所必需的基袖条件保障工 

作由地方环保部门负责。涉及姑房租金、电费、网络通讯费等费 

用支出的，根据预算安排由社会化运维机构承担。

5.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执 行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及规范》（HJ/T 91-2002 ),《地 

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 915-2017) , 《国家地表水自 

功监测祐运行管理办法》（总结水字（2007 ) 182号）及 《环境水 

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

6.数据报送

国家水质自动始数据实时自动报送，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祐负 

责数据传输和审核。

省级水质自动地数据实时自动报送，由省环境监测中心延负 

责数据传输和审核。

(十三)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盾盟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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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范围

①地级以上城市

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按《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生 

活饮用水水源地名单》（附件9 ) 开展监测，备用水源地和新增在 

用水源地亦纳入监测。

②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

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及其它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按《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及县级在用备用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清单》（附 件 10 )开展监测，备用水源地和新增在用水源 

地亦纳入监测。

2.监测项目

(1 ) 地表水水源地

①常规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 表 1 

的基本项目（2 3项，化学需氧量除外，河流总氣除外)、表 2 的 

补充项目（5 项 ）和表 3 的优选特定项目（33项 ），共 61项，并 

统计当月各水源地的总取水量。各地可根据当地汚染实际情况， 

适当增加区域特征汚染物。

②全分析：《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 中的109

项。

(2 ) 地下水水源地

①常规监测：《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1993 ) ( 2018

年 5 月起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 ) 中 23项

(环 函 〔 2005〕4 7 号 ），并统计当月总取水量。各地可根据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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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区域特征污染物。

②水质全分析：《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 中的 

93项。

3.监测时间

(1 ) 常规监测

①地级以上城市

每月1 ~ 1 0 曰采样监测一次。如遇异常情况，则需加密监测。

②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

每季度第一个月1 ~ 1 0 日采样一次，地下水水源地每半年采 

样一次（前后两次采样至少间隔4 个月）。如遇异常情况，则需加 

密监测。

(2 ) 全分析

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和县级城镇集中式生 

活饮用水水源地于6 ~ 7 月进行一次水质全分析监测。

4.工作方式

由所在市级环境监测延组织开展监测，并对监测数据负责。

5.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1-2002 ) 及 《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有 

关要求执行。

6.数据报送

(1 ) 常规监测数据

①地级以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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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级以上城市环境监测始每月1 1 日前将审核后的监测数 

据通过管理系统报送，省环境监测中心祐审核后于当月2 5日前通 

过 "中国环境监测总始环境监测数据平台" 报送总站。

②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

各 市 （州 ）环境监测站负责汇总并审核辖区内所有县级城镇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结果，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15 

曰前通过管理系统报送当季度监测数据。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审核 

后，通 过 "中国环境监测总结环境览测数据平台" 报送总站。

(2 ) 全分析监测数据和评价报告

水质全分析数据统一于9 月份与当月（季度）饮用水源地常 

规水质监测数据一同通过管理系统报送，同时，全分析评价报告 

(合地级以上城市和县级城镇）报送至邮箱：hbjc_drinkM63.com。 

经省环境监测中心姑审核后，于每年10月 1 5曰前报送总姑。

(3 ) 数据填报格式

报送监测数据时，若监测值低于检测限，在检测限后加"L", 

表 1 的基本项目检测限应该满足地表水I 类标准值的1/4;表 1 

和表 3项目检测限须满足标准值的1/4;未监测项目填写"-1", 

并写明原因；如监测断面水质异常，需组织核查并向省结报送超 

标原因分析。

报送取水量时，水源地当月未取水填写"0",并注明原因（如

备用水源地)；未获得取水量信息填写"-1"。

若在用水源地当月未监测，则该水源地数据行填"-1" , 并注

明原因（如备用水源地)；已停用水源地则不再报送监测数据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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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已停用。

( 十四）三峡库区水华预警和应急盟测

1.监测范围

受长江干流回水顶托作用影响的8 条长江一级支流，以及水 

文条件与支流回水区相似的长江干流现前库湾水域，见附件11。

2.监测项目

预警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24项 ）、叶绿素a、 

透明度、悬浮物、电导率、确酸盐氣、亚确败盘氣、流速、藻类 

密度（鉴别优势种），共 32项。

应急监测：水温、溶解氣、氨氣、高猛酸盐指数、总氣、总 

碟、叶绿素 a、透明度、悬浮物、电导率、流速、藻类密度（鉴 

别优势种）等 12项。

3.监测时间和频次

(1 ) 预警监测 

监测时间：1 ~ 1 2月

监测频次：每月 1 ~ 1 0 日开展一次"水华" 预警监测（逢法 

定假日，监测时间可后延，最迟不可超过每月1 5 日），需 对 32 

项预警监测项目进行测试和分析，同时填写完成三峡库区"水华" 

预警监测数据和评价结果表。

( 2 ) 现场巡测及应急监测 

监测时间：1 ~ 1 2月

监测频次：县级环境监测站须对本辖区内所有河流（特别是

回水区）进行全年巡查，每月至少巡查三次，上、中、下旬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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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并据此填写三块库区水华巡查记录表。

一■旦发现水华，应立即展开应急跟踪监测。必要时每天均需 

开展监测，状况允许时可选择2~ 3天监测1 次。

4.工作方式

三峡库区水华预警和应急监测为国家事权，中央保障经费。 

由总结委托地方环境监测机构开展监测。

5.质量保证

执 行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 )、《水和 

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和《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 

二版)》。

6.监测数据报送方式及时间

( 1 ) 预警监测报送时间

有关区县环境监测始于每月1 8日前将三峡库区"水华"预警 

监测数据、评价结果、"水华"巡查记录报送湖北省环境监测中心 

祐生态与土壤监测室电子邮箱：STYTRJCM63.com。有关监测始须 

严格按照本方案开展"水华" 监测工作，做到监测时间同步，监 

测项目齐全，保证监测数据质量。

省站分别汇总和整理湖北库区17个断面的监测数据，编写三 

峡库区 "水华" 预警监测评价报告，并于每月2 2日前报送总祐。

( 2 ) 应急监测报送时间

"水华" 期间，三峡库区各有关区县环境监测站应将应急监

测数据和评价结果每天同时报送省姑，必要时可直接报送湖北省

环保厅、中国环境监测总结。省结及时编写快报并报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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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专项监测

1.监测范围

( 1 ) 规划断面监测

丹江口水库库区及其上游地区25个水质监测断面（点位)。

( 2 ) 调水监测

①常规月监测，丹江口水库2 个点位；②自动监测，主要依 

托现有丹江口胡家岭水质自动监测站；③应急监测，在发生水汚 

染突发事件时开展应急监测，应急监测断面包括2 5 个规划断面 

(点位)；④水质全分析监测，丹江口水库2 个点位。

2.监测项目

( 1 ) 规划断面监测及调水常规月监测

河流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表 1 的基 

本项目（24项 ），以及流量、电导率。

湖库增测透明度、叶绿素a 和水位等指标。

( 2 ) 应急监测

pH值、溶解氧、高猛敢盐指数、氨f U 湖库加测总氛、总填)、 

水污染突发事件特征汚染物。

( 3 ) 全分析监测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 中的109项。

3.监测时间

( 1 ) 规划断面监测和调水常规月监测 

每月1~ 1 0曰。

(2 ) 全分析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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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 ~ 7 月，对丹江口水库1个点位开展一次109项全指标 

分析。

4.工作方式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专项监测中，国控考核断面为国家事权， 

由中头财政保障经费，由总站统一运行管理。其他断面由辖区市 

级环境监测祐开展或组织监测。

5.质量保证

按 照 《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监测任务作业指导书（试 

行 )》中规定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进行监测。

6.数据报送

(1 ) 数据报送时间

按照采测分离方式开展监测的断面，承担实验室分析任务的 

分析测姑于每月1 8日前，通过国家考核断面样品采集保存与交接 

管理系统上报监测分析结果。

按照属地监测方式开展监测的断面，各 市 （州 ）环境监测姑 

于当月1 8曰前将数据通过管理系统报送，省环境监测中心*审核 

后，在每月2 2曰前报送总站。

(2 ) 数据填报格式

报送监测数据时，应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国家地表水环境质

量监测数据修约处理规则（i式行）>的通知》（总姑水字（2018 )

87号）规则进行报送。若监测值低于检测限，在检测限后加"L",

检测限应该满足国家地表水I 类标准值的1/4; 未监测则填写

"-1",并写明原因；如监测断面水质异常，需组织核查并向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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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核查结果。

(十六）湖北省县域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

1.监测范围

根据《省环保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 湖北省县域地表水环境质量 

监测考核断面（点位）>的通知》（鄂环办（2017〕II2 号）要求， 

详见附件12。

2.监测项目

河流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 表 1 的基 

本项目，以及流量、电导率。

湖泊增测透明度、叶绿素a 和水位等指标。

饮用水源地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 表 

1 的基本项目（2 3 项，化学需氧量除外，河流总氨除外)、表 1 

的补充项目（5 项 ）和表 3 的优选特定项目（33项 ），共 6 1项， 

并统计当月各水源地的总取水量。各地可根据当地污染实际情况， 

适当增加区域特征污染物。

3.监测时间和频次 

河流断面每月监测一次。

国控、省控湖泊点位每月监测一次，非省控湖泊监测点位至 

少上半年（4 ~ 5 月）和下半年（10 ~ 11月）各监测一次。

县级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每季度监测一次。

4.工作方式

新增跨市（州 ）界监测断面原则上由下游市（州 ）环境监测

站组织开展监测，其他断面由辖区市级环境监测姑组织开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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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环境监测结对辖区内监测数据负责。

5.质量保证

执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及规范》（HJ/T 91-2002 )及《环 

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

6.数据报送

(1 ) 数据报送时间

按照采测分离方式开展监测的断面，承担实验室分析任务的 

分析测姑于每月1 8曰前，通过国家考核断面样品采集保存与交接 

管理系统上报监测分析结果。

国控、省控断面（点位）于每月1 8曰前将数据通过管理系统 

报送；非省控湖泊监测点位上半年和下半年监测数据分别于6 月 

1 8曰、I2 月 1 8曰前通过管理系统报送；其他非省控河流断面于 

监测当月1 8曰前将数据通过管理系统报送。

县级饮用水源地监测数据由各地级以上城市环境监测结负责 

审核并汇总，于本季度最后一个月1 5日前将审核后数据通过管理 

系统报送。

(2 ) 数据填报格式

报送监测数据时，若监测值低于检测限，在检测限后加"L", 

检测限应该满足国家地表水I 类标准值的1/4; 未监测则填写 

"-1",并写明原因；如监测断面水质异常，需组织核查并向省站 

报送核查结果。

(十七) 水质自动站和省控市控监测断面数据联网

1. 数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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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联网范围包括地方环保部门布设的省控、市控（非国控） 

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和常规手工监测数据。

2 . 联网要求

按 《关于开展非国控水质监测数据联网工作的通知》（环办监 

测 〔2017 ) 3 号）执行。

总地定期对省市监测数据联网及报送情况进行调度检查，调 

度检查状况不定期通报。

3 . 监测频次

非省控常规手工监测断面中，县域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 

按 照 "(十六）湖北省县域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 要求开展监测， 

其余断面按照原有监测频次开展监测。

(十八）湖北省长江流域跨界断面考核盟测

1.监测范围

在 1 7个 市 （州）的长江、汉江等3 0条主要河流，设 置 63 

个考核断面和7 个对照断面，共 70个断面。（见附件13)

2.监测项目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 表 1 的基本项目， 

以及流量、电导率。

3.监测时间和频次

每月 1 ~ 1 0 日；逢法定假日蓝测时间可后延，最逃不超过 

每月1 5曰。

4.工作方式

监测任务承担单位详见附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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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质量保证

执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及规范》（HJ/T 91-2002 )及 《环 

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

6.数据报送

(1 ) 数据报送时间

按照采测分离方式开展监测的断面，承担实验室分析任务的 

分析测始于每月1 8曰前，通过国家考核断面样品采集保存与交接 

管理系统上报监测分析结果。

国控趋势科研及省控监测断面，各 市 （州 ）环境监测祐于当 

月 1 8曰前将数据通过管理系统报送。

(2 ) 数据填报格式

报送监测数据时，应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国家地表水环境质 

量监测数据修约处理规则（读行）>的通知》（总姑水字（2018 ) 

8 7号）规则进行报送。若监测值低于检测限，在检测限后加"L", 

检测限应该满足国家地表水I 类标准值的1/4; 未监测则填写 

"-1",并写明原因。缺测、缺项及数据填报错误等特殊情况，需 

由辖区市级环境监测姑提交正式文件说明。如监测断面水质异常， 

需组织核查并向省报送核查结果。

(十九）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调查盟测

1. 监测范围

各县（市、区）根据当地情况，抽取辖区内1 ~ 2 个已实行集 

中供给自来水的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开展水质监测。

2. 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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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位布设参照《关于印发 <全国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监测实施方案>》(环办函（2012 ) 1266号 ) 文中相关规定。

3. 监测项目

地表水水源地：按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 

表 1 的基本项目（23项，化学需氧量除外，河流总氣除外)、表 2 

的补充项目（5 项 ）和表 3 的优选特定项目（33项 ），共 61项， 

并统计取水量。湖库型水源地应增测透明度和叶绿素a。

地下水水源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1993 ) ( 2018 

年 5 月起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 )中 pH、 

总硬度、琉後盐、氣化物、高猛跋盆指数、氨氨、氨化物、总大 

肠菌群、挥发盼、铜、辞、砸、神、录、铅、锡、六价格、氣化 

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确政盐氨（以 N 计 )、亚确政盐氛（以 N 

计 )、铁、猛 23项，并统计取水量。

各地可根据当地汚染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区域特征污•染物。

4. 监测时间

每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全年共监测1 次，在 9 月底前进

行。

5 . 工作方式

由所在市级环境监测站组织开展监测，并对监测数据负责。

6. 蓝测数据报送方式及时间

各 市 （州 ）环境监测始负责汇总辖区内所有乡镇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监测数据，并 于 1 0 月底前将审核后数据通过管理系统报

送。监测数据实行三级审核制度，市级环境监测始对上报的监测

— 41 —



数据负责。

(二十) 湖泊水盾调查盟测

详 见 《湖北省湖泊水质调查监测方案》（附件14 )。

三、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二十一）国家网土壤环境盾量盟测

1.监测范围

38个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背景点,涉及12个地市28个县(附 

件 15)。

2.监测项目

( 1 ) 所有样品测试项目 

①土壤理化指标

土 壤 pH、阳离子交换量和有机质含量。

②无机汚染物

坤、锡 、铅 、格 、铜 、氨、录、4孟、银 、铅 、砸 、4凡、辞 、

4里、纳 、钟、#1、绝、银 、皱、4美、4丐、银、领 、棚 、结 、像 、

姻 、铭、抗、4乙、铜、部、错 、4女、衫、 错、 乱、U 、镜 、‘钦、

辑、结、镜：、 >曰、牡、轴、错 、锡 、铁、〒口、％、錄 、誠 、躯、

時、4目、镇 、漠、确 和 铁 等 61 种元素的全量。

(2 ) 0~ 20cm表层土壤样品增加测说项目

有机氛农药（六六六和滴滴涕）；多环劳经[危婦、荒、菊、 

菲、惠、焚惠、祐、苯并(a)®、 廣、苯并(b)焚惠、苯并(k)焚 

意、苯并(a)祐、审苯 (1,2, 3-c,d)祐、二苯并(a, h)惠和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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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h, i)花]。

3.监测频次

一年监测一次，2018年 1 0 月底前完成全部监测工作。

4.工作方式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由中央财政保障经费。全部点位由总 

* 统一组织开展监测，委托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开展土壤样品采集、 

样品制备和分析测试等工作。省中心结按照总站统一的技术要求, 

统一策划、组织和实施监测工作，实施采测分离的监测模式。点 

位核实和样品采集由省中心姑牵头，地市缺组织辖区内监测站协 

同完成。样品制备由省中心站牵头，黄石站配合完成。测试工作 

由省中心始牵头，省辅射结t办助，相关地市站（荆门和鄂州）协 

同完成。

5.数据报送

2018年 1 0 月底前，将监测数据上传至数据库，并将报告报 

送总越。

6.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承担监测任务的各有关监测机构要加强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 

控制工作，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内部质量控制执行总站《国 

家环境监测网质量体系文件》和 《2018年国家网土壤环境质量监 

测技术要求》等的要求，监测任务承担单位分别根据工作任务编 

写质量管理报告，由省级环境监测中心（祐）统一报送总站。

(二十二）省控土壤环境质量盟测

省控土壤环境质量监测依据《湖北省省控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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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实施方案》执行。

四、生态监测及其他专项监测

(二十三）生态环境盾量蓝测

1.监测范围

全省13个 市 （州）、3个省直辖市和神农架林区。

2.监测项目

遥感监测项目：土地利用/覆盖数据（6 大类，26小项）、植 

被覆盖指数、城市热岛比例指数。（由省结负责）

地面核查数据：典型地物类型核查，地物这界类型核查，土 

地利用动态变化核查，生态灾害核查。（由市结配合省姑共同完成 

具体的核查工作，并以地市级为单位向省* 报送数据。具体以下 

发的核查方案为准）

水资源相关项目：土壤侵蚀、水资源量、降水量。（由市結负 

责收集并报送省祐，按照地市级和县级两个尺度分别报送）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来入侵物种数（由市絶负责收集并报送 

省站，以地市级为尺度向省站报送）

城市生态环境评价相关指标：包括武汉市、宜昌市、荆州市、 

襄阳市和黄石市等5个重点城市。评价指标包括空气质量达标率、 

水质达标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区域环境噪声平均 

值、生态用地比例、绿地覆盖率、环保投资占G D P比例、城镇汚 

水集中处理率、城市垃级无害化处理率等。（由上述5个市始负责 

收集所在市市城区的上述指标并报送省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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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方式

中央财政保障经费情况下，生态状况监测为国家事权。省姑 

负责遥感解译和质量控制，野外核查和报告编写工作，各地市祐 

协助开展相关数据的收集工作。

4.质量保证

内部质控执行《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技术方案》和 《生 

态遥感监测数据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要求》(总祐生字〔2015〕 

163号），由监测任务承担单位负责统一实施。外部质控由总站组 

织实施，质控方式包括野外核查、现场检查、交又检查、分级验 

收等。

5.数据报送

(1 ) 全省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数据 

以省和县为单位的土地利用或覆盖解译数据,包括 2018年现 

状解译数据，2017 ~ 2018年动态解译数据。数据格式：coverage。 

典型生态区域或者生态专题监测和评价数据。

( 2 ) 地面核查数据与报告

地面核查数据和报告，包括核查照片（JPEG格式）、核查点 

统计表（excel格式）和核查报告（word格式)。

报送方式：各地市（州 ）姑于8 月份以前完成野外核查工作 

并向省站报送核查数据。省站对数据进行汇总和整理，并编写核 

查报告，于 9 月份报送总始。

( 3 )其他数据包括上年度降水量、水资源量、土壤侵蚀等水

资源相关项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来入侵物种数，城市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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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评价相关指标等。

报送方式：各地市（州 ）结于 9 月份以前向省站报送数据。 

请 将 扫 描 后 的 纸 质 版 数 据 及 电 子 版 数 据 发 送 至 邮 箱 ： 

yuan_zyl988o)163. com。省祐于10月向总姑报送数据。

( 4 ) 湖北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报告

包括纸版报告和电子版报告,于 2019年 2 月份报送至总结和 

省环保厅。

( 二十四）生态环境地面监测

1.监测范围

湖北省丹江口库区。

2.监测项目

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要素、环境要素以及景观格局等内容。

3.监测时间

( 1 )湖泊生物群落：每半年1次。

( 2 )环境要素监测：水、空气与例行监测同步；底泥全年1 

次，与湖泊生物要素同步采样；气象要素利用自动气象结进行自 

动监测。

( 3 )景观格局：每年1 次，与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同步。

4.质量保证

内部质控执行《生态环境地面监测补充方案》（另行通知），

由监测任务承担单位负责统一实施。外部质控由总站组织实施， 

质控方式包括现场检查、野外核查、交又检查等。

5.数据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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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底前，将监测报告（*. (100)和监测数据（*.乂18) 

统一命名为"2018年湖北省（市）生态地面监测报告或数据"（含 

纸质件和电子件）正式报送总绝。

(二十五) 农村环境质量盟测

详见《湖北省2018年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实施方案〉X 附件16 )。

(二十六）声环境质量监测

1.监测范围

全省13个地级市、3个省直管市开展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监 

测和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神农架 

林区开展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

2.监测项目

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声环境质量，城市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

3.监测时间

( 1 ) 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

执 行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640-2012 ) 的规定，本年开展1次昼间监测、1 次夜间监测， 

每个网格监测10分钟。监测工作应安排在每年的春季或秋季。

( 2 ) 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

执 行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640-2012 ) 的规定，本年开展1 次昼间监测、1 次夜间监测， 

每个测点监测20分钟，记录车流量（中小型车、大型车）。监测工 

作应安排在每年的春季或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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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

执 行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640-2012 ) 的规定，每季度监测1 次，每个点位连续监测24 

小时。

4.工作方式

声环境质量监测为地方事权，地方环境监测机构开展监测。

5.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按照《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 

测》 OiJ640-2012)的相关规定执行。质控检查等要求将月行下发。 

监测点位如有变动，必须说清变动原因，由省级环境监测中心（始 ) 

