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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
实施细则（试行）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实施好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管

理制度，确保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

前提，根据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以

下简称《指南》）等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省工作实际，特制定

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战略导向，建立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坚决把最需

要管住的岸线、河段、区域管住，坚决把产能严重过剩、污染物

排放量大、环境风险突出的产业管住。

第二条 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按照最严格

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对不符合《指南》的投资建设行为一律禁

止，确保长江生态功能逐步恢复，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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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三条 管控对象适用于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存量项

目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指南》逐步调整。

第四条 管控重点为污染物排放量大、产能过剩严重、环境

问题突出的产业，以及重点保护的岸线、河段、区域。

第五条 管控方式为明确列出禁止投资建设的项目类别，依

法管控，严格执行。

第三章 主要内容

第六条 禁止新建、改建和扩建未纳入《全国内河航道与港

口布局规划》等全国港口规划，以及《四川省内河水运发展规划》、

《泸州—宜宾—乐山港口群布局规划》等省级港口布局规划及港

口总体规划的码头项目。

第七条 禁止新建、改建和扩建不符合《长江干线过江通道

布局规划》的过长江通道项目（含桥梁、隧道）。

第八条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岸线和河段范

围内投资建设旅游和生产经营项目。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

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

等活动。

第九条 禁止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立各

类开发区；禁止在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建设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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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以及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

他建筑物。

第十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新

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改建建设项目不得增加排

污量。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设置化工

原料、矿物油类及有毒有害矿产品的贮存场所，以及生活垃圾、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堆放场所和转运站。

第十一条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

除应遵守准保护区规定外，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

建设项目；禁止从事经营性取土和采石（砂）等活动；禁止从事

网箱养殖、施肥养鱼等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禁止铺设输送污

水、油类、有毒有害物品的管道。

第十二条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除

应遵守准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规定外，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

供（取）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项目，以及网箱养殖、旅游等

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投资建设项目；禁止设置畜禽养殖场。

第十三条 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

内新建排污口。

第十四条 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岸线和河段范围内围

湖造田、围湖造地、挖沙采石。

第十五条 禁止在国家湿地公园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开

（围）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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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地产、度假村、高尔夫

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

目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

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

取水、排污、放生，以及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第十六条 禁止在《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划

定的岸线保护区内投资建设除保障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

全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已建重要枢纽工程以外的项目。

（一）为保障防洪安全和河势稳定划定的岸线保护区，禁止

建设可能影响防洪安全、河势稳定的建设项目。

（二）为保障供水安全划定的岸线保护区，区内禁止新建、

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三）为保护生态环境划定的岸线保护区，湿地范围内的岸

线保护区禁止建设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项目。

（四）为保护重要枢纽工程划定的岸线保护区，区内禁止建

设可能影响其安全与正常运行的项目。

第十七条 禁止在《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划

定的岸线保留区内投资建设除保障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

全、航道稳定以及保护生态环境以外的项目。

（一）规划期内，因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航道

稳定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必须建设的防洪护岸、河道治理、取水、

航道整治、公共管理、生态环境治理、国省重要基础设施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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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充分论证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许可程序。

（二）因暂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划定的岸线保留区，待河势

趋于稳定，具备岸线开发利用条件后，或在不影响后续防洪治理、

河道治理及航道整治的前提下，方可开发利用。

（三）为满足生活生态岸线开发需要划定的岸线保留区，除

建设生态公园、江滩风光带等项目外，不得建设其他生产设施。

（四）规划期内暂无开发利用需求划定的岸线保留区，因经

济社会发展确需开发利用的，经充分论证并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

行相关手续后，可参照岸线开发利用区或控制利用区管理。

第十八条 禁止在《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划定的

河段保护区、保留区内投资建设不利于水资源及自然生态保护的

项目。

第十九条 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投资建设除国家重

大战略资源勘查项目、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项目、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军事国防项目以及农牧民基本生产生活等必要的民生

项目以外的项目。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

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

变用途。

第二十条 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国家重大战略资源勘

查、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重大基础设施、军事国防以及农

牧民基本生产生活等必要的民生项目（包括深度贫困地区、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省级以下基础设施、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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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扶贫搬迁、民生发展等建设项目），选址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

本农田的，按程序严格论证后依法依规报批。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包括：岷江干流、

沱江干流、赤水河干流、嘉陵江干流、雅砻江干流）1公里〔指

长江干支流岸线边界（即水利部门河道管理范围边界）向陆域纵

深 1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合规园区外新建、扩建钢铁、石化、化

工、焦化、建材、有色等高污染项目。合规园区指列入《中国开

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 年版）》或是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

立的园区。高污染项目应严格按照《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7

年版）》“高污染”产品名录执行。

第二十三条 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国家石化、现代煤化工

等产业布局规划（包括但不限于《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修订

版）》《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的项目。

（一）严格控制新增炼油项目，未列入《石化产业规划布局

方案（修订版）》的新增炼油产能一律不得建设。

（二）新建煤制烯烃、煤制芳烃项目必须列入《现代煤化工

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必须符合《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境

准入条件（试行）》要求。

第二十四条 新建乙烯、对二甲苯（PX）、二苯基甲烷二

异氰酸酯（MDI）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批准的石

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核准。未列入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的新建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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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对二甲苯（PX）、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项目，

禁止建设。

第二十五条 禁止新建、扩建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明令禁止

的落后产能项目。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淘汰类项目，

禁止投资；限制类的新建项目，禁止投资，对属于限制类的现有

生产能力，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采取措施改造升级。

第二十六条 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国家产能置换要求的严

重过剩产能行业的项目。对于不符合国家产能置换要求的严重过

剩产能行业，不得以其他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备案新增产能项目。

第二十七条 禁止新建和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30万吨／年的

煤矿。

第二十八条 禁止建设以下燃油汽车投资项目（不在中国境

内销售产品的投资项目除外）：

（一）新建独立燃油汽车企业；

（二）现有汽车企业跨乘用车、商用车类别建设燃油汽车生

产能力；

（三）外省现有燃油汽车企业整体搬迁至本省（列入国家级

区域发展规划或不改变企业股权结构的项目除外）；

（四）对行业管理部门特别公示的燃油汽车企业进行投资

（企业原有股东投资或将该企业转为非独立法人的投资项目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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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四川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加强实施细则实施的统筹协调。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对本实

施细则实施的监管职责，并逐步完善本行业有关管理措施。

第三十条 各市（州）人民政府是落实实施细则的责任主体，

要结合自身实际，加强贯彻执行。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相关规定的，

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涉及事项，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文

件有更加严格规定的从其规定。本实施细则未直接列出事项且法

律依据充分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为试行，根据实施效果、法律法规

修订、上级政策调整等情况，按照规定的程序适时修订。

第三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四川省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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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自然保护区名录

2.风景名胜区名录

3.饮用水水源名录

4.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名录

5.国家湿地公园名录

6.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

7.长江四川段干流和主要支流范围

8.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四川部分）

9.实施细则涉及文件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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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自然保护区名录

序号 自然保护地名称
自然保护地

级别

行政区域

市（州）
县

（市、区）

一、国家级（32个）

1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阿坝州 汶川县

2 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广元市 青川县

3 四川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阿坝州 九寨沟县

4 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绵阳市 平武县

5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阿坝州 若尔盖县

6 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甘孜州
泸定县、康定市、

九龙县、石棉县

7 四川美姑大风顶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凉山州 美姑县

8 四川攀枝花苏铁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攀枝花市 西区、仁和区

9 四川马边大风顶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乐山市 马边县

10 四川长宁竹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宜宾市 长宁县

11 四川南莫且湿地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阿坝州 壤塘县

12 四川察青松多白唇鹿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甘孜州 白玉县

13 四川黑竹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乐山市 峨边县

14 四川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宜宾市 屏山县

15 四川格西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甘孜州 雅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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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自然保护地名称
自然保护地

级别

行政区域

市（州）
县

（市、区）

16 四川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甘孜州 石渠县

17 四川海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甘孜州 理塘县、稻城县

18 四川雪宝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绵阳市 平武县

19 四川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甘孜州 稻城县

20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绵阳市 北川县

21 四川诺水河珍稀水生动物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巴中市 通江县

22 四川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雅安市 石棉县

23 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阿坝州 九寨沟县

24 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雅安市 宝兴县

25 四川米仓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广元市 旺苍县

26 四川千佛山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绵阳市 安州区、北川县

27 四川龙溪—虹口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成都市 都江堰市

28 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成都市 彭州市

29 四川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阿坝州 小金县

30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宜宾市、泸州市

屏山县、叙州区、

翠屏区、南溪区、

长宁县、江安县、

纳溪区、江阳区、

龙马潭区、泸县、

叙永县、古蔺县、

合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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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自然保护地名称
自然保护地