报生态环境部及总结备案。各地向省级备案时间功能区点位应在 

每年第一季度上报数据之前，区域和道路点位应在每年6 月初之 

前。为了保证全年点位数据连贯性，一年只能调整一次点位。

6.数据报送

U )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数据

各地方监测站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2 5 日前用电子邮件向省 

结报送本季度监测结果数据库；省祐分别于3、6、9、1 2月的 5 

曰前通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环境监测数据平台"向总结报送每 

季度地级以上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2)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数据、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数

据

各地方监测始于每年11月 2 0曰前上报省祐，省站审核后于

12月 5 日前通过"中国环境监测总祐环境监测数据平台" 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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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年度监测数据。

上报数据应包括原始数据（每阿格及每点的一组统计数据)， 

有全市统计值。同时每年应上报各市城市基本情况，包括人口、 

道路（长度、宽度 )、车流量、建成区面积变化及网格情况，并填 

报网络声源、功能要求。噪声监测点位编码依据《环境噪声监测 

点位编码规则》（HJ661-2013 ) 执行。

( 二十七）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盟测

1.监测范围及内容

国家级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涉及湖北省的十* 市、宜昌市、 

襄阳市、孝感市、咸宁市、黄閃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神 

农架林区7 个 市 （州）的 32个 县 （市、区），每个县市区均要开 

展国家级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的地表水、环境空气、重点污染 

源、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监测。

省级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涉及湖北省的十* 市、襄阳市、 

荆门市、潜江市和天门市5 个市的14个 县 （市、区），每个县市 

区均要开展省级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的地表水、环境空气、重 

点汚染源、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监测。

2.监测点位

国家级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的水质监测断面、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点位、空气监测点位和污染源监测点位按照经生态环境部 

批准或核实认定的断面开展监测。

省级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的水质监测断面、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点位、空气监测点位按照经环境保厅批准或核定的监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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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点位开展监测，污染源监测点位按照生态环境部2018年国控 

污染源企业名单执行。

3.监测项目

水环境质量的监测项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表 1 中除襄大肠菌群指标以外的23项。

空气质量监测的项目细颗较物（PM2.5)、二氧化疏（S02)、二 

氣化氣（N02 )、一氣化碳（C0 ) 和臭氣（03) 等 6 项指标。

根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汚染源监督性监测工作方案的有关要 

求开展监测。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监测的项目包括《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 表 1 中除化学需氧量以外的2 3项指标、表 2 

的补充指标（5 项 ）和表 3 的优选特定指标（33项 )，共 6 1项； 

全分析指标包括《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 中的 

109 项。

4.监测频次

水环境质量监测的频次：国家级考核县水质断面每月监测一 

次；省级考核县水质断面按相关规定开展监测。

空气质量监测的频次：自动监测为每小时监测1 次。

重点污染源监测每季度监测1 次，全年监测4 次。对于当年 

纳入国控重点汚染源名单的企业，应按照生态环境部有关要求开 

展监测。

地表饮用水水源地每季度监测1 次，每年4 次，每两年开展

1 次水质全分析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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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监测数据报送

每个季度结束的下个月1 0日前，被考核县（市、区）人民政 

府向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送该季度监测数据及报告。10 

月 2 0日前，被考核县（市、区）人民政府向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报送管理指标报告。1 2月 1 0 日前，省级环境主管部门完成辖 

区内被考核县（市、区）的自查报告审核，完成现场核查并编写 

全省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工作报告，向生态环境部报送自查报告和 

审核报告。

( 二十八）两湖两库生物试点蓝测

1.监测范围

湖北省"两湖两库" 流域，包括洪湖，梁子湖，三峡水库（神 

农漠、香溪河和库区），丹江口水库（堵河、神定河、剑河、洒河、 

浪河、官山河和丹江口库区）共 81个监测断面（点位)。

2.监测项目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三个生物类群的基本生物学 

参数，包括种类数（物种数)、密度、生物量、优势种、多样性指 

数。

3.监测时间

每年度4-5月和8-9月各进行一次监测。

4.监测数据报送方式及时间

各 县 （市、区）站负责采集生物样品，按规范保存并寄送至 

省结。

( 二十九）环境空气质量预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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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报范围

湖北省17个地市开展重点城市空气质量预报。

2 . 预报内容

湖北省17个地市未来3天城市空气质量级别范围、AQI范围 

和首要污染物。

湖北省17个地市精细化预报，未来 24小时 AQI范围。

3 . 预报发布

各城市于每日下午15: 0 0前，在湖北省空气质量预报预警系 

统上填报发布信患。

4 . 预报会商

各区域、省级和城市适时开展重污染过程、重大活动环境空 

气质量保障等预报联合会商，为环境保管理部门提供预报技术 

支持。

5 . 预报评倍

系统平台每曰对预报结果进行评佑。

6 . 能力建设

根据实际情况，各城市继续完善空气质量预报能力建设，有 

条件的可开展空气质量精细化预报和延伸预报。

五、污染源监测

(三十）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盟测

1.监测范围

地方环保部门依据《重点排汚单位名录管理规定（试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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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监测〔2017〕8 6 号）等确定的重点排'污单位。（以下筒称《名 

录》)。

2.监测内容

主要包含废水、废气和噪声等监测内容。废水要监测污染物 

排放的浓度及流量，废气要监测排放的浓度及流量，废气无组织 

排放只监测浓度。噪声要开展厂界噪声监测。主要监测内容具体 

如下：

( 1 ) 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工作

( a ) 对涉重金属企业单位开展监督性监测

第一类污染物监测点位一律布设在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 

口。其他重金属项目监测点位布设在排污单位排放口，包括企业 

废水废气总排口、雨水排口。

( b ) 对涉及危险废物企业单位开展监督性监测

危险废物产生、存放、处置过程中存在废水或废气外排的， 

对外排的废水、废气开展监督性监测。无废水、废气外排的，可 

不监测。

( 2 ) 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

在进行污染物排放监督性监测同时，对于安装污染源自动监 

测设备的按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技术要求开展比对监测。bb对 

监测结果仅作为环保部门掌握在线仪器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的监督 

措施，不作为在线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定的最终依据（监督性监测 

数据有效性审核工作取消）。

3.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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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污染物排放监测

监测项目按照执行的排放标准、环评及批复和排污■许可等要 

求确定。

( 2 ) 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

比对监测的内容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02、NOx、颗粒物） 

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说行)》（HJ/T 355-2007 )、《关于印发<'污 

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技术规定（试行）>的通知》（总姑统 

字 〔2010〕192号）等要求执行。

4.监测频次

(1 ) 监督性监测

对 《名录》中的重点排污单位，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污染源监 

督性监测。

( 2 ) 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

在进行污染物排放监督性监测同时，对于安装污染源自动监 

测设备的要开展比对监测。

5.任务分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汚染物排放 

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2016〕8 1 号）及 《关于印发< 

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 的通知》（环水体〔2016〕186号）的 

要求，明确监测任务分工。

( 1 )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组织开展污染源监测质量抽测工作。配合总结开展跨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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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市、区）质量巡查与抽查工作。组织跨市（州）监测质量比对 

抽测工作。通过飞行检查和专项检查等方式对《名录》中 10%的 

其他企业开展监督性质量抽测工作。

组织开展污染源监测数据上报国家工作。按要求每季度完成 

重点汚染源监督性监测数据上报工作；每月完成企业自测数据上 

报工作。

配合省环保厅开展排污许可证核发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工 

作。组织协调全省监测系统，配合环境监察部门开展环境监察执 

法工作。

配合省环保厅开展汚染源监测信患公开工作。

( 2 )各市、州、直管市环保局

各市、州、直管市环保局负责组织实施辖区重点污染源监督 

性监测工作，列 入 《名录》的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原则上由市级环 

境监测机构和有条件的县级环境监测机构承担。

承担辖区内列入《名录》的重点排污单位汚染源监督性监测 

和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

配合省结完成污■染源监测数据上报国家任务。

督促、指导排污企事业单位按要求填报自行监测数据。按照 

排污许可证核发进度，确保辖区内企业在排'污许可证核发后3 个 

月内完成监测数据联网。

6.数据报告

(1 )采用总结开发的全国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软件录入、汇 

总、报送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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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地市（州）环境监测部门按季度收集、录入、汇总、 

和审核辖区内重点污染源排放监测数据和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 

数据和电子表格，并于3、6、9、12月的1 5日前发至省祐污染源 

邮箱：hbszwry5)163. com。对于未开展监测的重点汚染源说明原因。

(3 )各级环境监测延按季度编写辖区内汚染源排放监督性监 

测报告；编制辖区内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报告；提取辖区内超 

标企业名单及超标信患形成汚染源监测信患。

各地市（州）环境监测端应在3、6、9、12月的1 5日前向省 

姑报送本季度污染源排放监督性监测数据和比对监测数据。发现 

严重超标以及比对监测不合格的，要及时向管理部门正式报告， 

随测随报。各地市（州）环境监测结编写辖区内'污染源监督性监 

测年报，并于12月 1 5日前上报省站，省站于12月 2 0曰前报送 

总祐。

省站于12月 2 5日前向总姑报送《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质量检 

查报告》，并附检查结果汇总表；编制《汚染源监督性监测飞行检 

查监测报告》，并报送总站。

7.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各级环境监测机构要严格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开展污 

染源监测。

(三十一) 排污单位自行盟测监督检查

1 .检查范围

监测范围为已核发排汚许可证的企业。

2 . 检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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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包括：自行监测方案的制订，包括自行监测点位、 

指标、频次的完整性；是否按照自行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通 

过查阅自行监测原始记录检查监测全过程的规范性，原始记录包 

括现场采样、样品运输、储存、交接、分析测试、监测报告等； 

监测结果上报到全国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系统情况、公开的完整 

性和及时性等。委托社会检测机构开展自行监测的企业，必要时 

可处实验室开展现场检查，检查内容可包括监测人员持证、监测 

设备、试剂消耗、方法选用、实验室环境等。

3. 检查要求

按照抽查时间随机，抽查对象随机的原则，抽查不少于20% 

的发证企业。

4 . 任务分工

按照属地管理"谁发证、谁检查" 的原则开展检查工作。省 

环境监测中心结负责统筹安排行政区域内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 

检查工作。地市级环境监测机构负责本部门许可证核发单位的检 

查工作。

5. 数据报送

各市（州）环境监测站将本行政区域本季度检查结果于3、6、 

9、12月的1 5曰前发至省結污染源邮箱：hbszwry51163.com。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2 0 曰前将全省本季 

度检查结果报送总站。

(三十二 ) V O C专项检查盟测

1. 检查监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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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厅 《关于加强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工作的通 

知》的附表1 《湖北省VOCs排汚单位名录》中的企业。

2. 检查监测内容

重点检查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开展情况、监测信患公开情况及 

VOCs达标排放情况。按照省厅《关于加强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 

有机物监测工作的通知》中附表 2 《固定汚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 

物检查监测要点》和附件2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 

技术规定》（试行）的要求执行。

3. 检查监测要求

按照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监 

测工作的通知》（环办监测函（2018 ) 123号）和省厅《关于加强 

固定汚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双 

随机" 原则，对 VOCs排汚单位污染物排放情况开展曰常抽查，对 

照已出台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开展检查监测。

4 . 任务分工

各 市 （州 ）环境保部门要落实环境质量属地管理的要求， 

履行监管职责，统筹规划，按 照 "谁污染、谁监测、谁治理"的 

原则，对 照 《湖北省VOCs排污单位名录》，5 月 2 0日前完成对石 

化、化工行业的VOCs检查监测工作，暂时不具备监测能力的单位 

可委托具有资质的社会检测公司进行监测。2018年 11月 2 0曰前， 

至少完成一次对所有行业VOCs检查监测工作。

5. 数据报送

各市（州）环境保护部门于5 月 2 0日前将辖区内石化、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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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 VOCs检查监测情况报告报环保厅监测处，11月 2 0 日前， 

将辖区内所有行业VOCs检查监测情况报告报环保厅监测处。

六、环境监测外部质量监督与核査

( 三十三) 环境盟测外部质量监督与核查

落实两办《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 

意见》（厅 字 〔2017〕35号 ）精神，认真贯彻执行《"十三五"环 

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方案》（环办监测〔2016〕1 0 4号 ），加强环 

境监测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提升环境监测工作的科学化、规范 

化水平，保障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1. 加强质量管理工作机制与质控体系建设

为满足新形势下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的需要，结合本省环 

境监测工作现状，进一步理顺省内环境监测质控体系运行机制， 

明确各级环境监测祐职责，强化环境质量监测全过程质量控制。

2. 湖北省环境监测外部质量监督与核查

对空气、水、土壤、汚染源、生态、噪声等监测网开展比对 

抽查，组织开展能力考核、飞行检查，进行资质认定和持证上岗 

考核，强化量值溯源与传递工作。2018年湖北省环境监测网主要 

外部质量监督与核查工作如下：

(1 ) 环境空气监测质量监督核查

①环境空气顆粒物（PMi。、PM.5 ) 自动监测手工比对

每个区域选取1 个省控城市始每月至少开展一次手工比对， 

每次比对应获得不少于5 个有效时段的比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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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臭氣自动监测量值溯源传递与比对核查

按照《环境空气自幼监测臭氣标准传递工作实施方案》要求， 

按时开展臭氧量值逐级传递溯源工作。抽取一定比例（约 10%) 

的省控城市开展比对核查。

③气态汚染物（S02、NOx、C O ) 自动监测盲样测试

开展不少于两次标气盲样测i式。

④现场检查

抽取一定比例（约 10 % )的点位，开展数据质量情况和质控 

体系运行情况飞行检查。

( 2 ) 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监督核查

①盲样考核

组织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常规项目监测质量盲样考 

核，用发放盲样的形式对全省承担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监测任务的单位进行考核。

组织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重金属及有机项目机水质全分 

析盲样考核，用发放盲样的形式对承担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全分析工作的单位进行考核。

②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抽查

省姑对承担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工作单位的质量管理 

体系运行情况开展抽查，重点钟对质量管理运行中的人员持证、 

监测方法选用、质控措施有效性评係、仪器设备管理、标准物质 

(祥品）使用、记录和报告的完整性和溯源性等进行检查。

(3 ) 地表水网水质监测监督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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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盲样考核

组织地表水网水质监测质量盲样考核，用发放盲样的形式对 

全省承担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任务的单位进行考 

核。

②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抽查

省始对承担地表水环境监测网监测工作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 

运行情况开展抽查，重点针对质量管理运行中的人员持证、监测 

方法选用、质控措施有效性评使、仪器设备管理、标准物质（样 

品）使用、记录和报告的完整性和溯源性等进行检查。

(4) 土壤环境监测监督核查

①完善手工监测过程质控机制与手段，加强采样现场和样品 

运输过程 G P S定位的应用，实现视频或图片等记录资料实时上 

传，并开展监督抽查。

②省级祐按照不低于本辖区任务量10 %比例的外部质控样品 

进行省内质量控制与评价，要求覆盖全部实验室和全部监测项目， 

并对质控测试结果进行评价。质量控制方式包括实验室内和实验 

室间盲样比对测试以及质控样品测试等，其中实验室间盲样比对 

测试比例不少于样品数量的2%。

③配合总站完成异地交又质量监督检查和抽测。

④组织一次土壤环境质量监测质量考核，采取盲样考核形式， 

对相关单位发放盲样进行考核。

(5 ) 生态环境状况监测与生态环境地面监测监督核查

①生态环境状况监测外部监督核查由总站组织实施，方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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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野外核查和校核、质量检查、专家评审等。

②生态环境地面监测监督核查由总祐组织实施，方式包括现 

场核查、集中检查、交又检查等。

③组织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考核，用发放 

盲样的形式对全省承担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任务的 

单位进行考核。

( 6 )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监督核查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监督核查由总姑和省级环境监测中心（站） 

组织开展，质控方式包括现场检查、交又检查、委托质控等。

(7 ) 声环境质量监督核查

声环境质量监督核查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结对湖北的监督核查 

同步,在随机选取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城市地域、城市人口规模及 

历史上报数据情况等确定被抽测城市，选取荆州和黄石两个地市。 

省始组织参加抽测的市姑（包括被抽测城市所在的市站和抽测市 

站）组建2 个抽测组，依次对2 个被抽测城市开展抽测比对工作。 

( 8 )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

省* 组织开展对省内污■染源的抽测抽检、并组织全省污染源

监测质控情况检查和监测能力考核。

重点抽测我省装机容量3 0 万千瓦以上燃煤发电机姐的污染

源排放监测质量,主要集中在武汉、黄石、宜昌等10个地市，企

业数量为13家，共 4 8台机组。采用手工监测与自动监测进行比

对的方法核实自动监测数据的准确性,采用检查其体系及流程等

核实其自动监测的质量保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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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量认证与持证上岗考核

开展辖区内二、三级监测站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工作，组织二三 

级站申请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工作，加强对省内环境 

监测人员培训与考核。

①姐织和督促辖区内1 7 家单位及时进行实验室资质认定的 

复查换证、 项等工作。

②组织一次全省环境监测技术人员持证上尚考核理论考斌

③开展4 7家二、三级环境监测结的监测技术人员持证上岗现 

场考核工作。

④组织本省环境监测技术人员专业技术培训工作，规范培训 

与考核制度，加大培训与考核力度，提高相关人员环境监测技术 

水平。

4. 实验室能力考核

①组织辖区内各级环境监测祐及时参加中国环境监测总缺组 

织的实验室能力考核工作。通报考核结果，收集整改材料。

②组织省级盲样考核

按监测项目分类，全年共组织五次能力考核，考核内容分别 

为地表水环境监测网质控考核、饮用水源水质监测质量考核、饮 

用水源水质全分析监测质量考核、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 

质量监测考核和土壤环境质量监测质量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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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湖北省空气环境质量县域行政区划和 

站点名称清单

站点序号 行政区划序号 城市
考核

行政区划名称清单

考核 

点位名称清单

001
001 江岸区

汉口江滩站

002 汉口花桥站

003
002 江汉区

江汉区后襄河南路站

004 江汉区大兴路站

005 003 轿口区 轿口区解放大道站

006 004 汉阳区 汉阳月湖站

007 005 武昌区 武昌紫阳站

008 006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 东湖製园

009 007 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 民族大道 1 8 2号站

010 008
01

武汉

洪山区 洪山区鲁磨路站

011 009 青山区 青山钢花祐

012
010 东西湖区

东西湖区环湖路站

013 吴家山结

014
011 蔡甸区

落甸区汉•阳大街站

015 沉湖七壤钻

016 012 江夏区 江夏区纸坊大街站

017 013 黄肤区 黄晚区黄晚大道站

018 014 新洲区 新洲区红旗街站

019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纯口新区

020
U1J

( 含已撤销的汉南区） 汉南区纱帽正街站

021 016 武汉化工区 化工区化工大道

022 017 02 黄石港区 沈家营站

023 018 黄石 西塞山区 陈家湾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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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序号 行政区划序号 城市
考核

行政区划名称清单

考核 

点位名称清单

024 019 下陆区 团城山

025 020 铁山区 铁山区结

026 021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 笔架山北路

027
022 大冶市

大冶市建设路站

028 大冶市乾塔路钻

029 023 阳新县 阳新县东披路钻

030
024 茅箭区

滨河新村站

031 茅箭区北京路站

032
025 张湾区

刘家沟钻

033 张湾区西城路站

034 026 十爐经济开发区 铁二处钻

035
027 鄙阳区

鄙阳区金沙路钻

036 鄙阳区柳新路站

037
028 03

十避

丹江口市
丹江口市武当大道站

038 丹江口市沙蛇营路钻

039
029 鄙西县

鄙西县环城西路祐

040 郞西县五龙河大道站

041 030 竹山县 竹山县体育路站

042 031 竹淡县 竹溪县东风路站

043
032 房县

房县房陵东大道站

044 房县诗经大道站

045
033 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

武当山站

046 武当山特区沿河路

047 034 荆州区 市委党校站

048 035 沙市区 市图书馆站

049 036 04 荆州经济开发区 科融环保站

050 037 荆州 洪湖市 洪湖市爱国路站

051 038 松滋市 松滋市白云路站

052 039 石首市 石首市笔架山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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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序号 行政区剑序号 城市
考核

行政区划名称清单

考核 

点位名称清单

053 040 江陵县 江陵具江陵大道站

054 041 公安县 公安县油江路

055 042 监利县 蓝利县章华大道站

056 043 西陵区 白龙尚钻

057 044 伍家岗区 伍家岗站

058 045 夷陵区 夷陵区站

059 046 號亭区 號亭区法院站

060 047 点军区 点军区站

061 048 宜昌高新区 四零三始

062
049 宜都市

宜都市园林大道祐

063
05

宜昌

宜都市杨守敬大道站

064
050 枝江市

技江市体育路钻

065 技江市江汉大道站

066
051 当阳市

当阳市友谊路结

067 当阳市锦屏大道站

068 052 殊 !J3县 祐！)3县屈原路站

069 053 兴山县 兴山丰邑大道祐

070 054 远安县 远安县姨祖路站

071 055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长阳县东條岭路站

072 056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五峰值西北路站

073 市政府站

074 057
06 

I P 州

郁城区 赵家视站

075 凡口站

076 058 梁子湖区 梁子湖区青條路绝

077 059 华容区 华容区体育路钻

078
060 襄城区

襄城运动路祐

079 07 襄阳市隆中路站

080 061 襄阳 樊城区 樊城新华路站

081 062 襄州区 襄州航空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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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点序号 行政区划序号 城市
考核

行政区划名称清单

考核 

点位名称清单

082 063 宜城市 宜城市振兴大道站

083 064 南海县 南潭甚学府路

084 065 保康县 保康县清淡路站

085 066 谷城具 谷城县粉阳路站

086 067 秦阳市 患阳市朝阳路钻

087
068 老河口市

老河口市秋丰路站

088 老河口民主路站

089
069 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高新管委会站

090 襄阳市台子湾路站

091 市委党校站

092 070
08

隨州

曾都区 市林业局钻

093 市立交水厂站

094 071 广水市 广水滨河东路站

095 072 随县 随县民主路站

096
073 东宝区

竹园小学站

097 西山林语站

098
074 提刀区

石化一小站

099
09

荆门

提刀区站

100 075 淳河新区 潭河新区凤袁路站

101 076 钟祥市 钟祥市长寿路结

102 077 京山县 京山县轻机大道钻

103 078 沙洋具 沙洋县荷花大道站

104 079 荆门屈家岭管理区 屈家岭管理区月湖社区钻

105
080 黄州区

红卫路站

106 职工中心站

107 081 10 武穴市 武穴市郭祥站

108 082 黄 W 英山县 英山县鸡鸣尖站

109 083 麻城市 麻城市金桥大道站

110 084 红安县 红安县发展大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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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序号 行政区划序号 城市
考核

行政区划名称清单

考植 

点位名称清单

111 085 罗田县 罗田县城南站

112 086 薪春县 薪春县豁口路站

113 087 黄梅县 黄梅县迎宾大道站

114 088 团风县 团风县广场路站

115 089 涕水县 涕水县车始路站

116
090 孝南区

文化路站

117 东城区站

118 091 汉川市 汉川市人民大道站

119
092 安陆市

安陆市损水路站

120 11 安陆市府东南路站

121 093 孝感 云梦县 云梦县 ;fe岗路钻

122 094 大悟县 大悟县前进大道站

123 095 应城市 应城市家和小区站

124
096 者昌县

孝昌县桃源路站

125 考昌县开度区子祐

126 咸安区东门村站

127 市发改委站

128 097 咸安区 长江产业园站

129 森林公园站

130 12 长江产业园

131 098 咸宁 赤壁市 赤壁市陆水湖大道站

132 099 通山县 通山县凤池山

133 100 通城县 通械■!■银山广场站

134 101 嘉鱼县 嘉鱼县滨湖路站

135 102 崇阳县 崇阳县洪下村站

136 湖北民院站

137 103 13 恩施市 州电力公司钻

138 恩施 恩施市龙凤新区站

139 104 利川市 利川市腾龙大道站



结点序号 行政区划序号 城市
考核

行政区划名称清单

考核 

点位名称清单

140 利川市滨江北路站

141 105 巴东县 巴东县北京大道

142 106 来凤县 来凤县半追城站

143 107 咸丰具 咸丰县营屏寨站

144 108 建始县 建始县船儿岛站

145 109 鹤峰县 鹤峰县连井路钻

146 110 宣恩县 宣恩县沿河路站

147
111

14
仙桃市

仙桃沙赞 ^̂

148 仙桃 仙桃工业园站

149
112

15
潜江市

潜江市潜阳中路站

150 潜江 潜江市章华南路结

151
113

16
天门市

天门市政府

152 天门 天门新城站

153
17

神农架

神农架林区神农大道缺

154 114 神农架林区 神农架林区博物馆路站

155 神农架林区土家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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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湖北省降水监测点位代码信息表

城市名称/代码 城 区 （点位名称 /代 码 ） 远 郊 区 （点位名称 /代 码 ） 郊 区 （点位名称 /代 码 ）

武汉市 420100
北 湖 61 新洲区城关镇 122

镑蟹甲 73

黄石市 420200 沈家营 51 兴隆祖 412

十堪市 420300
滨河新村 401 马家河 409 胡 家 601

竹山县环保局 602

宜昌市 420500
宜昌市监测站 52 龙東山庄 60 五峰县环境监測站 601

兴山县环境监測站 602

襄阳市 420600
襄阳市监测钻 51 墜 中 1 患阳市环保局 601

保康县监测站 602

鄂州市 420700 鄂州市环保局 401 福利院 404

荆门市 420800 荆门市监测站 401 圣镜山 404 钟祥市监测站 601

孝感市 420900 孝惑市监測站 401 丰 山 背 景 403 大悟盟测站 601

荆州市 421000
图书馆 5 5 沙港水库 400 监利县监測站 601

石首市监測钻 602

黄闻市 421100
黄 W 市监测钻 401 武穴市监测站 601

麻城市监测站 602

咸宁市 421200 卫校附属医院 401 苗圃园 402 崇阳县环保局 601

随州市 421300 随州市环保局 401 郊 区 501

恩施州 422800
大龙潭电站 401 利川市监测站 601

州建设局 402 咸丰具环保局 602

仙桃市 429004 仙桃市篮测站 401

潜江市 429005 潜江市监测站 401

天门市 429006 天门市监測站 401

神农架林区 429021 神农架监测站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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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8年国控地表水河流监测断面

序号
所在

地市
測站名称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断面功能 监測频次

1 采測分离 长江 杨洒港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 采測分离 长江 白滸山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3 采测分离 汉江 宗关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4 武汉市 汉江 龙王庙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5 采測分离 通顺河 港洲村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6 采测分离 通顺河 黄陵大桥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7 武汉市 金水 新河口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8 武汉市 采測分离 金水 金水闹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9 采测分离 泡水 太 平 沙 （上港河村）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0 采測分离 泪水 朱家河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1 采测分离 摄水 嚴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2 采測分离 倒水 冯集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3 采測分离 倒水 龙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4 采测分离 举水 郭玉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5 采测分离 举水 沐家迁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6 采测分离 长江 风波港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7 阳新县 富水 洋港镇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18 黄石市 阳新具 富水 富水镇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19 采测分离 富水 富池阔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0 采測分离 大冶湖 大冶湖闹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1 采测分离 汉江 羊尾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2 十瑕市 采测分离 汉江 陈家破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3 丹江口 汉江 察 湾 （丹江口水库规上）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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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

地市
測站名称 河流名称 新面名称 断面功能 监測频次

24 采测分离 金钱河 玉皇滩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5 采测分离 金钱河 夹河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6 十银市 天河 水石门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27 采测分离 天河 天河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8 采测分离 堵河 界牌沟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9 采测分离 堵河 焦家院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30 采測分离 剑河 剑河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31 采测分离 官山河 孙家湾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32 采測分离 浪河口 浪河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33 采測分离 滔河 王河电站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34 十堪市 滔河
酒 河水库（滔河水库现 

上 ）
超势科研 每月一次

35 采測分离 掌河 东湾桥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36 采测分离 神定河 神定河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37 采測分离 洒河 洒河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38 十 j g 市 曲远河 青曲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39 十瑕市 淘谷河 淘谷河口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40 十堪市 东河 东河口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41 十趣市 汇湾河 新洲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42 采測分离 官渡河 潘口水库填上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43 十堪市 官渡河 洛阳河九湖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44 梓归县 长江 银香法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45 采测分离 长江 南津关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46
宜昌市

采测分离 长江 云 池 （白洋）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47 采测分离 香漠河 长沙规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48 宜昌市 黄柏河 黄柏河大桥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49 采测分离 清江 槐杆坪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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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

地市
測结名称 河流名称 断面名律 新面功能 监测频次

50 采測分离 清江 清江大桥（宜都大桥）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51 采测分离 沮河 马渡河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52 采測分离 沮河 铁 路 大 桥 （小桂林）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53 采测分离 进淹河 两 河 口 （草捧湖）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54 采测分离 海河 白石港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55 裸 !13县 长江 圳前木鱼岛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56 殊归县 童庄河 文化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57 释归具 九吨漢 槐树坪电站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58 殊 !13县 青干河 牌楼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59 释！/3县 漠河 野桑坪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60 夷陵区 太平漠 媒潭水电站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61 采測分离 汉江 沈湾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62 采测分离 汉江 白家湾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63 采测分离 汉江 余家湖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64 襄阳市 小清河 清河口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65 采測分离 唐河 塘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66
襄阳市

采測分离 白河 霍湾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67 采測分离 唐白河 张湾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68 采测分离 滚河 汤庙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69 采測分离 北河 憂家滩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70 采测分离 南河 马兰河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71 采测分离 南河 茶庵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72 采测分离 蛮河 朱市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73
哥州市

采测分离 长江 燕机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74 群州市 长港 樊口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75
荆门市

采測分离 汉江 转斗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76 采測分离 汉江 皇庄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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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

地市
測祐名称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断面功能 监測频次

77 采测分离 汉江 罗汉阔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78 荆门市 淳河 康家沟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79 采测分离 竹皮河 马良奪家湾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80 采測分离 京山河 京山河邓李港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81 采測分离 汉江 小河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82 采测分离 损水 安陆桑树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83 采測分离 损水 隔 卜桥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84 采測分离 损水 链鱼地系结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85 孝感市 環水 大悟界牌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86
孝惑市

采测分离 環水 孝昌王店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87 采测分离 環水 孝惑河口大桥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88 采测分离 嚴水 大悟河口 评价 . 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89 采测分离 大富水 田店系站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90 采測分离 大富水 应城公路桥 评价 . 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91 采测分离 汉北河 调家桥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92 采測分离 汉北河 新沟闹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93 采测分离 长江 砖瓦厂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94 采测分离 长江 观音寺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95 监利市 长江 五岭子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96 采测分离 沮潭河 荆州河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97 &测 分 离 松滋河 杨家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98 荆州市 采測分离 松滋河 游泥湖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99 采测分离 虎渡河 黄山某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00 采测分离 稿池河 康家岗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01 采测分离 四湖总干渠 新河村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02 采测分离 四湖总干渠 新雄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03 采測分离 东荆河 汉供大桥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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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

地市
測钻名称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断面功能 测频次

104 采测分离 东荆河 新刘家合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05 采測分离 长江 柳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06 采测分离 长江 调关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07

黄闻市

采測分离 长江 中官铺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08 黄 市 嚴水 雄1妹店村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109 黄 15̂ 市 倒水 周入家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110 黄 市 举水 陶冲村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111 采測分离 举水 麻城许家湾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12 黄 W 市 £河 天堂林场大石板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113 采測分离 巴河 巴河银河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14 采測分离 沸水 兰溪大桥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15 采测分离 薪水 西河释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16

咸宁市

采测分离 陆水 洪下水文站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17 采测分离 陆水 陆漠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18 采測分离 涂水 西河桥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19

随州市

采测分离 浪水 损水大桥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20 采測分离 浪水 平林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21 采测分离 厥水 厉山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22 随州市 淮河 出山大桥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123

恩施州

采測分离 长江 巫峡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24 采测分离 长江 黄腊石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25 &东具 神农漠 神农洞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126 采测分离 清江 七要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27 采测分离 清江 恩施大沙规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28 采测分离 郁江 长顺乡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29 采测分离 缕水 江口村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30 采測分离 酉水 百福司镇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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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

地市
测站名称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新面功能 监測频次

131 采測分离 唐岩河 周家现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32

仙桃市

采测分离 汉江 汉南村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33 仙桃市 汉江 石豆ij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134 仙桃市 东荆河 姚嘴h王岭村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135 仙桃市 通顺河 郑场游潭村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136

潜江市

潜江市 汉江 高石碑 超势科研 每月一次

137 采测分离 四湖总干渠 运粮湖同心队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38 采测分离 东荆河 潜江大桥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39
天门市

采測分离 汉江 岳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40 采測分离 天门河 拖市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41 神农架 采测分离 南河 阳日湾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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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18年国控地表水湖库监测断面

序号 所在地市 測站名称 湖库名称 点位名律 断面功能 监測频次

1

武汉市

采測分离 梁子湖 西梁子湖湖心（南北嘴）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 采测分离 梁子湖 牛山湖湖心 评价 . 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3 采測分离 梁子湖 西梁子湖湖南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4 采測分离 梁子湖 西梁子湖湖北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5 采测分离 斧吴湖 江夏湖心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6

十避市

采測分离 丹江口水库 视上中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7 采測分离 丹江口水库 何家湾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8 采測分离 丹江口水库 江北大桥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9 采測分离 黄龙滩水库 黄 龙 1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0 采測分离 黄龙雄水库 黄 龙 2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1 宜昌市 采测分离 隔河岩水库 隔河岩水库规上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2

鄂州市

采测分离 梁子湖 入湖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3 采测分离 樂子湖 出湖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4 采测分离 梁子湖 梁子岛水源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5 采测分离 梁子湖 东梁子湖湖心（湖 心 2#)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6
荆门市

采測分离 淹河水库 渠 首 闹 （闹口）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7 采测分离 淳河水库 淳河水库库心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18

考惑市

孝感市 環东湖 漠东湖入湖口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19 孝感市 濃东湖 環东湖湖心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20 孝感市 濃东湖 環东湖出湖口 趋势科研 每月一次

21

荆州市

采测分离 供湖 湖 心 A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2 采测分离 洪湖 排水阔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3 采測分离 洪湖 湖 心 B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4 采測分离 洪湖 杨柴湖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5 黄閃市 采測分离 白莲河水库 库现上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6
咸 T 市

采测分离 富水水库 富水水库（库 心 ）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27 采测分离 务头湖 咸宁湖心 评价、考核、排名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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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18年省控地表水河流监测断面

序号 所在地市 測站名称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断面属性 &測频 次

1

武汉市

武汉市 长江 纱帽 省控 .跨界 每月一次

2 武汉市 汉江 新 沟 （郭家台） 省控 每月一次

3 武汉市 摄水 河 口 （北门港） 省控、跨界 每月一次

4

黄石市

黄石市 长江 三峡 省控、跨界 每月一次

5 阳新县 富水 渡口 省控 每月一次

6 大冶市 高桥河 龙潭村 省控、跨界 每月一次

7 十避市 十* 市 竹漠河 双發 省控 每月一次

8

宜昌市

兴山县 香漠河 洒湘漠 省控 . 河口 每月一次

9 称归县 茅坪河 万家现 省控、河口 每月一次

10 夷陵区 黄柏河 石碑滩 省控 每月一次

11 当阳市 漠河 育漢大桥 省控 每月一次

12

襄阳市

老河口 汉江 仙人渡 省控 每月一次

13 宜城市 汉江 郭安 省控 每月一次

14 襄阳市 小清河 清河大桥 省控 每月一次

15 襄州区 唐白河 漠家祖 省控 每月一次

16 谷诚县 南河 玛權观 省控 每月一次

17 宜城市 蛮河 孔湾 省控 每月一次

18
鄂州市

鄂州市 高桥河 金 牛 港 （港口桥） 省控、跨界 每月一次

19 那州市 新港 铁路桥 纳汚河渠 每月一次

20 荆门市 荆门市 竹皮河 瓦房店 纳污河渠 每月一次

21

孝感市

安陆市 损水 敏秀阁 省控 每月一次

22 孝感市 天门河 汉川新« 省控、跨界 每月一次

23 孝惑市 竹竿河 宣化北尚 省控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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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市 测站名称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断面属性 监测频次

24

荆州市

松滋市 松滋河 德胜阔 省控 每月一次

25 松滋市 松滋河 同兴桥 省控 每月一次

26 石首市 藉池河 殷家洲 省控 每月一次

27 洪湖市 四湖总干渠 霍家湾 省控 每月一次

28 荆州市 西干渠 幸福桥 纳汚河渠 每月一次

29 黄 W 市 黄 W 市 涕水 杨树沟 省控 每月一次

30 咸宁市 赤壁市 陆水 黄龙渡口 省'控 每月一次

31

随州市

随州市 损水 洪山 省控 每月一次

32 随州市 浪水 安居肖店 省控 每月一次

33 随州市 损水 魏家嗽小河口 省控 每月一次

34 随州市 厥水 自来水厂 省控 每月一次

35
恩施州

恩施州 清江 利川西门 省控 每月一次

36 利川市 楊子河 南坪 省控 每月一次

37

潜江市

潜江市 汉江 泽口 省控 每月一次

38 潜江市 四湖总干渠 丫角桥 省控、跨界 每月一次

39 潜江市 东荆河 谢湾闹 營控、跨界 每月一次

40
天门市

天门市 天门河 杨林 省控 每月一次

41 天门市 天门河 罗汉寺 省控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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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2018年省控地表水湖库监测断面

序号 所在地市 測站名称 湖库名称 点位名称 新面属性 监測频次

1 武汉市 汤逊湖 庙山 （内） 省控 每月一次

2 武汉市 汤逊湖 庙山（外） 省控 每月一次

3 武汉市 后官湖 后官湖心 省控 每月一次

4 武汉市 涨渡湖 涨渡湖心 省控 每月一次

5 武汉市 后湖 后湖心 省控 每月一次

6 武汉市 鲁湖 鲁湖湖心 省控 每月一次

7 武汉市 东湖 水果湖 省控 每月一次

8 武汉市 东湖 汤菱湖 省控 每月一次

9 武汉市 东湖 郭郑湖 省控 每月一次

10 武汉市
武汉市 东湖 廣窝湖 省控 每月一次

11 武汉市 墨水湖 夹河 省控 每月一次

12 武汉市 墨水湖 中心岛 省控 每月一次

13 武汉市 墨水湖 墨水湖出口 省控 每月一次

14 武汉市 沙湖 沙湖北端 省控 每月一次

15 武汉市 沙湖 沙湖湖心 省控 每月一次

16 武汉市 沙湖 沙湖南端 省控 每月一次

17 武汉市 东西湖 严家渡 省控 每月一次

18 武汉市 东西湖 工棚山 省控 每月一次

19 武汉市 东西湖 李家缴 省控 每月一次

20 黄石市 磁湖 號 J白山庄 省控 每月一次

21 黄石市 磁湖 南半湖湖心 省控 每月一次

22
黄石市

黄石市 磁湖 澄月桥 省控 每月一次

23 黄石市 磁湖 长虹桥 者控 每月一次

24 黄石市 磁湖 理工学院 省控 每月一次

25 黄石市 磁湖 北半湖湖心 省控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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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市 測站名称 湖库名称 点位名称 断面属性 监測频次

26 黄石市 磁湖 黏鱼缴 省控 每月一次

27 大冶市 大冶湖 大冶湖大桥（大冶湖入湖口） 省控 每月一次

28 大冶市 大冶湖 蒜山湖心 省控 每月一次

29 阳新县 王英水库 王其水库库心 省控 每月一次

30 阳新县 网湖 网湖湖心 省控 每月一次

31 大冶市 保安湖 保 安 口 （保安湖入湖口） 省控 每月一次

32 大冶市 保安湖 保安湖心 省控 每月一次

33 大冶市 保安湖 东 沟 闹 （保安湖出湖口） 省控 每月一次

34
十艰市

十賤市 丹江口水库 龙口 省控 每月一次

35 十遇市 丹江口水库 莲花 省控 每月一次

36 哥州市 洋满湖 800- I 雀控 每月一次

37 州市 洋溺湖 300-  II 省控 每月一次

38 鄂州市 鄂州市 洋湖湖 5 0 0 - III 省控 每月一次

39 哥州市 洋湖湖 7 0 0 - IV 省控 每月一次

40 郭州市 洋湖湖 7 0 0 - V  ( 出湖口） 省控 每月一次

41
荆门市

荆门市 长湖 后港 省控 每月一次

42 荆门市 温峡口水库 温块口水库库心 省控 每月一次

43
孝感市

汉■川市 f/J汉湖 '?<)汉湖湖心 雀控 每月一次

44 汉川市 '?<!汉湖 老度台 省控 每月一次

45 荆州市 长湖 戴家逢 省控 每月一次

46 荆州市 长湖 桥河口 省控 每月一次

47 荆州市 长湖 习家口 省控 每月一次

48 荆州市 长湖 关沮口 省控 每月一次

49 荆州市 洪湖市 洪湖 蓝田 省控 每月一次

50 洪湖市 洪湖 小港 省控 每月一次

51 洪湖市 洪湖 下新河 省控 每月一次

52 洪湖市 洪湖 桐梓湖 省控 每月一次

53 松滋市 诡水水库 诡水水库库心 省控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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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市 测站名称 湖库名称 点位名称 断面属性 监测频次

54

黄 W 市

黄巧市 浮桥河水库 库现上 省控 每月一次

55 黄间市 遗爱湖 西湖湖心 省控 每月一次

56 黄因市 遗爱湖 东湖出口 省控 每月一次

57 黄 W 市 华阳河 龙感湖农场（龙惑湖湖心） 省控 每月一次

58

咸 T 市

赤壁市 陆水水库 主规 省控 每月一次

59 赤壁市 陆水水库 副现 省控 每月一次

60 赤壁市 陆水水库 猪婆湖 省控 每月一次

61 赤壁市 陆水水库 蒲纺 省控 每月一次

62 赤壁市 西凉湖 西凉湖赤壁湖心 省控 每月一次

63 赤壁市 黄盖湖 湖心 省控 每月一次

64

随州市

随州市 徐家河水库 徐家河水库库心 省控 每月一次

65 随州市 徐家河水库 徐家河水库出口 省控 每月一次

66 随州市 白云湖 湖心 省控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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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国家水质自动站站点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水站所在城市 断面类型 建设情况