级别

行政区域

市（州）
县

（市、区）

31 四川画稿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泸州市 叙永县

32 四川花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达州市 万源市

二、省级（63个）

1 四川大小兰沟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巴中市 南江县

2 四川驷马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巴中市 平昌县

3 四川冶勒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凉山州 冕宁县

4 四川白坡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攀枝花市 米易县

5 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阿坝州 理县

6 四川五台山猕猴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巴中市 通江县

7 四川申果庄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凉山州 越西县

8 四川二滩湿地鸟类自然保护区 省级 攀枝花市 盐边县

9 四川省宝顶沟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阿坝州 茂县

10 四川光雾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巴中市 南江县

11 四川麻咪泽自然保护区 省级 凉山州 雷波县

12 四川芹菜坪自然保护区 省级 乐山市 沐川县

13 四川贡杠岭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阿坝州
九寨沟县、

若尔盖县

14 四川诺水河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巴中市 通江县

15 四川马鞍山自然保护区 省级 凉山州 甘洛县

16 四川铁布梅花鹿自然保护区 省级 阿坝州 若尔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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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自然保护地名称
自然保护地

级别

行政区域

市（州）
县

（市、区）

17 四川鸭咀自然保护区 省级 凉山州 木里县

18 四川竹巴笼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甘孜州 巴塘县

19 四川百草坡自然保护区 省级 凉山州 金阳县

20 四川莫斯卡自然保护区 省级 甘孜州 丹巴县

21 四川螺髻山自然保护区 省级 凉山州 德昌县、普格县

22 四川亿比措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 省级 甘孜州
道孚县、康定县、

雅江县

23 四川九顶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德阳市 什邡市、绵竹市

24 四川下拥自然保护区 省级 甘孜州 得荣县

25 四川新路海自然保护区 省级 甘孜州 德格县

26 四川金汤孔玉自然保护区 省级 甘孜州 康定市

27 四川勿角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阿坝州 九寨沟县

28 四川卡莎湖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甘孜州 炉霍县

29 四川洛须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甘孜州 石渠县

30 四川雄龙西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甘孜州 新龙县

31 四川黄龙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阿坝州 松潘县

32 神仙山自然保护区 省级 甘孜州 雅江县

33 四川白羊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阿坝州 松潘县

34 四川泰宁玉科自然保护区 省级 甘孜州 道孚县

35 四川火龙沟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甘孜州 白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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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自然保护地名称
自然保护地

级别

行政区域

市（州）
县

（市、区）

36 四川草坡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阿坝州 汶川县

37 四川墨尔多山自然保护区 省级 甘孜州 丹巴县

38 四川曼则唐省级湿地保护区 省级 阿坝州 阿坝县

39 四川湾坝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甘孜州 九龙县

40 四川三打古自然保护区 省级 阿坝州 黑水县

41 四川宣汉县百里峡自然保护区 省级 达州市 宣汉县

42 四川蜂桶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达州市 万源市

43 四川水磨沟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广元市 朝天区

44 四川翠云廊古柏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广元市、绵阳市
剑阁县、昭化区、

梓潼县

45 四川九龙山自然保护区 省级 广元市 苍溪县

46 四川毛寨自然保护区 省级 广元市 青川县

47 四川东阳沟自然保护区 省级 广元市 青川县

48 四川汉王山东河湿地省级

自然保护区
省级 广元市 旺苍县

49 四川鞍子河自然保护区 省级 成都市 崇州市

50 四川龙泉湖自然保护区 省级 成都市 简阳市

51 四川片口自然保护区 省级 绵阳市 北川县

52 四川小河沟自然保护区 省级 绵阳市 平武县

53 四川观雾山自然保护区 省级 绵阳市 江油市

54 四川安县海绵生物礁自然保护区 省级 绵阳市 安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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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自然保护地名称
自然保护地

级别

行政区域

市（州）
县

（市、区）

55 四川大相岭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雅安市 荥经县

56 四川喇叭河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雅安市 天全县

57 四川天全河自然保护区 省级 雅安市 天全县

58 四川安岳恐龙化石群自然保护区 省级 资阳市 安岳县

59 四川荣县金花桫椤自然保护区 省级 自贡市 荣县

60 古蔺黄荆自然保护区 省级 泸州市 古蔺县

61 四川瓦屋山自然保护区 省级 眉山市 洪雅县

62 四川周公河珍稀鱼类省级

自然保护区
省级 雅安市、眉山市 雨城区、洪雅县

63 四川黑水河自然保护区 省级 成都市 大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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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风景名胜区名录