1 朱家河口 武汉市 河流 已建

2 泳家经 黄 W 市 河流 已建

3 江夏湖心 武汉市 湖库 新建

4 西梁子湖湖心（南北赞） 武汉市 湖库 新建

5 牛山湖湖心 武汉市 湖库 新建

6 西梁子湖湖北 武汉市 湖库 新建

7 西梁子湖湖南 武汉市 湖库 新建

8 宗关 武汉■市 河流 已建

9 杨洒港 武汉市 河流 已建

10 冯集 武汉市 河流 已建

11 龙口 武汉市 河流 已建

12 金水阔 武汉■市 河流 已建

13 郭玉 武汉市 河流 已建

14 嚴口 武汉市 河流 新建

15 港洲村 武汉市 河流 已建

16 黄陵大桥 武汉市 河流 在建

17 太平沙 武汉市 河流 已建

18 白滸山 郭州市 河流 已建

19 富池闹 黄石市 河流 已建

20 大冶湖闹 黄石市 河流 新建

21 中 官 铺 （上巢村） 黄石市 河流 已建

22 夹河口 十《市 河流 新建

23 天河口 十爐市 河流 已建

24 焦家院 十堪市 河流 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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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水站所在城市 断面类型 建设情况

25 孙家湾 十堪市 河流 已建

26 浪河口 十 *市 河流 新建

27 琐上中 十堪市 湖库 已建

28 黄 龙 1 十堪市 湖库 已建

29 陈家彼 十瑕市 河流 已建

30 羊尾 十爐市 河流 已建

31 界牌沟 十爐市 河流 已建

32 潘口水库视上 十喔市 河流 新建

33 剑河口 十银市 河流 新建

34 东湾桥 十 *市 河流 新建

35 玉皇雄 十堪市 河流 已建

36 神定河口 十堪市 河流 已建

37 洒河口 十爐市 河流 已建

38 王河电站 十 *市 河流 新建

39 隔河岩水库现上 宜昌市 湖库 新建

40 长沙规 宜昌市 河流 已建

41 清江大桥 宜昌市 河流 已建

42 南津关 宜昌市 河流 已建

43 马渡河 宜昌市 河流 已建

44 铁路 大 桥 （小桂林） 宜昌市 河流 新建

45 两 河 口 （草捧湖水厂） 宜昌市 河流 已建

46 槐杆坪 宜昌市 河流 已建

47 白石港 宜昌市 河流 已建

48 云 池 （白洋） 宜昌市 河流 新建

49 霍湾 襄阳市 河流 已建

50 禅口 襄阳市 河流 已建

51 张湾 襄阳市 河流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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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名称 水站所在城市 断面类型 建设情况

52 白家湾 襄阳市 河流 在建

53 余家湖 襄阳市 河流 新建

54 憂家雄 襄阳市 河流 新建

55 汤庙 襄阳市 河流 新建

56 沈湾 襄阳市 河流 已建

57 朱市 襄阳市 河流 新建

58 茶廉 襄阳市 河流 新建

59 马兰河口 襄阳市 河流 已建

60 燕机 鄂州市 河流 新建

61 梁子岛水源 I P 州市 湖库 已建

62 淳河水库库心 荆门市 湖库 新建

63 转斗 荆门市 河流 已建

64 罗汉闲 天门市 河流 已建

65 皇庄 荆门市 河流 新建

66 京山河邓李港 荆门市 河流 新建

67 马良襄家湾 荆门市 河流 已建

68 应城公路桥 孝感市 河流 新建

69 田店系站 孝惑市 河流 已建

70 调家桥 孝惑市 河流 已建

71 新沟间 孝惑市 河流 已建

72 小河 孝惑市 河流 新建

73 者昌王庙 孝感市 河流 已建

74 孝感河口大桥 孝惑市 河流 新建

75 大悟河口 孝惑市 河流 新建

76 安陆桑树 考感市 河流 新建

77 链鱼地系站 孝惑市 河流 新建

78 隔卜桥 孝惑市 河流 新建



序号 断面名称 水站所在城市 新面类塑 建设情况

79 湖 心 A 荆州市 湖库 已建

80 杨柴湖 荆州市 湖库 新建

81 排水阔 荆州市 湖库 新建

82 湖 心 B 荆州市 湖库 已建

83 观音寺 荆州市 河流 新建

84 新刘家台 荆州市 河流 已建

85 汉洪大桥 荆州市 河流 新建

86 荆州河口 荆州市 河流 新建

87 康家岗 荆州市 河流 新建

88 新河村 荆州市 河流 已建

89 新滩 荆州市 河流 已建

90 游泥湖 荆州市 河流 新建

91 杨家挡 荆州市 河流 新建

92 柳口 荆州市 河流 新建

93 调关 荆州市 河流 新建

94 砖瓦厂 荆州市 河流 新建

95 五岭子 荆州市 河流 已建

96 库规上 黄 市 湖库 已建

97 巴河镇河口 黄 W 市 河流 已建

98 麻城许家湾 黄 W 市 河流 新建

99 西河释 黄閃市 河流 已建

100 兰溪大桥 黄 W 市 河流 已建

101 周八家 黄 W 市 河流 已建

102 陶冲村 黄因市 河流 已建

103 汪洲村 黄 W 市 河流 已建

104 咸宁湖心 咸宁市 湖库 新建

105 富水水库 咸宁市 湖库 新建



序号 断面名称 水站所在城市 断面类型 建设情况

106 西河桥 咸宁市 河流 新建

107 陆淡口 咸宁市 河流 已建

108 洪下水文站 威宁市 河流 已建

109 厉山 I t 州市 河流 新建

110 平林 孝感市 河流 已建

111 涌水大桥 随州市 河流 新建

112 巫峡口 恩施州 河流 已建

113 江口村 恩施州 河流 新建

114 恩族大沙视 恩施州 河流 新建

115 七要口 恩施州 河流 已建

116 周家视 恩施州 河流 新建

117 百福司镇 恩族州 河流 已建

118 长顺乡 恩施州 河流 在建

119 黄腊石 恩施州 河流 已建

120 汉■南村 仙桃市 河流 新建

121 潜江大桥 潜江市 河流 新建

122 运粮湖同心队 潜江市 河流 已建

123 岳口 天门市 河流 新建

124 抱市 天门市 河流 已建

125 阳日湾 神农架林区 河流 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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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省级运维水质自动站站点表

序

号

所厲

地区

断面/点位 

名絲

河流/湖 

库名称
断面 / 点位厲性 监測指标

1 武汉 新沟 汉江 市界 (孝惑 - 武汉）
象氣、高猛竣盐指数、总碳 . 总氣、五参数、TOC、叶 

绿素、销、锅、铅 、铜 、六价络、坤

2 武汉 浮标船 1 梁子湖 梁子湖湖心
氨兔、高猛酸盐指数、总填 . 总氣、五参数、叶绿素、 

蓝绿漢、确鼓盐氣、亚确竣盐氣、正碟盐

3 武汉 浮标船 2 梁子湖 梁子湖湖心
氨免、高猛竣盐指数、总确《总氣、五参数、叶绿素、 

蓝绿漢、《肖翁盐氣、亚确竣盐氣、正碟盐

4 武汉 浮标船 3 梁子湖 梁子湖湖心
氨氣、高猛竣盐指数、总崎、总氣、五参数、叶绿素、 

蓝绿漢、5肖酸盐兔、亚确酸盐嚴、正确盐

5 武汉 浮标船 4 梁子湖 梁子湖湖心
象免、高猛竣盐指数> 总碟、总氣、五参数、叶绿素、 

蓝绿漢、确竣盐數、亚确酸盐氣、正碟盐

6 武汉 木兰湖 木兰湖 饮用水源地
氛氣、高猛竣盐指数、总填、总氣、五参数、T O C «叶

绿素

7 武汉 长轩岭 激水 控制断面 氛氣、高猛贱盐指数、总碑、总氣、五参数

8 黄石 森山村 大冶湖 大冶湖湖心
氨氣、高猛酸盐指数、总碑、总氣、五参数、辞、锅、 

铅 、铜 、六价格、神、呆、犧

9 黄石 龙潭村 高桥河 市 界 （咸宁 - 黄石） 氛氣、高猛酸盐指数、总碑、总氣、五参数

10 黄石 富水镇 富水 市 界 （咸宁 - 黄石） 氨氣、高猛竣盐指数、总確、总氣、五参数

11 十《 水石门 天河 省 界 （陕西- 湖北） 氛兔、高猛跋盐指数《总碟、总氣、五参数

12 宜昌 天龙湾 清江 县 界 （长阳 - 宜都） 氨氣、高猛酸盐指数 . 总碟、总氣、五参数

13 宜昌 木鱼镇 香漠河 市界（神农架 - 宜昌： 氛氣 . 高猛酸盐指数、总# 、总氣、五参数

14 荆门 海河 海河 饮用水源地 氨氨、高猛酸盐指数、总碟、总氣、五参数、叶绿素

15 荆州 夜谋沟 洪湖 湖泊 氨氨、高猛政盐指数> 总# 、总氣、五参数

16 荆州 滨湖 洪湖 湖泊
象氣、高猛酸盐指数、总碑、总氣、五参数、TOC、叶

绿素

17 鄂州 港口桥 高桥河 市 界 （黄石 - 哥州）

象氨、高猛竣盐指数、总碟《总氣、五参数、叶绿素、 

梓、锡、铅 、铜 . 六价格> 坤、氣化物、氣化物> 挥发 

盼、总和毒性



序

号

所属

地区

新面/点位 

名称

河流 /湖 

库名称
断面/点位属性 监測指标

18 鄂州 长港 梁子湖 梁子湖出口
氨氣、高猛酸盐指数、总碟、总氣、五参数、确酸盐氣、 

亚确竣盐氣

19 孝感 石到 汉江 市 界 （天门 - 孝 惑 ）
氨氣、高猛酸盐指数、总骑、总氣、五参数、T O C .叶

绿素

20 孝惑 新爐 天门河 市 界 （天门 - 孝 感 ） 氨象、高猛酸盐指数、总碟、总氣、五参数、氨化物

21 孝感 王母湖 王母湖 湖泊 氨氣、高猛酸盐指数、总碟、总氣、五参数

22 咸宁
车捧镇盘 

石村
陆水河 县 界 （赤壁 - 嘉盒） 氛氣，高猛峻盐指数、总确、总氣 .五参数

23 咸宁 石祖头 陆水河 县 界 （通城 - 崇阳） 氨氣、高猛缺盐指数、总碟、总氣、五参数

24 恩施 长沙河 清江 县 界 （恩施 - 宣恩） 氨氣、高猛後盐指数、总碟、总氣、五参数

25 恩施 景阳河 清江 县 界 （恩施 - 建 始 ） 氨氣、高猛栽盐指数、总骑、总氣、五参数

26 仙桃 黄家村 汉江 市 界 （潜江 - 仙 桃 ） 氛氣、高猛峻盐指数、总廣、总氣、五参数

27 仙桃
郑场游潭 

村
通顺河 市 界 （潜江 - 仙 桃 ） 翁氣、高猛酸& 指数、总碑、总氣、五参数、挥发酸

28 仙桃 王岭村 东荆河 市 界 （荆州 - 仙 桃 ） 氛氣、高猛竣盐指数、总填、总氨、五参数

29 潜江 丫角桥
四湖总干 

渠
控制断面 氨氣、高猛睡盐指数、总确《总氣、五参数

30 潜江 高石碑 汉江
引江济汉工程入汉 

江断面
氛氣、高猛酸盐指数、总填 . 总氣、五参数



附件9

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名单

序号 所厲城市 水源地名称 水源地性质

1
哥州

长江凤凰台水厂水源地 河流

2 长江雨合山水厂水源地 河流

3 恩施 清江大龙潭三水厂水源地 河流

4
黄 W

长江二水厂水源地 河流

5 长江三水厂水源地 河流

6 黄石 长江凉水亭水厂水源地 河流

7
荆门

荆门二水厂水源地 湖库

8 荆门三水厂水源地 河流

9

荆州

长江南湖水厂水源地（西区） 河流

10 长江柳林水厂水源地（东 区 ） 河流

11 长江即都水厂水源地 河流

12

十《

黄龙水库市水厂水源地 湖库

13 头《水库水厂水源地 湖库

14 马家河水库水厂水源地 湖库

15 茅塔河水库水厂水源地 湖库

16 俞家湾水库水厂水源地 湖库

17
随州

先觉庙水库水厂水源地 湖库

18 损水随州水厂水源地 河流

19

武汉

长江白沙洲水厂 河流

20 长江堤角水厂 河流

21 长江平湖门水厂 河流

22 长江余家吴水厂 河流

23 汉江白鹤赞水厂 河流

24 汉江国棉水厂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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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厲城市 水源地名称 水源地性质

25 汉江琴断口水厂 河流

26 汉江宗关水厂 河流

27 长江港东水厂水源地 河流

28 长江纯口水厂水源地 河流

29
咸丁

长江潘家湾水厂水源地 河流

30 涂水温泉水厂水源地 河流

31
襄阳

汉江白家湾五水厂水源地 河流

32 汉江火星观水源地（一至四水厂） 河流

33 孝感 孝感三水厂水源地 河流

34

宜昌

官庄水库 湖库

35 檢木漠水库 湖库

36 善漠冲水库 湖库

r
*
H9



附件10

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及县级在用备用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清单

序号 地市 县敦城市 水源地名称 水体 水源地性质

1 武汉市 蔡甸区 蔡甸水厂水源地 汉江 河流

2 武汉市 东西湖区 西湖水厂水源地 汉江 河流

3 武汉市 东西湖区 余氏缴水厂水源地 汉江 河流

4 武汉市 汉南区 汉武水厂水源地 长江 河流

5 武双市 黄肤区 黄肤新武湖水厂水源地 长江 河流

6 武汉市 黄肤区 黄肤前川水厂水源地 壤水 河流

7 武汉市 江夏区 江夏水厂水源地 长江 河流

8 武汉市 新洲区 新洲阳逻水厂水源地 长江 河流

9 武汉市 新洲区

新洲长源自来水公司水源地（新洲长源自来水 

公司大桥水源地和新洲长源自来水公司汪套水 

源地）

举水 河流

10 黄石市 阳新县 阳新县兴国城区富水水源地 富水 河流

11 黄石市 阳新县 阳新县王莫镇王英水库水源地 王英水库 湖库

12 襄阳市 老河口市 老河口水厂水源地 汉江 河流

13 襄阳市 秦阳市 患阳市北郊水库 北郊水库 水库

14 襄阳市 摩阳市 , 阳市刘桥水库 刘桥水库 水库

15 裏阳市 宜城市 宜城水厂水源地 汉江 河流

16 襄阳市 南海县 南淳县三道河水库 三道河水库 水库

17 襄阳市 谷城具 谷城县三水厂水源地 汉江 河流

18 襄阳市 保康县 保康县云漠沟水厂水源地 清漠河 河流

19 襄阳市 保康县 金盘洞水库水源地 汉江 河流

20 荆州市 石首市 石首第二水厂水源地 长江 河流

21 荆州市 洪湖市 洪湖陵园水厂水源地 长江 河流

22 荆州市 松滋市 松滋自来水公司水源地 松滋河西支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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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县级城市 水源地名称 水体 水源地性质

23 荆州市 公安县 公安县城区宏源自来水公司水源地 长江 河流

24 荆州市 监利县 藍利县第二水厂饮用水水源地 长江 河流

25 荆州市 监利县 监利县第三水厂饮用水水源地 长江 河流

26 荆州市 江陵县 江陵县城区水厂水源地 长江 河流

27 宜昌市 葛洲规 葛洲现四公司供水公司西琐水厂水源地 长江 河流

28 宜昌市 东山开发区 容湾水厂水源地 东山运河 河流

29 宜昌市 宜都市 宜都市供水总公司陆城二水厂水源地 长江 河流

30 宜昌市 当阳市 当阳市巩河水库 巩河水库 湖库

31 宜昌市 技江市 技江市马家店水厂水源地 长江 河流

32 宜昌市 技江市 技江市鲁家港水库 黄柏河 水库

33 宜昌市 兴山县 兴山县古润口水库 古洞口水库 湖库

34 宜昌市 远安县 远安具鸣凤镇东干渠水源地 东干渠 河流

35 宜昌市 远安县 远安要鸣凤镇鸣凤河水源地 鸣凤河 河流

36 宜昌市 梓归县 榜归县凤凰山长江段水源地 长江 河流

37 宜昌市 梓归县 三汇淡水源地 茅坪河 河流

38 宜昌市
长阳土家族自治 

县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隔河岩水库 隔河岩水库 湖库

39 宜昌市
长阳土家族自治 

县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罗马漠水库 罗马漠水库 湖库

40 宜昌市
五條土家族自治 

县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填石梁司水源地 天池河 河流

41 宜昌市
五峰土家族自治 

县
逢洋关镇官蒸漠水源地 色蒸河 河流

42 宜昌市 宜都市 宜都市红花奢水厂水源地 长江 河流

43 宜昌市 远安县 远安县付家河水库 付家河水库 湖库

44 十避市 丹江口市 丹江口市第一水厂水源地 丹江口水库 湖库

45 十爐市 丹江口市 丹江口市第二水厂水源地 丹江口水库 湖库

46 十理市 鄙县 鄰县狄家理子水源地 汉江 河流

47 十堪市 鄙县 鄙县潭家湾水库 渾家湾水库 湖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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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县级域市 水源地名称 水体 水源地性质

48 十港市 鄙西县 鄙西县土门水库 土门水库 湖库

49 十避市 鄙西县 鄙西县水石门水源地 天河 河流

50 十堪市 竹山县 竹山县郭家山水源地 堵河 河流

51 十嘱市 竹山县 竹山要霍河水库 霍河水库 湖库

52 十避市 竹溪县 竹漠县龙现水库 龙项水库 湖库

53 十避市 房县 房具泉水湾水源地 盘略河 河流

54 十；K 市 武当山特区 金花湖水源地 丹江口水库 湖库

55 十避市 武当山特区 剑河水库 剑河水库 湖库

56 十避市 房县 野人湖 野人湖 湖库

57 孝惑市 应城市 应城市城区饮用水水源地 大富水 河流

58 孝惑市 安陆市 安陆市域区饮用水水源地 府河 水库

59 孝惑市 汉川市 汉川市城区二水厂饮用水水源地 汉江 河流

60 孝感市 汉川市 汉川市城区三水厂饮用水水源地 汉江 河流

61 孝感市 孝昌县 孝昌县城区饮用水水源地 漠河 水库

62 孝惑市 孝昌善 观音湖水库 观音湖水库 水库

63 孝感市 云梦县 云梦县城区饮用水水源地 府河 河流

64 孝惑市 大悟县 大悟县城区饮用水水源地 漠河 水库

65 孝感市 应城市 短港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短港水库 湖库

66 考感市 大悟县 姚河水库 姚河水库 湖库

67 孝惑市 大悟县 劳败水库 劳败水库 湖库

68 荆门市 钟祥市 汉江钟祥皇庄段水源地 汉江 河流

69 荆门市 京山县 京山县A 字门水库 八字门水库 湖库

70 荆门市 京山县 京山县惠亭水库 惠亭水库 水库

71 荆门市 沙洋县 汉江沙洋段水源地 汉江 河流

72 鄂州市 华容区 长江华容泥机饮用水水源地 长江 河流

73 黄 W 市 麻城市 举水麻城城区段水源地 举水 河流

74 黄 pg市 麻城市 麻城市浮桥河水库 浮桥河水库 水库

75 黄 W 市 武穴市 武穴市第二水厂水源地 长江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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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县級城市 水源地名絲 水体 水源地性质

76 黄 W 市 团风具 团风县城镇自来水公司水源地 长江 河流

77 黄 W 市 红安县 红安县金沙河水库 金沙河水库 水库

78 黄 W 市 罗田县 罗田县凤山镇水源地 义水河 河流

79 黄 W 市 英山县 英山具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白莲河 河流

80 黄 W 市 涕水县 涕水县白莲河水厂饮用水源地 涕水 湖库

81 黄 R 市 薪春县 薪春县鶴應岩水库 鹤應岩水库 水库

82 黄 市 薪春县 薪春县薪河西骑段水源地 薪水 河流

83 黄 W 市 黄楊具 黄梅县谈坪水库 谈坪水库 河流

84 黄 W 市 麻城市 三河口水库 三河口水库 湖库

85 黄 W 市 龙感湖管理区 龙惑湖费家湾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长江 河流

86 黄巧市 英山县 张祖水库 张口且水库 湖库

87 咸宁市 赤壁市 赤壁市陆水水库 陆水水库 湖库

88 咸宁市 嘉鱼县 嘉鱼县石机头水源地 长江 河流

89 咸宁市 通城县 通城县神龙坪水库 神龙坪水库 湖库

90 咸宁市 崇阳县 崇阳县青山水库 青山水库 湖库

91 咸宁市 崇阳县 陆水河崇阳白泉段水源地 陆水 河流

92 咸宁市 通山县 通山县凤凰山水厂水源地 富水 河流

93 咸宁市 通山县 通山县四斗朱水库 四斗朱水库 湖库

94 随州市 广水市 广水市许家冲水库 许家冲水库 水库

95 随州市 随县 随县封江水库 厥水 河流

96 恩施州 利川市 利川一水厂水源地 清江 河流

97 恩族州 利川市 利川市群风水库 群凤水库 水库

98 恩施州 建始县 建始县闹木水水库 闹木水水库 水库

99 恩施州 巴东县 巴东县万福河水源地 万福河 河流

100 恩施州 宣恩县 宣恩县龙洞库区饮用水水源地 清江 水库

101 恩施州 咸丰县 咸丰县野猫河饮用水水源地 唐岩河 河流

102 恩施州 来凤县 来凤县河规梁饮用水水源地 酉水 河流

103 恩施州 鹤峰县 鹤峰■县色蒸河饮用水水源地 缕水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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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县级城市 水源地名称 水体 水源地性质

104 恩施州 鹤峰县 鹤峰县山崩饮用水源地 楼水 河流

105 恩施州 鹤峰具 红鱼淡水库 缕水 水库

106 仙桃市 仙桃市 仙桃二水厂水源地 汉江 河流

107 仙桃市 仙桃市 仙桃三水厂水源地 汉江 河流

108 潜江市 潜江市 潜江市汉江泽口码头水源地 汉江 河流

109 潜江市 潜江市 潜江市汉江红旗码头水源地 汉江 河流

110 天门市 天门市 天门市第二水厂水源地 汉江 河流

111 神农架 神农架 神农架林区神柳观漠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南河 河流

112 神农架 神农架 神农架林区鱼東湾应急水源保护区 南河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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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峡库区水华预警和应急监测断面

序号 所在地市 测缺名称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监测频次

1 兴山县 香漠河 洒湘漠 每月一次

2 兴山县 香漠河 长沙现 每月一次

3 榜归县 长江 规前木鱼岛 每月一次

4 殊归县 青干河 狭西菅码买 每月一次

5 殊归县 青干河 牌楼 每月一次

6 栋归县 托漠河 彭家彼 每月一次

7 殊归县 奚河 野桑坪 每月一次

8 宜昌市 榜归县 童庄河 装卸码头 每月一次

9 栋归县 童庄河 文化 每月一次

10 梓 !13县 九吨漠 漂流终点 每月一次

11 称归县 九婉溪 槐树坪电站 每月一次

12 夷陵区 太平漠 花製包 每月一次

13 夷陵区 太平淡 禅潭水电站 每月一次

14 夷陵区 黄柏河 石碑雄 每月一次

15 夷陵区 黄柏河 汤渡河 每月一次

16
恩施州

巴东县 神农漠 罗坪 每月一次

17 巴东县 神农漠 神农洞 每月一次

97



附件12

湖北省县域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点位）

城市 被考核行政区划名称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联面属性 測站名律

江岸区

朱家河口 损水 河口 采测分离

塔子湖湖心 塔子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江汉北湖湖心 江汉北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江汉区 菱角湖湖心 菱角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后襄河湖心 后襄河 第一批湖消保护名录 武汉市

张毕湖湖心 张毕湖 第一批湖泊保伊名录 武汉市

轿口区 竹叶海湖心 竹叶海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不 天 汉江 水十条考核新面 采测分离

龙王庙 汉江 河口 武汉■市

夹河 武汉市

中心岛 墨水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汉阳区 墨水湖出口 武汉市

1 武汉 龙阳湖湖心 龙阳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汉阳区湖心 后官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宗关 汉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武昌区
四美塘湖心 四美塘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紫阳湖湖心 紫阳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水果湖 武汉市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
汤菱湖

东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都郑湖 武汉市

摩窝湖 武汉■市

牛山湖湖心 牛山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采測分离

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

豹辦湖 1#测点
豹海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豹辦湖 2#测点 武汉■市

白滸山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城市 被考核行政区划名称 新面名絲 所在水体 断面属性 測站名称

青美湖湖心 青美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洪山区 黄家湖湖心 黄家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杨池港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青山区
青山北湖湖心 青山北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白濟山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就落口 汉江
县 界 （东西湖区 - 汉阳区、 

轿口区）
武汉市

严家渡

东 大 湖 （金 

银 湖 ）

武汉市

东西湖区

工棚山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李家缴 武汉市

社公湖湖心 杜公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西湖水厂水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武汉市

余氏缴水厂水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武汉■市

黄陵大桥 通顺河 河口 采測分离

蔡甸区
高湖 后官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老官渡 秦甸西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蔡甸水厂水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武汉市

金水闹 金水 河口 测分离

杨洒港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西梁子湖湖心（南 北 ) 采測分离

西梁子湖湖南 梁子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采测分离

江夏区

西梁子湖湖北 采测分离

江夏湖心 斧头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采测分离

鲁湖湖心 武汉市

鲁湖出口 鲁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鲁湖湖心 2# 武汉市

江夏水厂水源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武汉市

黄映区 摄口 壤水 河口 采測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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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被考核行政区划名称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断面属性 測站名称

武湖出口 武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后湖心 后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新武湖水厂水源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武汉市

黄晚前川水厂水源地 壤水 县级饮用水源地 武汉市

沐家经 举水 县界 (新洲区 - 团风县） 采測分离

龙口 倒水 河口 采测分离

涨渡湖心 涨渡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新洲区 新洲武湖 武湖 第一批湖消保护名录 武汉市

阳逻水厂水源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武汉市

长源自来水公司水源地 举水 县级饮用水源地 武汉市

白滸山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黄陵大桥 通顺河 河口 采测分离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后官湖心 后官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含已缴销的汉南 殊山湖湖心 殊山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区 ）
汉武水厂水源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武汉市

杨洒港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竹子湖湖心 竹子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武汉化工区 青潭湖湖心 青潭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武汉市

白滸山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黄石港区
钻鱼缴 磁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石市

1 号湖中心点 青山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石市

西塞山区
南半湖湖心 磁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石市

风波港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2 黄石

下陆区 理工学院 磁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石市

铁山区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 森山湖心 大冶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石市

港口桥 高桥河 县界 (大冶市 - 梁子湖区） 哥州市

大冶市 大冶湖大桥（大冶湖入湖口） 大冶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石市

保安湖湖心 保安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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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被考核行政区划名称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新面厲性 測站名律

大冶湖闹 大冶湖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富池闹 富水 河口 采测分离

阳新县
网湖湖心 网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石市

朱婆湖湖心 朱婆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石市

兴国城区富水水源地 富水 县级饮用水源地 黄石市

王 英 水 库 （水源地） 王英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黄石市

神定河茅箭张湾界 神定河 具界 (茅箭区 - 张湾区） 十；《市

茅箭区

洒河口 洒河
县 界 （茅箭区 - 鄙阳区、丹 

江口市）
采测分离

马家河水库 马家河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十堪市

茅塔河水库 茅塔河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十展市

焦家院 堵河 县 界 （张湾区 - 鄙阳区） 采测分离

东湾桥 掌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张湾区 神定河口 神定河 县 界 （张湾区 - 鄙阳区） 采測分离

黄 龙 1 黄龙滩水库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黄 龙 2 黄龙滩水库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经济开发区

杨溪 汉江 县 界 (鄙阳区 - 丹江口市） 十理市

3 十堪 鄙县狀家避子水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十媒市

鄙阳区 鄙县潭家湾水库 潭家湾水库 县缓饮用水源地 十避市

陈家挟 汉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王河电站 追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沈湾 汉江
县界 (丹江口市-老河口 

市）
采測分离

丹江口市第一水厂水源地 丹江口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十堪市

丹江口市第二水厂水源地 丹江口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十爐市

丹江口市 现上中 丹江口水库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何家湾 丹江口水库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江北大桥 丹江口水库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孙家湾 官山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浪河口 浪河口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101



城市 被考核行政区划名称 斩面名称 所在水体 断面属性 测姑名称

鄙阳区大树理 汉江 县界（鄙西县 - 鄙阳区） 十避市

鄙西县水石门水源地 天河 县级饮用水源地 十爐市

鄙西县 鄙西县土门水库 土门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十避市

夹河口 金钱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天河口 天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化口 堵河 县界 (竹山县 - 张湾区） 十堪市

竹山县

竹山县郭家山水源地 堵河 县级饮用水源地 十艰市

竹山县霍河水库 霍河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十瑕市

潘口水库现上 官渡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竹漢县
新洲烂泥湾 捕河 甚界 (竹漠县 - 竹山具） 十堪市

竹漢县龙视水库 龙现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十堪市

马兰河口 南河 县界 (房县 - 保康具） 采测分离

房县 房县東水湾水源地新取水口 盘略河 县级饮用水源地 十堪市

叶滩村 堵河 县 界 （房具 - 鄙阳区） 十避市

金花湖水源地 丹江口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十港市

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

剑河水库 剑河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十堪市

剑河口 剑河 县 界 （武当山 - 丹江口市）采测分离

莲花 丹江口水库 县 界 （武当山 - 丹江口市）十《市

李家大到阔 虎渡河 县界 (荆州区 - 公安县） 荆州市

荆州区
荆州河口 沮潘河 河口 采测分离

菱角湖湖心 蔓角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九龙渊 九龙渊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4 荆州
运粮湖同心队 四湖总干渠 县界 (沙市区 - 潜江市） 采測分离

戴家法 荆州市

沙市区
习家口

长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关沮口 荆州市

桥河口 荆州市

江津湖湖心 江津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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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被考核行政区划名称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断面属性 測祐名称

经济开发区
龙王漂湖心 龙王潭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观音寺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汉洪大桥 东荆河 河口 采测分离

新雄 四湖总干渠 河口 采測分离

湖 心 A 采测分离

蓝田 荆州市

排水间 采測分离

洪湖市 小港
洪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湖 心 B 采测分离

下新河 荆州市

杨柴湖 采测分离

桐梓湖 荆州市

洪湖陵园水厂水源地 长江 具缓饮用水源地 荆州市

沙道观 松滋东河 县界 (松滋市 - 公安县） 荆州市

永合闹 松滋西河 县界 (松滋市 - 公安县） 荆州市

松滋市 小南海湖心 小南海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王家大湖湖心 王家大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松滋自来水公司水源地 松滋河西支 县级饮用水源地 荆州市

荆州天鹤湖湖心 天鹤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石首市
上津湖湖心 上津湖 第 一 批 湖 泊 保 名 录 荆州市

石首第二水厂水源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荆州市

调关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文村渊湖心 文村渊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江陵县
龙渊湖湖心 龙渊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江陵县城区水厂水源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荆州市

柳口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康家岗 竊池河 县 界 (公安县 - 石首市） 采测分离

公安县
崇湖 崇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游泥湖湖心 游泥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牛浪湖湖心 牛浪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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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县城区宏源自来水公司 

水源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荆州市

杨家 松滋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果测分离

游源湖 松滋东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黄山头 虎渡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霍家湾 四湖总干渠 县界 (监利县 - 洪湖市） 荆州市

姚嘴王岭村 东荆河 具界 (监利县 - 仙桃市） 仙桃市

老江湖湖心 老江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监利县 东港湖湖心 东港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州市

监利县第二水厂饮用水水源 

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荆州市

监利县第三水厂饮用水水源 

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荆州市

西陵区
运河北苑桥取水口 运河 备用水源地 宜昌市

南津关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伍家岗区
万寿桥 运河 市控断面 宜昌市

猫子祖 柏临河 市控断面 宜昌市

黄柏河大桥（宜昌市大桥） 黄柏河
县界 (夷陵区 - 西陵区）、河 

D
宜昌市

夷陵区 土门大桥 柏临河 县界 (夷陵区 - 高新区） 宜昌市

石板村 运河 县界（夷陵区 - 西陵区） 宜昌市

5 宜昌 郭 峻 村 （安福寺） 玛灌河 县界 (夷陵区 - 技江市） 宜昌市

號亭区
善漠冲水库 善漠冲 城市饮用水源地 宜昌市

云 池 （白洋）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点军区 红旗村 桥边河 市控断面 宜昌市

高新区 运河公园铁路桥 运河 市控断面 宜昌市

清江大桥 清江 河口 采测分离

宜都市
南被桥湖 南被桥湖 第二批湖泊保护名录 宜昌市

宜都市供水总公司陆城二水 

厂水源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宜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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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被考核行政区划名称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断面属性 測站名律

荆州河口 沮海河 河口 采測分离

陶家湖湖心 陶家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宜昌市

技江市

东湖湖心 东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宜昌市

技江市马家店水厂水源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宜昌市

技江市鲁家港水库 黄柏河 县级饮用水源地 宜昌市

砖瓦厂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当阳市

两 河 口 （草肆湖水厂） 沮淳河
县界（当阳市 - 技江市、荆 

州区）
采测分离

当阳市巩河水库 巩河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宜昌市

梓 !)3县
万家规 茅坪河 河口 宜昌市

梓归县风凰山长江段水潔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宜昌市

长沙规 香漠河 县 界 (兴山县 - 榜归县） 果测分离

兴山县 池湘淡 香溪河 河口 宜昌市

兴山县古洞口水库 古洞口水库 具级饮用水源地 宜昌市

东 支 （天府庙） 黄柏河 县界 (远安县 - 夷陵区） 宜暮市

远安县
铁 路 大 桥 （小桂林） 沮河 县界 (远安县 - 当阳市） 采测分离

远安县鸣凤镇东干果水源地 东干渠 县级饮用水源地 宜昌市

远安县鸣凤镇鸣凤河水源地 鸣凤河 县级饮用水源地 宜昌市

朱津滩 清江 县界 (长阳县 - 宜都市） 宜昌市

长阳土家族自洽县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隔河岩水 

库
隔河岩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宜昌市

隔河岩水库规上 隔河岩水库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长阳土家族自治具罗马漠水 

库
罗马溪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宜昌市

马勒彼 渔洋河 县界 (五峰县 - 宜都市） 宜昌市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峰镇石 

梁司水源地
天池河 县级饮用水源地 宜昌市

樊口 长港 河口 哥州市

6 鄂州 熟城区 三山湖湖心 三山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部州市

花家湖湖心 花家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鄂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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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被考核行政区划名称 新面名称 所在水体 断面属性 測站名格

800 -  I 部州市

300 -  II 郁州市

500 -  II I 洋湖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鄂州市

700 -  IV 熟州市

700 -  V  (出湖口） 鄂州市

燕机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入湖口 采测分离

梁子湖区
出湖口

梁子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采測分离

梁子岛水源 采測分离

东梁子湖湖心 采测分离

五四湖湖心 五四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郭州市

华容区 红莲湖湖心 红莲湖 第一批湖泊保伊名录 部州市

长江华容泥机饮用水水源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哥州市

襄城区
余家湖 汉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果測分离

白家湾 汉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樊诚区
白家湾 汉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余家湖 汉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清河大桥 小清河
具界 (襄州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襄阳市

襄州区 张湾 唐白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7 襄阳 汤店 滚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余家湖 汉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宜城市
转斗 汉江 县界 (宜城市 - 钟祥市） 采测分离

宜城水厂水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襄阳市

马渡河 沮河 县界（南淹县 - 远安县） 采測分离

南淹县
康家沟 淳河 具界（南潭县 - 东宝区） 荆门市

朱市 蛮河 县界（南涛县 - 宜城市） 采測分离

南淹县三道河水库 三道河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襄阳市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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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 沮河 县 界 (保康县 - 南海县） 襄阳市

保康县 5马墙观 南河 县 界 (保康县 - 谷城甚） 襄阳市

金盘洞水库水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襄阳市

仙人渡 汉江 县界 (谷城县 - 樊城区） 襄阳市

谷城县
谷城县三水厂水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襄阳市

憂家滩 北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茶庵 南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堤湾 滚河 县界 (患阳市 - 襄州区） 襄阳市

秦阳市 患阳市北郊水库 北郊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襄阳市

赛阳市刘桥水库 刘桥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襄阳市

老河口市
仙人渡 汉江 县 界 (老河口市 - 襄州区） 襄阳市

老河口水厂水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襄阳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云湾 小清河 市控断面 襄阳市

曾都区
编钟大桥 损水 县界（曾都区 - 高新区） 随州市

损水大桥 损水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高新区 随应桥 损水 县界（高新区 - 广水市） 随州市

平林 损水 县界 (广水市 - 安陆市） 采测分离

8 随州 广水市 孝昌王店 環水 县界 (广水市 - 孝昌市） 采测分离

广水市许家冲水库 许家冲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随州市

安居肖店 浪水 县界 (随具 - 曾都区） 随州市

随县 厉山 厥水 县界 (随县 - 曾都区） 采测分离

随县封江水库 厥水 县级饮用水源地 随州市

白石港 淹河 具 界 (东宝区 - 当阳市） 采测分离

东宝区 荆门天鹤湖湖心 天鶴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门市

文明湖湖心 文明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门市

9 荆门
提刀区 山河电站 新捧河

县界 (高 新 . 摄刀区-沙洋 

县）
荆门市

海河新区
渠首阐

淳河水库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库心 采测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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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被考核行政区划名称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断面属性 测站名称

石牌港 汉江 县界 (钟祥市 - 沙洋具） 荆门市

罗汉阔 汉江 县界 (钟祥市 - 天门市） 呆測分离

莫愁湖湖心 莫愁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门市

钟祥市 王易湖湖心 王易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门市

汉江钟祥皇庄段水蒋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荆门市

皇庄 汉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拖市 天门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京山河邓李港 京山河 县界（京山县 - 天门市） 采测分离

竹园闲 天门河 县界（京山具 - 屈家岭） 荆门市

京山县 田店系站 大富水 县界 (京山县 - 应城市） 果测分离

京山县惠亭水库 惠亭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荆门市

安陆桑树 泪水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罗汉闹 汉江 县界 (沙洋县 - 天门市） 采測分离

后港 长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门市

沙洋县
借粮湖湖心 借粮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门市

汉江沙洋段水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荆门市

马良妻家湾 竹皮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脉旺桥 西荆河 县 界 （沙洋具 - 潜江市） 荆门市

屈家岭管理区

屈家岭南湖
屈家岭南湖 

湖心
第二批湖泊保护名录 荆门市

青山披水库 青山被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荆门市

拖市 天门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白潭湖湖心 白潭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 R 市

黄州区 东湖出口
遗爱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 W 市

西湖湖心 黄因市

1 0 黄
武穴湖心 太白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巧市

武穴市

武山湖湖心 武山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 W 市

武穴市第二水厂水源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黄閃市

中官铺 长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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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跋考核行政区划名特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断面厲性 測祐名称

石龙头村 涕水 县界 (英山县 - 滞水县） 黄 W 市

英山县 英山县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
张家祖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黄閃市

郭玉 举水 县界 (麻城市 - 新洲区） 采測分离

蔡店河村 巴河 县界 (麻城市 - 罗田县） 黄 W 市

麻城市 三河口水库 举水 县级饮用水源地 黄巧市

麻城市浮桥河水库 浮桥河水库 县缓饮用水源地 黄 pg市

麻城許家湾 举水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红安县
冯集 倒水 县界 (红安县 - 新洲区） 采测分离

红安县金沙河水库 金沙河水库 县缓饮用水源地 黄 W 市

罗田县
三里银镇新桥 巴河

县界（罗田县 - 沸水市、团 

风县）
黄 W 市

罗田县风山镇水源地 义水河 县级饮用水源地 黄问市

西河释 薪水 河口 采测分离

赤东湖湖心 赤东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 W 市

薪春县 赤西湖湖心 赤西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巧市

薪春县鹤麼岩水库 鹤應岩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黄 市

薪春县薪河西释段水源地 薪水 县级饮用水源地 黄巧市

龙感湖湖心 龙惑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 市

黄梅县
黄梅湖心 太白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风市

大源湖湖心 大源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 W 市

黄楊县谈坪水库 谈坪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黄巧市

团风出境 巴河 县界（团风县 - 黄州区） 黄閃市

詹家湖 詹家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 W 市

团风县 杨湖汉 杨湖汉 第一批湖泊保伊名录 黄 R 市

团风县城镇自来水公司水源 

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黄巧市

巴河镇河口 巴河 河口 采測分离

潘水县
兰淡大桥 涕水 河口 采測分离

策湖湖心 策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黄巧市

望天湖湖心 望天湖 第 一 批 湖 油 保 名 录 黄 W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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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跋考核行政区划名称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新面属性 測站名称

白莲河水库 译水 具级饮用水源地 黄 W 市

库项上 白莲河水库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太平沙 损水 县界 (孝南区 - 黄晚区） 采测分离

漠东湖入湖口 孝惑市

環东湖湖心 環东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孝感市

孝南区 環东湖出湖口 孝感市

龙口湖湖心 龙口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孝惑市

鲍盒地系钻 损水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孝感河口大桥 湯水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新 沟 （郭家台） 汉江 县界（汉川市 - 东西湖区） 武汉市

湖心

^̂ <)汉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孝感市

老厘台 孝感市

东西汉湖汉川湖心 东西汉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孝感市

1 1孝 

感

汉川市 汉川市城区二水厂饮用水水 

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孝感市

汉川市城区三水厂饮用水水 

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孝感市

小河 汉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新沟间 汉北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安陆市
察河村 浪水 县界（安陆市 - 云梦县） 孝惑市

安陆市城区饮用水水源地 府河 县级饮用水源地 孝感市

万安闹 漠水 县界 (孝昌县 - 孝南区） 孝感市

孝昌县 孝昌具城区饮用水源地 漠水 县级饮用水源地 孝惑市

观音湖水库水源地 漠水 县级饮用水源地 孝惑市

朱前村 损水 县界 (云梦县 - 应城市） 孝惑市

雷福间 浪水 县界（云梦要 - 孝南区） 孝惑市

云梦县 梦泽湖湖心 梦泽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孝惑市

孝惑郑家湖湖心 郑家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孝感市

隔卜桥 损水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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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跋考核行政区划名称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断面属性 測站名律

余家披 環水 县界 (大悟县 - 孝昌县） 孝感市

蝴蛛店村 摄水 县界（大悟县 - 红安县） 孝感市

大悟县 河 口 （北门港） 摄水 具界 (大悟县 - 黄肤区） 武汉市

大悟具界牌水库 環水 县级饮用水源地 孝感市

大悟河口 嚴水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夏庙村 损水 县 界 (应城市 - 云梦县） 孝惑市