序

号
名称

自然保护地

级别

行政区域

市（州）
县

（市、区）

一、国家级（15个）

1 黄龙寺—九寨沟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阿坝州 九寨沟县、松潘县

2 峨眉山—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乐山市 市中区、峨眉山市

3 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成都市 都江堰市

4 剑门蜀道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广元市、绵阳市、

德阳市

昭化区、朝天区、剑阁

县，梓潼县、江油市、

游仙区，罗江县

5 蜀南竹海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宜宾市 长宁县、江安县

6 贡嘎山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甘孜州
泸定县、康定市、

九龙县

7 西岭雪山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成都市 大邑县

8 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阿坝州 小金县

9 石海洞乡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宜宾市 兴文县

10 邛海—螺髻山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凉山州
普格县、德昌县、

西昌市

11 白龙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广元市 青川县、利州区

12 光雾山—诺水河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巴中市 南江县、通江县

13 邛崃天台山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成都市 邛崃市

14 龙门山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成都市 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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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自然保护地

级别

行政区域

市（州）
县

（市、区）

15 米仓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广元市 旺苍县

二、省级（79个）

1 朝阳湖风景名胜区 省级 成都市 蒲江县

2 自流井—恐龙风景名胜区 省级 自贡市
自流井区、贡井区、大

安区、荣县、富顺县

3 蒙顶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雅安市 名山区、雨城区

4 鸡冠山—九龙沟风景名胜区 省级 成都市 崇州市

5 蓥华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德阳市 什邡市

6 黑龙滩风景名胜区 省级 眉山市 仁寿县

7 佛宝省级风景名胜区 省级 泸州市 合江县

8 玉蟾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泸州市 泸县

9 真佛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达州市 达川区

10 罗浮山—白水湖风景名胜区 省级 绵阳市 安州区

11 云台风景名胜区 省级 绵阳市 三台县

12 鼓城山—七里峡省级风景名胜区 省级 广元市 旺苍县

13 重龙—白云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内江市 资中县

14 彭祖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眉山市 彭山区

15 华蓥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广安市 华蓥市

16 百里峡风景名胜区 省级 达州市 宣汉县

17 泸沽湖风景名胜区 省级 凉山州 盐源县

18 马湖风景名胜区 省级 凉山州 雷波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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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自然保护地

级别

行政区域

市（州）
县

（市、区）

19 卡龙沟—达古冰川 省级 阿坝州 黑水县

20 云顶石城风景名胜区 省级 成都市 金堂县

21 丹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泸州市 叙永县

22 广德灵泉风景名胜区 省级 遂宁市 船山区

23 古湖风景名胜区 省级 内江市 隆昌市

24 槽鱼滩风景名胜区 省级 眉山市 洪雅县

25 中岩风景名胜区 省级 眉山市 青神县

26 白云风景名胜区 省级 南充市 蓬安县

27 芙蓉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宜宾市 珙县

28 筠连岩溶风景名胜区 省级 宜宾市 筠连县

29 田湾河风景名胜区 省级 雅安市 石棉县

30 夹金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雅安市、阿坝州 宝兴县、小金县

31 碧峰峡省级风景名胜区 省级 雅安市 雨城区

32 叠溪—松坪沟风景名胜区 省级 阿坝州 茂县

33 米亚罗风景名胜区 省级 阿坝州 理县

34 彝海风景名胜区 省级 凉山州 冕宁县

35 老君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宜宾市 屏山县

36 黑竹沟风景名胜区 省级 乐山市 峨边县

37 大渡河—美女峰风景名胜区 省级 乐山市 沙湾区

38 龙泉花果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成都市 龙泉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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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自然保护地