东西汉湖应城湖心 东西汉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孝惑市

应城市 龙赛湖湖心 龙赛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孝感市

应城市城区饮用水水源地 大富水 县级饮用水源地 孝惑市

应城公路桥 大富水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双峰山风景区

龙淳村 高桥河 县 界 (咸安区 - 大冶市） 黄石市

咸安区
咸安湖心 斧矣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咸宁市

西凉湖咸安湖心 西凉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咸宁市

西河桥 涂水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西凉湖赤壁湖心 西凉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咸宁市

赤壁市 黄盖湖赤壁湖心 黄盖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咸宁市

赤壁市陆水水库 陆水水库 县缓饮用水源地 咸宁市

富水镇 富水 县界（通山具 - 阳新县） 黄石市

1 2 咸
通山县

通山县凤凰山水厂水源地 富水 县级饮用水源地 咸宁市

宁 富水水库（库 心 ） 富水水库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通山县四斗朱水库 四斗朱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咸宁市

通城县
石呢桥上游 陆水 具界 (通城县 - 崇阳县） 咸宁市

通城县神龙坪水库 神龙坪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咸宁市

陆漠口 除水 河口 采測分离

咸宁湖心 斧关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采測分离

嘉鱼县 蜜東湖湖心 蜜東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咸宁市

大岩湖嘉鱼湖心 大岩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咸宁市

嘉鱼县石机买水源地 长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咸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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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跋考核行政区划名称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断面属性 測站名称

洪下水文站 陆水 县界（崇阳县 - 赤壁市） 采測分离

崇阳县 崇阳县青山水库 青山水库 县缓饮用水源地 咸宁市

陆水河崇阳白東段水源地 陆水 县级饮用水源地 咸宁市

长沙河 清江 具界 (恩施市 - 建始县） 恩施州

恩施市 恩拖大沙现 清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大龙潭饮用水源地 清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恩施州

长《 乡 郁江 具 界 （利川市 - 重庆彭水）采测分离

雪照河 清江 县界 (利川市 - 恩施市） 恩族州

利川市 利川一水厂水源地 清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恩施州

利川市群凤水库 群凤水库 县级饮用水源地 恩施州

七要口 清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黄腊石 长江 县界（巴东县 - 栋归县） 采测分离

巴东县
檢杆坪 清江 县界（巴东县- 长阳县） 采测分离

神农洞 神农漢 河口 恩施州

1 3 恩 

施

巴东县万福河水源地 万福河 具级饮用水源地 恩施州

来凤县
百福司镇 酉水 县界 (来凤县 - 重庆酉阳）采测分离

来凤县河规梁饮用水水源地 酉水 县级饮用水源地 恩施州

龙坪 忠建河 县界 (咸丰县 - 宣恩县） 恩施州

咸丰县 周家现 唐岩河 县界 (咸丰具 - 重庆默江）采測分离

咸丰县野描河饮用水水源地 野描河 具级饮用水源地 恩施州

景阳河 清江 县界 (建始县 - 巴东县） 恩施州

建始具 南里渡桥 马水河 县 界 （建始县 - 恩施市） 恩施州

建始县闹木水水库 闹木水水库 要缓饮用水源地 恩施州

江口村 缕水 县界 (鹤峰县 - 湖南桑植）采测分离

鸦條县 鸦峰县色落河饮用水水源地 色蒸河 县级饮用水源地 恩施州

鹤峰县山崩饮用水源地 山崩河 县级饮用水源地 恩施州

宣恩县
洞坪填址下游 1 0 0 0米 忠建河 县 界 （宣恩县 - 恩施市） 恩族州

乐坪桥 酉水 要 界 （宣恩县 - 湖南龙山）恩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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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跋考核行政区划名称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断面厲性 測站名称

宣恩县龙洞库区饮用水水源 

地
忠建河 县级饮用水源地 恩施州

石 則 （右 ） 汉江 县界 (仙桃市 - 汉川市） 仙桃市

港洲村 通顺河 县界 (仙桃市 - 蔡甸区） 果測分离

挖沟系站 通顺河 县界 (仙桃市 - 蔡甸区） 武汉市

汉洪村 通顺河 县界 (仙桃市 - 蔡甸区） 武汉市

1 4仙 

桃

洪南村 通顺河 县界 (仙桃市 - 蔡甸区） 武汉市

仙桃市 汉■洪大桥 东荆河 河口 采測分离

南五湖 五湖 第 一 批 湖 泊 保 名 录 仙桃市

排湖中心 排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仙桃市

仙桃二水厂水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仙桃市

仙桃三水厂水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仙桃市

汉南村 汉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测分离

黄 家 村 （右 ） 汉江 县界 (潜江市 - 仙桃市） 仙桃市

新河村 四湖总干渠 县界 (潜江市 - 监利县） 采测分离

新刘家合 东荆河 县界 (潜江市 - 监利县） 采测分离

1 5 潜 

江

郑场游潭村 通顺河 县界 (潜江市 - 仙桃市） 仙桃市

潜江市 刘岭闽 长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潜江市

古城村 借粮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潜江市

潜江市汉江泽口码头水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潜江市

潜江市汉江红旗码头水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潜江市

潜江大桥 东荆河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石 到 （左 ） 汉江 县界 (天门市 - 汉川市） 仙桃市

汉川新理 天门河 县界 (天门市 - 汉川市） 孝感市

網家桥 汉北河 县界 (天门市 - 汉川市） 采測分离

1 6 天 

门
天门市 张家大湖 张家大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天门市

华严湖湖心 华严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天门市

天门市第二水厂水源地 汉江 县级饮用水源地 天门市

岳口 汉江 水十条考核断面 采測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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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被考核行政区划名称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断面属性 測站名称

1 7 神 

农架
神农架林区

木鱼镇 香漠河 县界 (神农架 - 兴山县）
神农架林 

区

阳日湾 南河 县界 (神农架 - 保康县） 采测分离

洛阳河九湖 洛阳河 具界 (神农架 - 房县）
神农架林 

区

五号湖 大九湖 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
神农架林 

区

神农架林区神柳观漠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南河 县级饮用水源地

神农架林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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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湖北省长江流域跨界断面考核监测断面

序号 測 名 称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断面属性 备注

1 武汉■市 长江 纱 權 （左 ） 省控

2 武汉■市 长江 纱 帽 （右 ） 省控

3 武汉市 汉江 新沟 者控

4 武汉市 汉江 龙王庙 趋势科研 河口断面

5 采测分离 通顺河 港洲村 评价、考核、排名

6 武汉市 通顺河 挖沟系站 省控

7 采測分离 通顺河 黄陵大桥 评价、考核、排名 河口断面

8 采测分离 凍 水 （府 河 ）太 平 沙 （上港河村）评价、考核、排名

9 采测分离 浪 水 （府 河 ） 朱家河口 评价、考核、排名 河口断面

10 武汉市 嚴水 北门港 省控

11 采測分离 摄水 嚴口 评价、考核、排名 河口断面

12 采测分离 侧水 冯集 评价、考核、排名

13 采测分离 倒水 龙口 评价、考核、排名 河口断面

14 采測分离 举水 郭玉 评价、考核、排名

15 采测分离 举水 沐家经 评价、考核、排名 河口断面

16 武汉市 金水 新河口 趋势科研 对照断面

17 采测分离 金水 金水闹 评价、考核、排名 河口断面

18 黄石市 长江 三 映 （右 ） 省控

19 黄石市 富水 富水镇 趋势科研

20 采測分离 富水 富池闹 评价、考核、排名 河口断面

21 黄石市 高桥河 龙潭村 省控

22 采測分离 汉江 羊尾 评价、考核、排名 对照断面

23 采测分离 清江 梳杆坪 评价、考核、排名

24 采测分离 清江 清江大桥 评价、考核、排名 河口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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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站名释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断面属性 备注

25 宜昌市 黄柏河 黄柏河大桥 趋势科研 河口断面

26 采測分离 沮河 马渡河 评价、考核.排名

27 采测分离 淹河 白石港 评价、考核、排名

28 采测分离 沮淹河 两 河 口 （草摩湖） 评价 . 考核、排名

29 宜昌市 香漠河 洒湘漠 省控 河口断面在非回水区监测

30 宜昌市 芽评河 万家规 省控 河口断面

31 采測分离 汉江 沈湾 评价、考核、排名

32 采測分离 南河 马兰河口 评价、考核、排名

33 郁州市 长江 牛家村 省控

34 部州市 高桥河 港口桥 省控

35 哥州市 长港 樊口 趋势科研 河口断面

36 采測分离 汉江 转斗 评价、考核、排名

37 采测分离 汉江 罗汉闲 评价、考核、排名

38 采测分离 汉北河 调家桥 评价、考核、排名

39 采测分离 汉北河 新沟阔 评价、考核、排名

40 采測分离 大富水 田店系站 评价、考核、排名

41 孝感市 天门河 汉川新« 省控

42 采测分离 環水 孝昌王庙 评价、考核、排名

43 采测分离 长江 砖瓦厂 评价、考核、排名

44 采测分离 东荆河 新刘家合 评价、考核、排名

45 采测分离 东荆河 汉'洪大桥 评价、考核、排名 河口断面

46 采測分离 四湖总干渠 新河村 评价、考核、排名

47 采测分离 四湖总干渠 新滩 评价、考核.排名 河口断面

48 采测分离 沮潭河 荆州河口 评价、考核、排名 河口断面

49 黄 W 市 长江 白沙洲 省控

50 采測分离 长江 上巢村 评价、考核、排名

51 采測分离 巴河 巴河镇河口 评价、考核、排名 河口断面

52 采测分离 涕水 兰漠大桥 评价、考核、排名 河口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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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測姑名称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断面属性 备注

53 采测分离 薪水 西河骑 评价、考核、排名 河口断面

54 咸宁市 长江 黄 盖湖 镇 （右 ） 省控 对照断面

55 采测分离 陆水 陆漠口 评价、考核、排名 河口断面

56 采测分离 浦 水 （府 河 ） 广水平林 ^ 价、考核、播名

57 采測分离 长江 巫峡口 评价、考核、排名 对照断面

58 采測分离 长江 黄腊石 评价、考核、排名

59 恩 施 州 （巴东县） 神农漠 神农洞 趋势科研 河口断面在非回水区监測

60 仙桃市 汉江 黄 家 村 （右 ） 省控 对照断面

61 仙桃市 汉江 石 到 ( 左 ） 趋势科研

62 仙桃市 汉江 石 到 （右 ） 趋势科研

63 仙桃市 东荆河 姚 f 王岭村 趋势科研

64 仙桃市 通顺河 郑场游潭村 趋势科研

65 潜江市 东荆河 谢湾阔 省控 对照断面

66 潜江市 四湖总干渠 丫角桥 省控 对照断面

67 采测分离 四湖总干渠 运粮湖同心队 评价、考核、排省

68 采测分离 天门河 拖市 评价、考核、排名

69 神农架林区 香漠河 木鱼镇 省控

70 采測分离 南河 阳日湾 评价、考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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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1匕省湖泊水质监测方案

一、监测目的

为进一步贯彻和落实《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和 《湖北省 

湖泊保拍条例》，全面系统的掌獲我省湖泊水质状况，为我省湖泊 

水环境管理和保提供数据支持和技术支撑，制定本方案。

二、监测范围

《湖北誉首批湖泊保护名录》中 308个湖泊。

三、监测项目

水温、水位、pH值、电导率、溶解氧、高猛酸盐指数、化学 

需氣量、五曰生化需熏量、氨氣、总骑、总氣、销、辞、氨化物、 

砸、坤、录、锡、格 （六价)、铅、t化物、挥发盼、石油类、阴 

离子表面活性剂、琉化物、漠大肠菌群、透明度和叶绿素a 等共 

28项。

四、监测频次

省 控 （含国控）湖泊每月监测一次。

非省控湖泊至少上半年（4 ~ 5 月）和下半年（10 ~ 11月）各 

监测一次。

五、工作方式

省控（含国控）湖泊依据《2018年湖北省环境监测方案》中 

相应工作方式开展监测。非省控湖泊由所在市级环境监测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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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监测，并对监测数据负责。

六、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湖泊水质专项监测工作质量保证按照《地表水和汚水监测技 

术规范》（HJ/T91-2002 )及 《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 

版 ）有关要求执行。

七、数据报送

监测数据经三级审核后，各市级环境监测站将上半年和下半 

年监测数据分别于6 月 1 8日、12月 1 8曰前通过"湖北省水环境 

质量监测一* 式数据管理系统" 报送。

八、评价报告的编制

湖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负责对全省监测结果进行汇总、复核。 

按 照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 和 《关于印发<地 

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办（2011 ) 2 2号） 

对湖北省湖泊水质专项监测结果进行水质评价和富营养化程度评 

价。

表 1 非省控湖泊名录

序号
所在

域市
湖泊名称

湖泊水面  

面 积 (km*)
湖 泊 位 置

湖泊水面 h心经练度
备 注

东 经 北 绪

1

武汉市 

(69个湖 

消）

牛山湖 57. 2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劳街 114。 30'34" 30。 20'52"

2 豹满湖 28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豹满街；部州市梁子湖区东沟镇， IP 

州市华容区庙岭镇
114。 34,53" 30。 21,56" 跨市湖泊

3 武湖 25.5 武汉市新洲区全肆街，武汉市黄映区六指街 114" ir IV、 30" 47'53"

4 严西湖 14.2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祐山街，武汉市青山区武东街 114® 28'42" 30。 34,23" 城中湖消

5 西湖 10. 6 武双市泰甸区索河镇；孝惑市汉川市马鞍乡 113。 56'34" 30。 31,49" 跨市湖泊

6 沉湖 10. 5 武双市察甸区消洒乡 113。 49,59" 30。 18,54"

7 小奢湖 9. 83 武汉市蔡甸区多山街 113。 59'1" 30。 25'2"

8 上涉湖 9. 33 武没市江夏区法烟银 114。 14'0" 30。 7'54"

9 童家湖 9- 12 武双市黄肤区天河街；孝惑市孝南区闽集乡 114。 9,15" 30。48'r 跨市湖泊

10 严东湖 9. 11 武沒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山街 114。 32^54" 30。 3 2 M 5 " 城中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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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等
所在

湖泊名林
湖泊水面

期 泊 位 置
湖泊水面中心经综度

域市 面积 东 经 北 线
备 注

11 奇美湖 8.84 武汉市洪山区青英街 114。 14,16" 30。 25,58" 城中湖泊

12 黄家湖 8. 18 武汉市洪山区青英街 114。 16^ 33" 30" 26^22" 城中湖泊

13 南湖 7.67 武汉市洪山区挪子山街，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街 114。 21,26" 30。 29,24" 城中湖泊

14 王家步 5.57 武汉市泰甸区消酒乡 113。 52'38" 30。 20,42"

15 家大湖 4.75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 114。 36'17' 30。 38'40"

16 官莲湖 4. 04 武汉市蒋甸区奢山街 114。 V  32" 30。2 3 M 6 "

17 张家大湖 3.84 武汉市蔡甸区消烟乡 113。 48,50" 30。 18'23"

18 七湖 3.68 武汉市新洲区涨搜湖街 114。 38'30" 30。 36'52"

19 珠山湖 3.67 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纯口街 114" 7 M " 30。26, 35"

20 南太子湖 3. 59 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淹口街 114。 11,24' 30" 2 9 M T 城中湖泊

21 金口后湖 3. 43 武双市江夏区金口街 114" 8'57" 30" 1 8 ' 2r

22 严家湖 3. 26
武汉市东湖新技求开发区左岭街；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葛店 

银
114。 38,49" 30。 2 8 M 2 " 跨市湖消

23 安仁湖 3.21 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 114" 43,52" 30。" ' 2 4 "

24 野湖 3 武汉市洪山区青美街 114。 12,41" 30" 23'36" 城中湖泊

25 柴泊湖 2.87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 114。 33^32" 30。40^53*'

26 大茶湖 2. 85 武汉市落甸区玉贤该 113" 57' r 30" 31'26'

27 马家湖 2. 69 武汉市黄陵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 114。 12'3' 30。" ' 6 '

28 朱家湖 2. 52 武汉市新洲区仓禅街 114。 33'34" 30。" ' 2 5 "

29 许家赛 2. 51 武汉市察甸区索河镇；孝惑市汉川市马鞍乡 113" 54,32' 30。 34'14' 跨市湖泊

30 三角湖 2. 39 武汉市经济开发区纯阳街 114。 9,54* 30。 31'22' 城中湖泊

31 桐湖 2. 19 武汉市蔡甸区桐湖街 113。 59,27" 30。 23'7"

32 什仔湖 2. 01 武汉市黃肤区嚴口街 114" 20,31* 30。 45,31'

33 北湖 1. 92 武汉市青山区北湖街 114。 30,36* 30。 36'45' 城中湖泊

34 车缴湖 1. 74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街 114。 36,14, 30。 28,13' 城中湖泊

35 龙阳湖 1.69 武汉市汉阳区永丰街 114。 10 M 8 " 30。 33,29' 城中湖泊

36 金龙湖 1.63 武汉市泰甸区索河该 113。 55,15' 30。 33'2'

37 野直湖 1- 62 武汉市洪山区挪子山街 114。20,6, 30。 28,14' 城中湖泊

38 麦家湖 1. 59 武汉市黄肤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 114。 12 ' 2 " 30** 42'4'

39 社公湖 1. 55 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镇 114。 8'34' 30。4 2 ' " '

40 外黄泥港 1. 42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銀湖街 114。 10'4(T 30。 38,52'

41 三宝湖 1. 38 武汉市新洲区阳邀街 114。4 3 ' r 30。 41,48,

42 任凯湖 1. 34 武汉市黄肤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 114。 11'52' 30。 42,59'

43 汤仁湖 1. 27 武汉市黄敝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 114。 14' 3 T 30。 41^25"

44 坪塘湖 1. 26 棄汉市江夏区金口街 114。 8'52' 30。 19'i r

45 烂界湖 1. 21 武双市经济开发区纯口街 114。8 M 3 ' 30。27, 32'

46 盘龙湖 1. 13 武汉市黄欧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 114。 16'4' 30。 41,56*

47 汤湖 1. 13 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纯口街 114。 9' W 30" 28'8，

48 月湖 0. 71 武汉市汉阳区月湖街 114。 15'V 30。 33'37' 城中湖泊

49 竹子湖 O' 67 武汉市化工新区清摩湖街 114" 31'30' 30。 34^34" 诚中湖泊

50 奇潭湖 O' 6 武汉市化工新区清潭湖街 114。 33 M6 ' 30。 34,21' 城中湖泊

51 杨春湖 0. 58 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 114。 25,1, 30。 37'12' 诚中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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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

泊名移
湖泊水面

湖 泊 位 置
湖泊水面中心经终度

城市 面 积 (km*) 东 经 北 终
务 注

52 北太子湖 0.52 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纯口街 114。 10,58* 30。 31'i r 城中湖泊

53 张毕湖 0. 48 武沒市轿口区易家街 114" 9'1(T 30。 3 7 M 9 " 城中湖泊

54 塔子湖 0- 31 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街 114。 16,15" 30。 39,10' 城中湖泊

55 竹叶海 0. 19 武汉市轿口区长丰街 114。 10' vr 30" 37'32' 城中湖泊

56 紫阳湖 0. 14 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街 114。 17,56' 30。 3 1 ' 5 r 城中湖泊

57 五加湖 0.13 武双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街 l i r  36'3' 30" 32,53' 城中湖泊

58 牺湖 0. 12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街 114" 1 9 ' r 30" 31,43' 城中湖泊

59 水果湖 0. 12 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 114。 2 0 ' 4 " 30" 33,12' 城中湖泊

60 机器荡子 0. 1 武汉市江岸区新华街 114。 16'8' 30。 3 5 ' 5 r 城中湖泊

61 较子湖 0. 094 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街 114。 16'4 r 30。 36,1' 城中湖泊

62 北湖 0. 094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街 114。 15,43' 30。 36'7' 诚中湖泊

63 角湖 0. 09 武汉市江汉区唐家缴街 114" W V 30。 36, 39*̂ 城中湖泊

64 四美塘 0. 077 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街 114。 19,44" 30。 35 M7 ' 城中湖泊

65 莲花湖 0. 076 武汉市汉阳区建桥街 114。 16,22' 30。 33'12' 城中湖泊

66 内沙湖 0. 056 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街 114。 18' 36, 30。 33' 55' 城中湖泊

67 西湖 0. 05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街 114" 1 5 M 3 - 30。 35,56' 城中湖泊

68 后襄河 0. 043 武汉市江汉区密青街 114。 15'(T 30** 3 6 M 3 " 城中湖泊

69 小南湖 0. 035 武汉市江岸区新华街 114。 16'22' 30。 35'38' 城中湖泊

70 三山湖 20.2 大冶市还地桥填、东风农场；群州市郭城区社山银 > 泽林镇 114。 46,15" 30。 18'42" 跨市湖泊

71 朱婆湖 15. 2 FB新县富池银 .讽林钱 115。 23'23" 29。 49,41"

72 赛桥湖 13. 6 阳新县陶港镇 115。 17,34" 29。 54,43"

73 海口湖 11. 1 阳新县黄類口镇、韦 口 镇 . 太 子 镇 115。 14,53" 30。 3'3"

74 南坦湖 6- 87 阳新县浮屠该 115。 5'27" 29** 50,43"

75 北湖 6.2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农场 115。 10,55" 29。 50'30’

76 东西湖 4. 51 阳新县兴国填 115。 12'55" 29。47'5(T

77 金星月湖 4. 37 P0新县黄賴口镇 115。 16'51> 30。2,20，

78 西湖 4- 23 阳新县木港镇 115。 15'32" 29。 47'34"

79 石灰赛湖 3. 96 阳新县兴国该 115。 15^23" 29。 5 0 ' 3 r

80

黄石市

下洋湖 3.44 阳新县讽林镇 115。 20, 20" 29。 50,19"

81 竹林塘 3. 04 阳新县兴国该 115。 13,10" 29。 5 0 ' 5 r 城中湖泊

82
(26个湖 

泊）
牛湖 2. 09 阳新县桃林镇> 木港镇 115。 18,29" 29。 46'59"

83 杨赛湖 2. 02 阳新县富池镇 115® 25'0" 29。 51,55"

84 内牧羊湖 1. 94 阳新县利夹山农场 115。 7,11" 29" 47^54"

85 大泉湖 1. 77 阳新县兴国填 115。 14,35" 29。50,26"

86 米铺湖 1. 66 阳新县三淡镇 114。 59'53" 29。 4 9 M 7 "

87 芦漠湖 1.62 阳新县浮屠镇 115。 3'28' i r  50'9"

88 下司湖 1. 51 阳新县陶港镇 115。 16,37" 29。 54'23'

89 太声■湖 1. 51 阳新县浮屠镇 115。 6'47" 29。 50,21"

90 誠湖 1. 32 阳新县木港镇、稱林镇 115。 1 7 M " 29。4 8 M 0 "

91 春湖 1. 16 阳新县韦源口镇 115。 14'1" 30。 7'35"

92 东春湖 1. 14 阳新县木港镇 115。 9'7" i r  4 7 M 7 "

93 上马時湖 0.49 阳新县兴国镇 115。 n ' 2 7' 29。 51'36* 城中湖泊

121



序号
所在

湖泊名称
湖泊水面

湖 泊 位 置
湖泊水面中心经线度

城市 面 积 （km^ 东 经 北 线
备 注

94 青山湖 0. 15 黄石市黄石港区 115。 3'54， 30。 14,18' 城中湖泊

95 青港湖 0. 1 黄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15。 2'16， 30。 14'18' 城中湖泊

96 陶家湖 4.47 枝江市问安镇、七星台镇 111。52,30" 30。28,54"

97 东湖 3.59 技江市马家店街 . 问安银、仙女镇 111° 49' 30。I V "

98
宜昌市

太平湖 2- 65 技江市问安镇 111。 S V A r 30。 3i' i r

99
(6个湖

泊）
刘家湖 1.27 技江市马家店街、问安镇 111。 47,49" 30" IV 1 A"

100 杨家挡 0.23 技江市马家店街 111。 45,25" 30。 26,15, 城中湖泊

101 五柳湖 O' 068 技江市马家店街 111。 44,52" 30。25'3 r 城中湖泊

102 崇湖 21. 2 公安县闹口银、斗湖提镇、麻豪口镇 112。 16,22’ 29。 55'16'

103 泥■湖 18. 1 公安县孟家溪镇 . 章田寺乡，甘家厂乡 112。6 ' 3 r 29。48,0，

104 老江湖 18 监利县三洲镇 . 尺八镇 n r  2'20" 29。 35'2"

105 牛浪湖 15 公安甚章庄铺镇；湖南雀遭县 111。 57,21" 29。4 9 M T 跨省湖泊

106 天鶴湖 14. 8 石首市天鶴洲经济开友区 112。 34, 32" 29。 51'1"

107 上摩湖 13.5 石首市东升镇、高基庙镇 112。 W V 29。 38,26'

108 天星湖 11. 3 石首市小河口镇 112。40'6" 29" 49,13"

109 赛角湖 10. 6 荆 州 市 荆 州 区 马 山 填 . 炎角湖管理区 n r  59' n" 30。 31'33，

110 小南海 8. 03 松滋市南海镇 111。 48'26" 30。 6 M 4 "

111 王家大湖 6.87 松滋市纸厂河镇 111。 52,12" 29。 58,54"

112 玉湖 6.83 公安县毛家港镇 112。 5'7" 30。 3'42"

113 中湖 6.57 石首市调关镇、桃花山镇 112。 38,44" 29。 39,34"

114 陆逊湖 6. 33 公安县麻棄口镇 112。 18'1" 29。50, 58"

115 东港湖 5- 85 监利县尺八镇 113" y i 4 " i r  39'34"

116 西湖 5. 56 监利县大统管理区 112。 47,10" 29。 50,48"

117

荆州市 

(63个湖 

泊）

鸭子湖 5. 38 石首市东升镇 112。 30 M4 " V r  45'18"

118 三姜湖 4. 86 石首市桃花山镇、调关镇 112。 42,39" i r  41,26"

119 白莲湖 4.64 石首市东升镇、高基庙镇 112。 28'16" 29。 40^23"

120 箱子湖 4. 63 石首市大境镇 112。 29,14" 29。 49'31"

121 沙套湖 3.91 洪湖市燕窝镇、新滩镇 113。 57 '2 r 30" 8'40'

122 宋湖 3.22 石首市桃花山该、调关镇 112。 41,23" 29。 41,27"

123 废寿寺湖 3. 04 松滋市南海镇 111。50,53" 30" 5'50"

124 北湖 2. 83 公安县夹竹园镇、闹口镇 112。 11 M6" 29。 57,17"

125 黄家揭湖 2. 79 石首市笔架山街 .东井镇 112。 28'29" 29。 44,41"

126 态田湖 2.62 松滋市老城镇 111。 43'55" 30" 16,49"

127 秦克湖 2.21 石首市 ®山寺镇 112。 18'8" 29。 36'5"

128 湖滨挡 1. 87 公安县甘家厂乡 112。 6'14" 29。41,30"

129 三眼桥 1- 71 公安县甘家厂乡 112。 9'9" 29" 42,41"

130 白洋湖 1. 66 石首市桃花山镇 112。45'5(T i r  41,39"

131 大义湖 1. 66 石首市桃花山镇 .调关镇 112。40'5 r 29。40, 34"

132 黄莲湖 1. 66 石首市高基座镇 112。 25'21" 29。4 r i "

133 赤射境 1. 65 监利县周老嘴■银 、分盐镇 112。59' 3 r 29。 59,49'

134 马鞍湖 1. 55 松滋市南海镇 111。 52'26" 30。 4'23"

135 东双湖 1. 38 石首市高基庙镇 112。 24'33" 29。 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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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

湖泊名称
湖油水面

湖 泊 位 置
湖泊水面 *=h心经终度

备 注
域市 面积 东 经 北 练

136 周城坑 1.29 监利县福田寺该 113" 6'44" i r  52, 53"

137 文村渊 1. 23 江陵县马家寨乡 112。 13,44" 30" 8'27"

138 郝家湖 1. 19 公安县孟家溪镇 112° 6'46' 29。 yi, i r

139 杨叶湖 1. 17 石首市调关镇 112。 45'4" 29。 41'7"

140 里湖 1. 12 洪湖市汉河镇 113" 35^2" 29。 58'36"

141 黄天湖 1. 09 公安县黄山买镇 112。 12'3" 2 9。 4 0 ' 3 8 "

142 马尾套 1. 08 公安县麻豪口镇 112。 22'3" 29。53,17"

143 扁担湖 1. 04 公安县蒋池镇 112。 1 4 ' 2 r 29。4 6 ' 2 r

144 消期 1. 01 沙 市 区 观 音 镇 112。 22,27" 30。23'3"

145 龙渊期 0.57 江陵县郝穴镇 112" u , r 30。V  A r 诚中湖泊

146 山底湖 0.55 石首市笔架山街 ' 绣林街 112。 25'51' 29。43'7" 城中湖泊

147 显阳期 0. 5 石首市高基庙镇、绣林街 112。 24,14, 2 9。 4 1 , 3 8 ' 城中湖泊

148 江津湖 0.42 沙市区崇;^街 112。 14'3 r 30。 1 9 ' 9 " 城中湖泊

149 施缴河湖 0.29 洪湖市新堤街 113。 25,15" 29。 48,49' 城中湖消

150 九免渊 0.28 荆州市荆州区东城街 1 1 2。IV 36* 30。2 0 M 9 " 城中湖泊

151 北湖 0.23 荆州市荆州区西城街 112。 10'37" 30" 21,34" 城中湖泊

152 朱家渾 0.23 公安县杨家厂镇 112。 16,26' 30。 3'27, 城中湖泊

153 陈家湖 0.23 石首市绣林街 112。 24,57" 29。 43'厂 城中湖泊

154 官田湖 O' 23 石首市笔架山街 .绣林街 112。 25'55" 29。 42,18' 城中湖油

155 张李家渊 O' 13 荆州市沙市区中山街 112。 14,56' 30。 19,24' 城中湖泊

156 龙王潭 0.13 荆州市荆州区城南经济开发区 112。 9'28" 3 0。21'  i r 城中湖泊

157 西湖 0. 078 荆州市荆州区西城街 112。 10,19' 30。2 T 1 0 " 城中湖泊

158 文湖 0. 036 荆州市沙市区解放街 112。 14'6， 30。 19'36' 城中湖消

159 周家沟湖 0. 027 洪湖市新提街 113。 27'r 29。 49,45， 城中湖泊

160 洗马池 0. 021 荆州市荆州区西城街 112。 n ' r 30。IV 39" 城中湖泊

161 南湖 0. 02 松滋市新江口镇 i i r  4 6 ' 5 r 30" w \ r 城中湖泊

162 太师满 0. 016 荆州市沙市区胜利街 112" 15,32' 30。 18,49' 坡中湖泊

163 北湖 O' 014 松滋市新江口镇 111。 46,40' 30。 10'45' 城中湖泊

164 摩家渊 0. 014 石首市绣林街 112" 23'56" i r  4 3 ' i r 城中湖殆

165 南湖 11. 8 钟祥市即中街 112。 3 7 M " 31。 8'20" 城中湖消

166 借粮湖 8. 9 沙洋县毛李镇；潜江市积玉口镇 112。 33'31" 30。2 6 M T 跨市湖泊

167 王易湖 6. 65 钟样市石牌镇 112。2 4 ^ 7 " 30。56'9"

168 彭塚湖 5. 51 沙洋县毛李镇 112。 3 2 ' n" 30。29,10"

169 黄寐湖 5. 35 沙洋县高阳镇 112® 30'r 30。 48,18"

170
荆门市

彭家湖 3. 17 沙洋县官挡该 112。 32'8" 30。 37,20"

171 虫下子湖 2. 58 沙洋县官挡镇 112。 31,55" 30。 34,58"

172
( 1 4 个湖

台子湖 2. 47 沙洋县沈集後 112° 2S'16" 30。 53,16"

173
泊）

算然湖<73 2. 02 钟祥市郑中街 112。 36,22" 31。i r i 5 " 诚中湖泊

174 贺吕湖 1- 79 沙洋县高阳镇 112。 29,44" 30。 49,55"

175 塌湖 1. 57 钟祥市;&牌镇 112。 25,19" 30。 57'17"

176 平湖 0. 54 汝浮甚沙洋镇 112。 34^ vr 30。42,33, 城中湖消

177 天鹤湖 0. 057 荆门市东宝区免乘街 11 2。U M l " 31。 0,42' 城中湖泊

178 文明湖 0- 014 荆门市东宝区免泉街 112° 11,27, 31。 1,44' 城中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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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

湖泊名律
湖泊水面

满 治 位 置
湖泊水面中心经终度

域市 面 积 （km*) 东 经 北 终
务 注

179 保安湖 45. 1
??州市梁子湖区梁子该、东询镇；大冶市保安镇、还地桥镇 . 

东风农场
114。4 3 M 3 " 30。 14,38" 跨市湖泊

180 豹潔湖 28
群州市梁子湖区东沟镇，群州市华容区庙岭镇；武汉市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豹辦街
114。 34,53" 30。 21,56" 跨市湖泊

181 三山湖 20.2 郁州市郡城区社山镇 . 泽林镇；大冶市迁地桥银 .东风农场 114。 46^15" 30。 18,42" 跨市湖泊

182 五四湖 12 鄂州市华容区毕容镇 . 蒲团乡、葛店镇 114。 42'55" 30" 27,48"

183 途镇湖 11 州市樂子湖区涂家培镇 114。 33 ' r 30。 8,47,

184 花家湖 8. 87 部州市鄂城区汀祖银 . 花湖镇 114。 59,16" 30® 1 5 M 7 "

185 红莲湖 8. 09 巧州市华容区庙岭镇 114。 30。 24,12"

186 黄山湖 7. 05 群州市鄂城区沙窝乡 115。 2 M " 30。 17'59"

187 南迹湖 5.53 群州市华容区段店镇 114° 47^2" 30" 34'58"

188 走马湖 4. 15 IP州市郭城区燕机镇、杨叶镇、沙窝乡 115。 1'55' 30。20,47'

189 部州市 武城湖 4.01 郁州市华容区华容镇 . 赛店镇 114。41'24' 30。 30'7'

190
(23个湖

四海湖 3.89 鄂州市华容区萧团乡 114" 44^18" 30。25,34"

191

泊）

严家湖 3.26
哥州市华容区庙岭镇、葛店镇；武汉市东湖新技求开发区左岭  

街

114。 38,49" 30。2 8 M 2 " 跨市湖泊

192 蔡家海 1. 94 群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培镇 114。 37'17" 30" 6'30"

193 余湖 1. 71 部州市华容区蒲团乡、临江乡 114。 45'10' 30。 27^48"

194 马桥湖 1.43 fP州市準容区临江乡' 段店镇 114。 48,18* 30。 31'9'

195 黄田湖 1. 36 郁州市 IP城区沙窝乡 115。 1'20" 30。 20'23"

196 螺丝径 1. 33 鄂州市群城区沙窝乡 115" 2'29" 30。 18,57"

197 西又湖 1. 29 部州市毕容区华容锡 114。40,15* 30。 3 ^ 4 *

198 瓜折湖 1.2 鄂州市华容区蒲团乡 114。 42,25" 30。2 5 M 4 "

199 大失海 1.08 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 114® 39,48" 30。 25'4"

200 Bi ̂  ̂  巧̂ 彻 0.43 部州市都域区樊口街 . 社山镇，那州市傘容区临江乡 . 蒲团乡 114® 4 7 M 6 " 30。 25,26， 城中湖泊

201 杯湖 0. 051 fP州市鄂城区西山街 114。51,32' 30。 24,47' 城中湖泊

202 东西汉湖 27.4 应城市郎君该，汉川市麻河镇 113" 40,21" 30。 48,24"

203 光赛湖 12. 5 应城市义和该 . 陈河镇 113。 30,25" 30" 49,14"

204 西湖 10. 6 双川市马鞍乡；武汉市蔡甸区索河该 113。 56'34" 30。 31,49" 跨市湖泊

205 老观湖 7. 43 双川市谓家镇，应城市义和镇 113" 28, 60" 30" 46'1"

206 黄龙伝 2.68 汉川市马鞍乡 113。53^ 34" 30。 36,11"

207

孝惑市 

U 4 个湖

白石湖 2. 54 汉川市马口镇 113。49,53" 30。 32 H 8 "

208 许家赛 2. 51 汉川市马鞍乡；武沒市蔡句区索河镇 113。 54'32" 30。 34,14, 跨市湖泊

209 肖严湖 1. 61 汉川市谓家镇；天门市胡市该 113。 25,44' 30。45^31" 跨市湖泊

210 龙口湖 1- 29 孝惑市孝南区毛陈镇 114。 0'5(T 30。 49'43'

211 杨晒湖 1. 04 孝惑市孝南区闽集乡 114。 6'7' 30。 47,45,

212 后湖 O' 097 孝感市孝南区书院街 113。 54,21" 30。55,36' 诚中湖泊

213 梦泽湖 0. 083 云梦要城关镇 113。 45'46' 31。 1'29' 城中湖泊

214 郑家湖 0. 031 云梦甚开发区 113。4 6 ' r 31。 1 M 4 " 城中湖泊

215 公园湖 0. 014 应城市城中办事处 113。 33, 57' 30。 56,52' 城中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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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

湖泊名称
湖泊水面

湖 泊 位 置
湖泊水面片=心经终度

备 注
城市 面 积 （km*) 东 经 北 线

216 赤东湖 39 蒋春县薪州镇、赤东镇 . 八里湖办事处 115" 23'9" 30。6'8"

217 太白湖 27. 3
襄穴市称横镇、万 ;t 湖农场办事处，黄梅县灌港镇、蔡山镇、 

大河镇
115。 48'55" 29。 58,18"

218 武山湖 16. 3
武穴市武穴办事处、刊江办事处. 大法寺镇、石佛寺镇、大金 

银 .四 望 镇
115" 35,14" 29。 54'44"

219 大源湖 12. 9 黄楊县独山镇 116。 14'6" 30。 r 42"

220 策湖 10. 3 淹水县散花镇，蒋春县彭思镇 115。 9'32" 30。 1 4 M 9 "

221 赤西湖 9. 04 薪春县管容镇 115。 17,43" 30。 9'21"

222 望天期 5. 21 涕水县巴河镇 115。 3'32" 30。 25'41"

223 白潭期 3. 77 黄 市 黄 州 区 路 口 镇 .南 湖 办 事 处 114。 56'32" 30。 27,60"

224 雨湖 3. 15 薪春县薪洲镇 115" 2 0 M 3 " 30。 2'37"

225 东马口湖 2. 77 棄穴市田镇办事处.大法寺镇 115。26' 15" 29。 57,12"

226 蔡家潭 2. 47 黄州区路口镇 . 陶店乡 114。 55'40' 30。 30,46'

227 西马口湖 2.28 武穴市田镇办事处. 大法寺镇，游春县薪州镇 115。 23'50" 29。 59'23"

228 廣家湖 2.22 困风县团风镇 114。 51,44" 30。 42'22"

229 涂家湖 2. 15 蘇春县彭思该 115" 14,11" 30° 15,48"

230 小源期 1. 77 黄檢县独山该 116。 29。 59'14*

231 杨湖现 1- 6 团风县团风镇 114。 5 2 ' 5 r 30。40,10'

232 黄閃市 月湖 1.29 涕水县清泉镇 115" 14,27" 30。27'5(T 城中湖泊

233 (36个湖 芦柴湖 1.17 黄闻市龙惑湖管理区声柴湖办事处 115。 55, 22- 29。 56,19"

234 始） ♦家潭 1. 14 黄巧市黄州区路口镇 114。 5 5 M " 30。 29,47'

235 青草湖 1. 13 团风县团风镇 114。49'8' 30。4 2 M 1 ^

236 嚴湖 1. 12 涕水县巴河镇 115。 1'26" 30。IV W

237 芝麻湖 1. 04 滿水县巴河镇 115。 i ' 4 r 30。IV S V

238 黄婆汉 1. 03 黄 pg市高新技米开发区，黄州区禹王办事处 114。 53' 3 r 30。 29'6, 城中湖泊

239 西堪 0. 099 因风县团风镇 114。 52'15' 30。 38^ 3" 城中湖泊

240 青砖湖 0. 097 黄 市 黄 州 区 赤 壁 办 事 处 114。 5 2 ' 5 r 30。 26'31* 城中湖泊

241 冻脚湖 0. 093 黄 市 高 新 技 术 开 发 区 114。 55,37" 30。 26'7' 城中湖泊

242 东堪 0. 074 团风县团风镇 114。 52,26' 30。 3 7 M 2 " 城中湖泊

243 月塘湖 0. 047 武穴市武穴办事处 115" 3 3 M3 " 29。 50'57' 诚中湖泊

244 吴庄湖 0. 043 薪春县遭河镇 115。26'2(T 30" n ' 2 r 城中湖泊

245 阜泥湖 0. 039 涕水甚清泉镇 115。 15'7' 30" 26^3-^ 城中湖泊

246 郑家湖 0. 031 1^春县遭河镇 115。25' r r 30。 15,46' 城中湖泊

247 罗家份 0. 027 黄^^]市商新技求开发区 114。 55,26' 30。 26'58' 城中湖泊

248
赤壁公园 

湖
0. 024 黄 市 黄 州 区 赤 壁 办 事 处 114。 51,43' 30。IV 2 V 城中湖泊

249 七一湖 0. 018 黄巧市黄州区赤壁办事处 114。 52 M " 30。IV i r 城中湖泊

250 广场湖 0. 014 黄梅县黄楊镇 115。 55'48' 30。 4'54' 城中湖泊

251 湘湖 0. 014 黄巧市黄州区赤壁办事处 114" 5 2 ' i r 30。2 6 ' 2 r 城中湖泊

252 咸宁市 蜜泉湖 13. 9 嘉鱼县官桥镇、鱼岳镇> 高铁岭镇 113。 52,38" 29。 54'4"

253 <13个湖 大岩湖 7- 33 嘉鱼县高铁岭镇 .陆溪镇 113。 45,28" 29。 51'28"

254 泊） 獨湖 3. 64 嘉鱼县鱼岳镇，官桥镇、新街镇 n r  58,52" 29。 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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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

城市
湖泊名称

湖泊水面 

面 积 （km*)
湖 泊 位 置

湖泊水面中心经绪度

备 注
东 经 北 练

255 东港湖 2.8 赤壁市余家桥乡 113" 36'23" 29。 39, 32"

256 沧湖 2.4 赤壁市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 113。 36, 50" 29。 47'4"

257 玲湖 1. 99 嘉鱼县陆溪镇 113。40,42" 29。 52,19"

258 王家寨湖 1.65 咸宁市咸安区向阳湖该 114" 12,47" 29。5 4 M "

259 茶湖 1.6 嘉倉县鱼岳银 . 新街该 n r  57'36" 29" 58'21"

260 赤城湖 1.4 嘉鱼县渡普镇 114。 6 M 3 " 30。 0'46"

261 张家湖 1.22 赤壁市余家桥乡 113。 37'50" 29。40 M 7 "

262 大罗湖 1. 18 赤壁市丰禅填 113。4 2 M 3 * 29。

263 接里湖 1. 1 嘉鱼县尚铁岭镇 113。 43,28" 29。 49,12"

264 杨家湖 0.2 赤壁市蒲折办举处 113。 5 2 ' r 29" 42^51" 城中湖泊

265

仙桃市 

(5个湖 

泊）

五湖 10. 4 仙桃市沙湖该 n r  47'56# 30。 iri2 .