级别

行政区域

市（州）
县

（市、区）

39 黄龙溪风景名胜区 省级 成都市 双流区

40 窦圌山—佛爷洞风景名胜区 省级 绵阳市 江油市

41 乾元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绵阳市 江油市

42 李白故里风景名胜区 省级 绵阳市 江油市

43 龙潭风景名胜区 省级 攀枝花市 米易县

44 龙肘山—仙人湖风景名胜区 省级 凉山州 会理县

45 西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南充市 顺庆区、嘉陵区

46 锦屏风景名胜区 省级 南充市 阆中市

47 灵鹫山—大雪峰风景名胜区 省级 雅安市 芦山县

48 八台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达州市 万源市

49 升钟风景名胜区 省级 南充市 南部县

50 笔架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泸州市 合江县

51 富乐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绵阳市 游仙区

52 平安省级风景名胜区 省级 遂宁市 射洪县

53 玉龙湖风景名胜区 省级 泸州市 泸县

54 黄荆十节瀑布风景名胜区 省级 泸州市 古蔺县

55 九狮风景名胜区 省级 泸州市 龙马潭区

56 僰王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宜宾市 兴文县

57 二郎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雅安市 天全县

58 亚丁风景名胜区 省级 甘孜州 稻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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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自然保护地

级别

行政区域

市（州）
县

（市、区）

59 墨尔多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甘孜州 丹巴县

60 九顶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德阳市 绵竹市

61 紫岩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德阳市 绵竹市

62 天仙硐风景名胜区 省级 泸州市 纳溪区

63 龙潭汉阙风景名胜区 省级 达州市 渠县

64 越溪河风景名胜区 省级 宜宾市 宜宾县

65 太阳谷风景名胜区 省级 甘孜州 得荣县

66 千佛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绵阳市 安州区

67 三江风景名胜区 省级 阿坝州 汶川县

68 九鼎山—文镇沟大峡谷

风景名胜区
省级 阿坝州 茂县

69 神门风景名胜区 省级 巴中市 南江县

70 朱德故里—琳琅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南充市 仪陇县

71 小相岭—灵关古道风景名胜区 省级 凉山州 喜德县

72 小西湖—桫椤峡谷风景名胜区 省级 乐山市 五通桥区

73 阴平古道省级风景名胜区 省级 广元市 青川县

74 草坡风景名胜区 省级 阿坝州 汶川县

75 香巴拉七湖风景名胜区 省级 甘孜州 乡城县

76 木里藏寺群风景名胜区 省级 凉山州 木里县

77 木里恰朗多吉风景名胜区 省级 凉山州 木里县

78 理塘擦若溪 省级 甘孜州 理塘县

79 桃坪羌寨风景名胜区 省级 阿坝州 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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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饮用水水源名录

序号 市（州）县（市、区） 水源地名称 级别
水源地

类型

一、地级（52）

1 成都市 金牛区 成都市沙河刘家碾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地级 河流型

2 成都市 郫都区 成都市自来水六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地级 河流型

3 成都市 郫都区
成都市自来水七厂徐堰河、柏条河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地级 河流型

4 自贡市 荣县 双溪水库 地级 湖库型

5 攀枝花市 西区
攀枝花市观音岩水库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地级 湖库型

6 攀枝花市 仁和区 金沙江金江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7 泸州市 江阳区 长江五渡溪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8 泸州市 江阳区 长江观音寺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9 泸州市 龙马潭区 长江石堡湾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10 泸州市 纳溪区 团结水库 地级 湖库型

11 德阳市 旌阳区 德阳市西郊水厂地下水源地 地级 地下水型

12 德阳市 绵竹市 德阳市西郊水厂人民渠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13 德阳市 旌阳区 华强沟水库水源地 地级 湖库型

14 绵阳市 涪城区 涪江铁桥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15 绵阳市 游仙区 绵阳市仙鹤湖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地级 湖库型

16 广元市 利州区 上西水厂水源地 地级 地下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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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县（市、区） 水源地名称 级别
水源地

类型

17 广元市 利州区 城北水厂水源地 地级 地下水型

18 广元市 利州区 西湾爱心水厂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19 广元市 利州区 白龙水厂水源地 地级 湖库型

20 遂宁市 经开区 渠河 地级 河流型

21 遂宁市 蓬溪县 黑龙凼 地级 湖库型

22 内江市 经开区 沱江对口滩 地级 河流型

23 内江市 资中县 濛溪河头滩坝 地级 河流型

24 内江市 威远县 长沙坝-葫芦口水库 地级 湖库型

25 乐山市 沙湾区 大渡河安谷电站库区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26 乐山市 夹江县 青衣江陶渡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27 南充市 顺庆区 南充市主城区嘉陵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地级 河流型

28 南充市 高坪区
南充市第五自来水厂嘉陵江上徐村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地级 河流型

29 宜宾市
叙州区、

翠屏区
岷江菜坝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30 宜宾市 叙州区 金沙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31 广安市 广安区 渠江西来寺饮用水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32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区浓溪镇全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地级 湖库型