266 排湖 2.47 仙桃市通海口镇 . 郭河该 . 胡场镇、三伏潭镇 113。 15'18' 30。 1 7 ' 3 K

267 骑尾湖 0. 17 仙桃市沙赞街 113。26,13' 30。 19'3' 城中湖泊

268 太子湖 0. 12 仙桃市沙赞街 113。 28'37' 30。 18'24' 城中湖泊

269 刘潭湖 0. 055 仙桃市龙华山街 113。 28'1' 30。 22,23' 诚中湖泊

270

天门市

张家大湖 6.53 天门市九真镇 113。 14'59" 30° 44,37"

271 华严湖 2- 97 天门市马濟镇 113" 24'34" 30。 35'59"

272 白湖 2. 39 天门市胡市镇 113° 20,30" 30。 46'20"

273 石家湖 2. 12 天门市九真镇 113。 16'29" 30。43,60"

274 免骨湖 1. 88 天门市胡市该 113。 23,28" 30。 45,48"

275 度桥湖 1.83 天门市佛子山销 112。 58,19" 30。43, 36"

276 肖严湖 1. 61 天门市胡市销；汉川市调家镇 113。 25'44' 30。45' 跨市湖泊

277 丰头湖 1.51 天门市胡市镇 113。 22'35" 30。 45'26"

278
(16个湖 

泊）
陈家湖 1. 31 天门市佛子山镇 113。 1'26" 30。 42^50"

279 江家湖 1- 02 天门市九真镇 i n 。 1 T 4 T 30。 " ' 5 '

280 青山大湖 1. 01 天门市佛子山镇 113。 2'54" 30" 42,14"

281 北汉湖 1 天门市石河镇 113。 8'38' 30。43'44,

282 北湖 0 . 9 6 天门市竞陵办事处 113。 9'54' 30。 40,16， 城中湖泊

283 西湖 0. 48 天门市竞陵办事处 113。 9'7, 30。 39'36' 城中湖消

284 东湖 0. 11 天门市竞陵办事处 113。 10'1, 30。 39'18' 城中湖泊

285 鬼湖 0. 056 天门市开发区 113。 8,20, 30。 38'39' 诚中湖泊

286

潜江市 

(6个湖 

泊）

长湖 131
江市浩口填；沙洋县后港银 . 毛李该；荆州市荆州区纪南镇、 

即械镇，荆州市沙市区关沮填 . 侈场镇、观音档镇
112。2 7 ' i r 30" 26,26" 跨市湖泊

287 借粮湖 8. 9 潘江市积玉口镇；沙洋县毛李镇 112。 33^31" 30。 26,41" 跨市湖消

288 冯家湖 4. 72 潜江市免湾镇 112。 41,2, 30。 12,15,

289 遮湾湖 4. 29 潜江市后湖管理区 112。 40^57" 30。 1 8 ' 5 1 "

290 马昌湖 1. 1 潜江市园林办事处 1 12。 5 2 ' 5 8 * 30。2 6 ' 1 ( T 城中湖泊

291 郑家湖 1 潜江市龙清镇 112° 45^32^ 30。U ' 4 5 '

292

神农架 

林 区 （1 

个湖泊）

大九湖 1. 15 神农架林区九湖乡 109。 5 9 M 2 " 31。2 9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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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5

2018年湖北省国家网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数量汇总表

序号 地市 点位数 序号 地市 点位数

1 武汉市 1 7 孝感市 3

2 十 ;8 市 4 8 黄阿市 5

3 襄阳市 10 9 咸宁市 2

4 宜昌市 2 10 随州市 5

5 荆州市 1 11 恩施州 1

6 荆门市 3 12 神农架林区 1

合 计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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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2018年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实施方案

一、目的

为加强农村环境保# S 进一步推进我省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工 

作发展，从点到面反映我省农村区域环境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 

特制定本技术方案。

二、范围和对象

2 . 1监测范围

14个必测村庄（即静态村庄），村庄名单来源于《关于印发 

全国农村环境质量i式点监测必测村庄名单的通知》（环办〔2015〕 

69号）。必测村庄涉及14个县域：包括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 

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县（以下筒称县域考核县）和9个非县域考核 

县。

9个非县域考核县只监测1个静态村庄，静态村庄名录见附表 

2。5个县域考核县，除监测1个静态村庄外，选择两个动态村庄开 

展监测，不得选择往年已开展监测的村庄。

县域：27个县域考核县和2个非县域考核县。我省30个县域考 

核县，除茅箭区、张湾区和保康县以外，全部监测。27个县域考 

核县见附表1。29个县域，在县域范围内选择3个动态村庄开展监 

测。

总计：全省17个地市（州），总计38个县，共96个村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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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14个静态村庄和82个功态村庄。

2. 2 监测对象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包括县域和神庄2个层 

面。在村庄层面，选捧3个代表性村庄（城中村不作为监测对象）， 

开展空气质量、饮用水源地水质和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参加"以 

奖促治"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村庄必须加测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出水水质监测；在县域层面，开展地表水和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监测。

2. 3 种庄监测

2. 3. 1 村庄类型划分

根据农村主要生产方式和主要污染来源，将我省村庄初步划 

分为生态型、种植型、养殖型、工矿企业型、商业旅游塑和其他 

类型等6个类型。

( 1 ) 生态型村庄

指生态环境优美，座 落 在 受 保 的 自 然 保 区 、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生态功能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封山育林 

地等区域内的村庄。

(2 ) 种植型村庄

指生产生活方式以较大规模现代种植业为主，如粮食作物、 

蔬某、水果等，农膜、化肥和农药量使用较大的村庄。

( 3 ) 养殖型村庄

指生产生活方式以畜愈、水产等养殖业为主，环境污染主要 

来源于此的村庄。

— 129 —



( 4 ) 工矿企业型村庄

指以工矿、企业等产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村庄，神庄环境受 

工矿企业废水、废气和废淹影响较大的村庄。

(5 ) 商业旅游型村庄

以旅游业、或者商品交换、流通等经济活动为主要经济来源 

的村庄，村庄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为"吃、住、行、游、购、娱" 

等商业和旅游活动产生的污•染。

(6 ) 其他类型村庄

不属于以上五种类型或者以上多个类型并存且持平的神庄， 

以及处于城乡结合部位、城镇化的村庄等。

2. 3. 2 村庄选取原则

( 1 )村庄数量：村庄的选取分为两种，一种是静态村庄，即 

每年都开展监测，用于村庄环境质量年际间比较；另一种是动态 

村庄，即地方根据需要每年新增的监测村庄。

静态村庄以国家要求为准，详见附表2。其中除5个县域考核 

县外，其余9个具域只需监测附表2中所列的静态村庄。

27个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县和2个非县域考核县各需监测3 

个村庄。27个县域考核县中困风县只监测1个静态村庄、鄙阳区等 

5个县需监测1个静态村庄（详见附表2 ) 以及2个动态村庄，不得 

选取往年已监测的动态村庄；其余22个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具 

各选取3个动态神庄开展监测。动态村庄由各地市按要求自行选 

捧。

( 2 )村庄类塑：统筹考虑经济发展程度和环境污染程度，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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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人口数量相对较多、分布相对集中的行政村庄，尽量涵盖本方 

案中所列6种村庄类型。

( 3 )空间分布：

选取的监测神庄尽可能均句分布在县域范围（可考虑采用网 

格法）。

2. 4 县域监测

县域监测以县域整体作为监测区域，开展地表水水质和生态 

环境质量状况监测。

地表水水质以县域为单元布点，开展监测。生态环境质量状 

况监测主要通过遥感手段开展监测，主要由省中心始负责完成。

三、村庄篮测内容

3. 1 环境空气质量

(1 ) 点位布设

以村庄为点位布设单元，在居民区布设1个监测点位。

( 2 ) 监测现目

必测项目：二氣化琉（S O J 、二氧化氣（N02) 和可吸入顆粒 

物 （PMio) 。

选测项目：细颗粒物（PM2.5) 、臭 氧 （03) 、一氧化破 (C0 ) 

等。工业型村庄根据具体情况，增加特征污染物项目的监测。

单位：微克/立方米（iug/m3)

( 3 ) 监测频次

每季度监测1 次，全年4次。

( 4 ) 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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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手工采样监测和自动采样监测相结合的方法，推荐使用 

自动监测，优先使用环境质量流动监测车进行监测。

手工监测：每次监测连续5 天，每天进行運时监测，取各监 

测项目的日均值。 自动监测：除仪器故障等原因外,每天进行监:测。

执 行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 （凡是不注明日期 

的引用标准和规范等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导则，下同）。

3. 2饮用水源地水环境质量

(1 ) 点位布设

以村庄为点位布设单元，每个村庄至少布设1 个监测断面/ 

点位。

农村饮用水源地分为地表水源地、地下水源地和其他水源地 

等类型。地表水源地主要包括河流、湖库、山溪、坑塘、水蜜等； 

地下水源地主要包括浅层地下水、深层地下水、山洞東水等。

若村庄所在乡镇已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可以此 

数据作为该村庄饮用水水质监测数据，按照要求进行报送。

(2 ) 监测项目

地表水饮用水源地：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 

表 1中 2 4 项基本项目和表2 中 5 项补充项目（共 2 9 项 ）， 

见 表 1。

地下水饮用水源地：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1993 ) 

中 2 3 项，见 表 2 (新标准（GB-T 14848-2017 ) 5月1号开始实行， 

从第二季度开始按照新规范评价，全年评价也按照新标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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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项目

单位：mg/L

序号 项目 序号 项目 序号 项目 序号 项目

1 水 温 （°C ) 9 教化物 17 铅 25 氛化物

2 pH ( 无量纲） 10 类大肠菌群（个 / L ) 18 锅 26 确酸盐氣

3 溶解氧 11 五曰生化需氣量 19 六价格 27 铁

4 高猛竣盐指数 12 化学需氣量 20 氣化物 28 猛

5 氛氣 13 铜 21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29 总 氣 （湖、库 ，以 N计 ）

6 石油类 14 辞 22 琉化物

7 挥发盼 15 23 術

8 总啤 16 录 24 琉敢盐

表2 地下水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项目

单位：mg/L

序号 项目 序号 项目 序号 项目 序号 项目

1 pH 7 氣化物 13 碎I 19 阴离子合成洗海剂

2 总硬度 8 总大肠菌群（个 / L ) 14 录 20 确竣盐兔

3 疏酸盆 9 挥发盼 15 铅 21 亚5肖政盐氣

4 氣化物 10 铜 16 锡 22 铁

5 高猛鼓盐指数 11 # 17 六价银 23 猛

6 氨氣 12 TJC 18 氨化物

( 3 ) 监测频次

每季度监测1 次，全 年 4 次。

( 4 ) 监测方法

以手工监测为主，自动监测为补充, 

行 （水和废水部分）》。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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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土壤环境质量

(1 ) 点位布设

以村庄为点位布设单元。在基本农田、园地（果园、茶园、 

某园等）、饮用水源地周边各布设1 个监测点位，共 3 个点位； 

可根据tt庄环境状况，在重点区域土壤中选测两类，各布设 1 个 

监测点位。因此，每个村庄需监测5个点位。

重点区域土壤包括：工矿企业周边土壤；畜、禽 、水产养殖 

场周边土壤； '污水灌i既的农田土壤；大量堆放工业废法、生活边 

敦场地周围的土壤；长期受工业废气和粉尘影响的土壤；居民区 

周追土壤；其他疑有汚染的土壤。

(2 ) 监测项目

必测项目：土壤pH、阳离子交换量；锡、求、坤、铅、絡等 

元素的全量。

选测项目：基本农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监测特征有机污染物。 

工业型村庄根据具体情况，谱加特征汚染物项目的监测。

单位：毫克/千 克 （mg/kg)

( 3 ) 监测频次

每五年的第一年监测一次。采样时间 1 ~ 8 月，避免在施用 

农药、化肥后立即采样。

( 4 ) 监测方法

执 行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 66)要求，开展监

测。

3 . 4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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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开展 "以奖促治" 等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村庄，对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进行监测。

(1 ) 点位布设

选 取 1 个生活污水处理规模最大的处理厂（祐），在其出水 

口处取样。

( 2 ) 监测项目

必测项目：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氣。

选测项目：pH (无量纲）、五日生化需熏量（B O D J、悬浮 

物、总癖、襄大肠菌群（个/L) 。

单位：毫克/升 （mg/L)

( 3 ) 监测频次

每半年监测1 次，全 年 1 次。

( 4 ) 监测方法

以手工监测为主，自动监测为补充，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执 

行 （水和废水部分）》。排放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 18918) 。

四、县域监测内容

4. 1 地表水环境质量

(1 ) 点位布设

以县域为点位布设单元。在县域最大河流（水系）的出、入 

境位置各布设1 个监测断面。如有湖库，增加布设1 个监测点 

位，有 1 个以上湖库的县域则应根据实除情况选取相对重要的1 

个开展监测。县域范围内无地表水体的不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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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县域范 城区除外）已有地表水国控、省控或市控水 

质监测断面/点位将其作为农村地表水水质监测点位。

(2 ) 监测项目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 B ^ 8 )  1 中基本项目表（共 24 

项 ），见 表 3。

表3 地表水水质监测项目

单位:、 /L

序号 项目 序号 项目 序号 项目 序号 项目

1 水温 CC ) 7 氨氣 13 铜 19 六价格

2 pH ( 无量纲） 8 总翁 14 辟 20 氛化物

3 溶解氧 9 氣化物 15 21 阴离子表明活性剂

4 高4孟竣盐指数 10 襄大肠杆菌（个 /L ) 16 呆 22 确■化物

5 化学需氣量 11 石油类 17 铅 23 砸

6 五曰生化需氣量 12 挥发盼 18 锡 24 总 氣 （湖、库，以 N计 ）

( 3 ) 监测频次

每季度监测1 次，全 年 4 次。

( 4 ) 监测方法

以手工监测为主，自动监测为补充，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执 

行 （水和废水部分）》。

4 . 2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 1 ) 监测区域

以县域全境作为监测区域，开展县域农神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监测，同时调查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态状况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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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监测指标

在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T192) 《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办法》基础上，结合我国农 

村区域特点，确定县域农村生态质量状况调查监测指标，共分为 

三级。三级指标1 8 个，见 表 4。

遥感监测指标为土地利用/覆盖指标，其他指标为降水量、水 

资源量、土壤侵蚀、水土流失等。

表 4 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监测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級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含义及作用

生物丰度指数

林地、草地、水域湿地、耕地、建 

筑用地及未利用地的面积占具域面 

积 的 比 例 （6 个 ）

通过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在生物物种数量上的 

差异，反陕县域区域生物丰度的丰贫程度

生
态
环

植被覆盖指数
具域林地 . 草地、耕地面积占县域 通过林地、草地、耕地等面积之占县域面积的

面积的比例（3 个 ） 比重，反映植被覆盖程度

境

水网密度指数
河流长度、湖库面积和水资源量占 通过河流总长度、水域面积和水资源量占县域

量
状
况
指
数

县域面积的比例（3 个 ） 面积的比重，反映水资源丰富程度

轻度侵蚀、中度侵蚀和重度侵独土 

地面积占县域面积的比例（3 个 ）

通过风蚀、水蚀、重量侵蚀、冻融侵蚀和工程

土地退化指数 浸蚀的面积占具域面积的比重，反映土地退化 

程度

人类干扰指数
耕地、建设用地占具域面积的比例 通过耕地和建设用地占县域面积的重，反陕

( 2 个 ） 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干扰程度。

( 3 ) 监测频次 

每年监测1 次。

( 4 ) 监测方法

以遥感监测为主要技术手段，获取县域土地利用/覆盖解译数 

据。以资料调查和地面核查为辅助技术手段，获取县域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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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量、土壤侵蚀等指标数据。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由雀中心站负责监测。

五、质量控制

5. 1 环境空气监测质量控制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 )和 《环 

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有关要求进行环境 

空气监测质量控制。

5. 2 饮用水源地监測质量控制

按 照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91) 、 《地下水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及 《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 

册 （第二版）》有关要求进行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质量控制。

5. 3 地表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

按 照 《地表水和汚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91)及 《环境水 

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有关要求进行饮用水源地水质 

监测质量控制。

5. 4 土壤环境监测质量控制

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OIJ/T166)、《全国土壤汚染 

状况调查质量保证技术规范》有关要求和其他有关的技术规定开 

展土壤环境监测质量控制。

5. 5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监测质量控制

按 照 《2008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实施方案》 （总 

祐生字（2008 ) 5 6 号）有关要求进行自然生态状况监测质量控制。

5 . 6生活汚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监測质量控制

按 照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91)及 《环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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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有关要求进行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出水水质监测质量控制。

六、数据报送和报告编写要求

6. 1 数据报送

各 市 （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环境监测始11月前、每季 

度兼后一个月10号前报送环境空气质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以及 

河流湖库水质监测数据；5月和10月报送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 

质监测数据；10月报送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和报送农村环境质 

量监测年度报告。同时，11月底前以正式文件形式向省中心结报 

送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年度报告（纸质版）。HYPERLINK

/Roaming/iWebOffice/电子版数据发送至邮箱 

hbreqmS)163. com" /Roaming/iWebOffice/电子版数据发送至 

邮箱 hbreqm@163.com 。

报送内容：监测的静态村庄和动态村庄的环境状况数据，及 

所有监测的县域地表水数据。

报送要求：数据填报格式统一为EXCEL工作表，各地市（州） 

要严格按照数据模板要求进行数据填报（见农村数据导入模板表 

1-表8 , 在湖北省农村环境质量监测群（群号：295562423 ) 群共 

享中下载）），包括表1农村环境质量说点监测村庄基本信患表、 

表2农村村庄环境空气监测结果统计表、表3 农村村庄地表水饮用 

水源地监测结果统计表、表4 农村村庄地下水饮用水源地监测结 

果统计表、表5 农村村庄土壤环境监测结果统计表、表6 农村村 

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统计表、表7 农村县域河流湖库水 

质监测点位信患表、表8 农村县域河流湖库监测结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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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报告提纲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报告应包含县域和村庄社会、经济、人口 

等基本状况，年度监测结果、不同要素环境质量状况及年际变化、 

原因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等基本内容，监测静态村庄的 

需要对环境质量状况变化原因进行分析。建议提纲如下：

一、搞要

二、监测概况

2. 1 县域和村庄基本情况

2. 2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三、监测与评价结果

3. 1 村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3 . 2村庄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3. 3 村庄土壤质量状况

3.4 "以奖促治"村庄生活汚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状况

3. 5 县域地表水水质状况

四、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方案

五、年际变化、原因分析

六、主要结论

七、问题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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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2018 « 北省农村环测县域及村庄数量

地市名称 监测县域 蓝测村庄

十避市 鄙阳区、鄙西县、竹山县、竹溪县、房县、丹江口市

( 1 ) 团风县只监测附表 2 中对应 

的静态村庄；

( 2 ) 鄙阳区、长阳县、大悟县、 

南库县、神农架林区除监测附表 2 

中对应静态村庄外，另 选 2 个动 

态村庄开展监测，不得选择往年

已监测村庄；

( 3 ) 除 上 述 6 个县外的其余县， 

各 选 择 3 个动态村庄开展监測。 

动态村庄流动变化，尽量不与往

年重复。

宜昌市 夷陵区、兴山县、择归县、长阳县、五峰县

黄 市 红安县、罗田县、英山县、满水县、麻城市、团风县

孝感市 孝昌县、大悟县

襄阳市 南津县

恩施州
利川市、建始县、 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

鹤峰县

神农架林  

区
神农架林区

荆门市 钟祥市

潜江市 潜江市

鄂州市 梁子湖区

只 监 测 附 表 2 中对应的静态村庄

武汉市 蔡甸区

黄石市 大冶市

荆州市 洪湖市

随州市 随县

咸宁市 通山县

天门市 天门市

仙桃市 仙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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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湖北省农村环境^量试点监测必测村庄基本信息 
统计表( 2018年）

地市 县区 村庄名称 村庄类型 县域考核县 " 以 奖促治 "村 庄

黄閃市 团风县 贾庙乡水晶助村 生态型 否 否

荆州市 洪湖市 乘风村 生态型 否 是

宜昌市 长阳县 郑家榜村 生态型 是 是

那州市 梁子湖区 涂家城镇张远村 种植型 否 否

武汉市 蔡甸区 徐尹邓村 种植型 否 否

襄阳市 南潭县 旧县铺村 种植型 是 否

十堪市 鄙阳区 核桃树进村 养殖型 是 是

孝感市 大悟县 劳败镇新胜村 养殖型 是 否

黄石市 大冶市 灵乡镇助头村 工业型 否 是

神农架林区 阳日村 工业型 是 否

随州市 随县 温康村 旅游型 否 是

天门市 天门市 黄潭镇万场村 旅游型 否 否

咸宁市 通山县 西泉村 旅游型 否 是

仙桃市 仙桃市 杨林尾横岭社区 其他类型 否 是

湖北營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8年 5 月 1 0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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