33 达州市 通川区 罗江库区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34 巴中市 巴州区 巴城大佛寺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级 河流型

35 巴中市 巴州区 化成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级 湖库型

36 雅安市 雨城区 青衣江黄泥岗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地级 河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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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眉山市 仁寿县 黑龙滩水库眉山市取水口 地级 湖库型

38 资阳市 雁江区 老鹰水库 地级 湖库型

39 阿坝州 马尔康市 大郎足沟查北村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40 阿坝州 马尔康市 磨子沟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41 阿坝州 马尔康市 西洛足卡沟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42 阿坝州 马尔康市 卡木拉足沟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43 阿坝州 马尔康市 燃灯足沟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44 阿坝州 马尔康市 热卡足沟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45 阿坝州 马尔康市 二台子沟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46 甘孜州 康定市 任家沟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47 甘孜州 康定市 瓦厂沟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48 甘孜州 康定市 龙头沟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49 甘孜州 康定市 榆林河驷马桥水源地 地级 河流型

50 凉山州 西昌市 邛海 地级 湖库型

51 凉山州 西昌市 西河两沟堰 地级 河流型

52 凉山州 西昌市 邛海 地级 湖库型

二、县级（235个）

1 成都市 龙泉驿区 龙泉驿水一厂宝狮湖饮用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2 成都市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自来水二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3 成都市 青白江区 清白江大河马棚堰分干渠饮用水源 县级 河流型

4 成都市 新都区 新都区三水厂石堤堰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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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都市 温江区 温江区自来水厂饮用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6 成都市 温江区 温江区金马自来水厂饮用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7 成都市 温江区
温江区金强寿安水厂天师堰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8 成都市 双流区 双流岷江自来水厂金马河饮用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9 成都市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西区水厂沙黑河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10 成都市 彭州市
彭州市龙门山镇沙金河凤鸣湖段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11 成都市 邛崃市 邛崃市南河石河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12 成都市 崇州市 崇州市崇阳镇地下水饮用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13 成都市 崇州市 崇州市城区棋盘村北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县级 地下水型

14 成都市 简阳市 张家岩水库 县级 湖库型

15 成都市 金堂县 金堂县北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16 成都市 金堂县 金堂县东风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湖库型

17 成都市 金堂县 红旗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湖库型

18 成都市 大邑县 第四自来水厂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9 成都市 大邑县 大邑县晋原三水厂饮用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20 成都市 蒲江县 蒲江县二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21 成都市 蒲江县 蒲江县百丈湖右干渠茅草梗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22 成都市 新津县 新津县西河白溪堰饮用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23 自贡市 沿滩区 碾子滩水库 县级 湖库型

24 自贡市 富顺县 镇溪河高硐堰 县级 湖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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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攀枝花市 西区 金沙陶家渡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26 攀枝花市 东区 荷花池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27 攀枝花市 东区 密地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28 攀枝花市 东区 高粱坪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29 攀枝花市 仁和区 胜利水库 县级 湖库型

30 攀枝花市 米易县 晃桥水库 县级 湖库型

31 攀枝花市 盐边县 桐子林镇雅砻江纳尔河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32 泸州市 合江县 长江黄溪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33 泸州市 叙永县 南门河土地坳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34 泸州市 叙永县 红岩水厂阳尘河和三岔河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35 泸州市 古蔺县 龙爪河龙爪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36 泸州市 古蔺县 古蔺县毛家岩水库 县级 湖库型

37 德阳市 罗江区 罗江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38 德阳市 广汉市 广汉市三星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39 德阳市 什邡市 什邡市三水厂人民渠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40 德阳市 什邡市 八角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41 德阳市 绵竹市
绵竹市城市地下水第一、二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42 德阳市 绵竹市 绵竹市柏林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43 德阳市 绵竹市 一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湖库型

44 德阳市 中江县 继光水厂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45 绵阳市 安州区 安县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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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绵阳市 江油 城南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47 绵阳市 江油 涪江岩嘴头饮用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48 绵阳市 三台县
绵阳市三台县二水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49 绵阳市 梓潼县 梓江马溜坝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50 绵阳市 梓潼县 县自来水公司西河村饮用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51 绵阳市 盐亭县 盐亭县二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52 绵阳市
北川羌族

自治县
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安昌河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53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余家山沟蜈蚣口 县级 河流型

54 广元市 苍溪县 嘉陵江亭子口饮用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55 广元市 苍溪县 大洋沟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56 广元市 旺苍县 东河城市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57 广元市 剑阁县 龙王潭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58 广元市 青川县 乔庄河卡子河坝饮用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59 广元市 昭化区 渔洞河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60 广元市 朝天区 潜溪河龙洞背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61 广元市 朝天区 安乐河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62 遂宁市 安居区 白安河红岩子饮用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63 遂宁市 射洪县 龙滩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64 遂宁市 大英县 寸塘口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65 遂宁市 蓬溪县 赤城湖 县级 湖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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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内江市 隆昌市 古宇湖水库 县级 湖库型

67 内江市 隆昌市 柏林寺水库 县级 湖库型

68 内江市 资中县 沱江老母岩 县级 河流型

69 内江市 威远县 镇西河口水库 县级 湖库型

70 乐山市 金口河区 小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71 乐山市 金口河区 班竹河刘家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72 乐山市 犍为县 杨泗庙水厂岷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73 乐山市 犍为县 马边河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74 乐山市 井研县 大佛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75 乐山市
夹江县、

峨眉山市
夹江县、峨眉山市青衣江群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76 乐山市 峨眉山市 峨眉山虎溪河高洞口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77 乐山市 沐川县 芹菜坪河洗脚溪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78 乐山市 沐川县 沐川县建和乡石围村桃花溪 县级 河流型

79 乐山市 沐川县 沐川县建和乡官田村石灰窑电站引水渠 县级 河流型

80 乐山市
峨边彝族

自治县
白沙河麻柳湾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81 乐山市
马边彝族

自治县
高石头沟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82 南充市 阆中市 阆中市嘉陵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83 南充市 南部县 五庙山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84 南充市 西充县 九龙潭水库 县级 湖库型

85 南充市 营山县 幸福水库 县级 湖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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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南充市 蓬安县 蓬安县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87 南充市 仪陇县
仪陇县新政（县城）嘉陵江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88 宜宾市 临港经开区 长江涪溪口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89 宜宾市 南溪区 长江西门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90 宜宾市 江安县 长江苗儿沱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91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河莲子湾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92 宜宾市 兴文县 古宋河三角沱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93 宜宾市 高县 南广河仙人岩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94 宜宾市 高县 惠泽水库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95 宜宾市 屏山县 金鱼洞水库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96 宜宾市 珙县 漂水岩水库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97 宜宾市 叙州区 华咀取水点 县级 地下水型

98 宜宾市 筠连县 塘坝乡木映村清溪沟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99 宜宾市 筠连县 大龙塘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100 广安市 前锋区 龙滩河道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01 广安市 华蓥市 天池湖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102 广安市 岳池县 响水滩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103 广安市 岳池县 贺家盖全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104 广安市 武胜县 嘉陵江白滩村牟家湾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05 广安市 邻水县 关门石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106 达州市 宣汉县 后河徐家坡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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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达州市 万源市 后河偏岩子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08 达州市 万源市 观音峡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

109 达州市 万源市 银洞子一号 县级 地下水

110 达州市 万源市 银洞子二号 县级 地下水

111 达州市 大竹县 乌木滩水库 县级 湖库型

112 达州市 大竹县 龙潭水库 县级 湖库型

113 达州市 渠县 渠县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114 达州市 开江县 宝石桥水库 县级 湖库型

115 巴中市 恩阳区 恩阳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毛水口） 县级 河流型

116 巴中市 通江县 小通江河沉渡潭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17 巴中市 通江县 方田坝—二郎庙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118 巴中市 南江县 金台水库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19 巴中市 平昌县 通河刘家河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20 巴中市 平昌县 双桥水库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121 雅安市 名山县 徐家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22 雅安市 名山县 名左渠东岭山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23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县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124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永定桥水库 县级 湖库型

125 雅安市 石棉县 大口井泵房饮用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126 雅安市 石棉县 彩虹桥深井泵房饮用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127 雅安市 石棉县 西区水厂大口井饮用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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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雅安市 石棉县 大洪沟依水潭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129 雅安市 天全县 青石乡响水溪饮用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130 雅安市 芦山县 三水厂羊圈门县城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131 雅安市 芦山县 第一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132 雅安市 芦山县 龙门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133 雅安市 宝兴县 教场沟主沟县城饮用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34 雅安市 宝兴县 两河口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县级 河流型

135 眉山市 仁寿县 黑龙滩水库民生隧洞取水口 县级 湖库型

136 眉山市 彭山区 龚家堰水库 县级 湖库型

137 眉山市 青神县 复兴水库 县级 湖库型

138 眉山市 丹棱县 梅湾水库 县级 湖库型

139 眉山市 洪雅县 青衣江马河山取水口 县级 河流型

140 眉山市 洪雅县 总岗山水库 县级 湖库型

141 资阳市 安岳县 七里桥 县级 河流型

142 资阳市 安岳县 朝阳水库 县级 湖库型

143 资阳市 乐至县 八角庙水库 县级 湖库型

144 资阳市 乐至县 棉花沟水库 县级 湖库型

145 阿坝州 金川县 一水厂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46 阿坝州 金川县 万林乡杰士杰沟大火烧坡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47 阿坝州 金川县 小火烧坡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48 阿坝州 小金县 圆洞子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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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县（市、区） 水源地名称 级别
水源地

类型

149 阿坝州 小金县 鸹鸹鸡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50 阿坝州 小金县 水海子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51 阿坝州 阿坝县 阿坝镇五村阿曲河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县级 地下水型

152 阿坝州 若尔盖县 班佑乡姜冬村姜冬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53 阿坝州 若尔盖县 热曲河红光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54 阿坝州 若尔盖县 热曲河流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55 阿坝州 红原县 徐哈鳌若河阿拉基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56 阿坝州 红原县 龙壤河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57 阿坝州 壤塘县 竹柯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58 阿坝州 壤塘县 竹青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59 阿坝州 汶川县 岷江过街楼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60 阿坝州 理县 来生足沟打色尔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61 阿坝州 理县 胆扎木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62 阿坝州 茂县 岷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63 阿坝州 松潘县 岷江麻依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64 阿坝州 九寨沟县 安乐乡姚家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65 阿坝州 九寨沟县 白河乡太平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66 阿坝州 九寨沟县 白水江安乐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67 阿坝州 黑水县 谷汝沟谷汝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68 阿坝州 黑水县 谷汝村谷汝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69 阿坝州 黑水县 二谷鲁沟二谷鲁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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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县（市、区） 水源地名称 级别
水源地

类型

170 甘孜州 泸定县 羊圈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71 甘孜州 泸定县 木角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72 甘孜州 丹巴县 大马沟甲设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73 甘孜州 丹巴县 格桠沟格桠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74 甘孜州 九龙县 磨房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75 甘孜州 九龙县 八家铺子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76 甘孜州 九龙县 邓家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77 甘孜州 雅江县 格西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78 甘孜州 雅江县 密西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79 甘孜州 道孚县 道孚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80 甘孜州 道孚县 龙普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81 甘孜州 炉霍县 厂龙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82 甘孜州 炉霍县 尖尖山陡日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83 甘孜州 甘孜县 卓达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84 甘孜州 甘孜县 绒岔沟呷西卡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85 甘孜州 新龙县 甲拉西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86 甘孜州 新龙县 日龙普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87 甘孜州 德格县 欧普隆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88 甘孜州 德格县 八里隆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89 甘孜州 白玉县 比科沟亚通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90 甘孜州 白玉县 磨房沟麻通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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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县（市、区） 水源地名称 级别
水源地

类型

191 甘孜州 白玉县 木工沟亚通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92 甘孜州 石渠县 翁曲河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93 甘孜州 石渠县 打测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94 甘孜州 色达县 色拉沟姑咱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95 甘孜州 色达县 二条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96 甘孜州 理塘县 夺曲河卡灰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97 甘孜州 巴塘县 亚切拉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98 甘孜州 乡城县 冷龙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199 甘孜州 乡城县 玛依河仁真拥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200 甘孜州 稻城县 贡巴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201 甘孜州 稻城县 余德沟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202 甘孜州 得荣县 亭子沟格绒勇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203 甘孜州 得荣县 格绒沟格子达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204 凉山州 德昌县 老鹰沟王家坪子村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205 凉山州 冕宁县 大桥水库水源地 县级 湖库型

206 凉山州 冕宁县 北山坝水源地 县级 河流型

207 凉山州 会理县 红旗水库 县级 湖库型

208 凉山州 会理县 羊木村 县级 地下水型

209 凉山州 会东县 普发村 县级 地下水型

210 凉山州 会东县 堵格镇老榨房 县级 地下水型

211 凉山州 宁南县 水营盘 县级 地下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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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212 凉山州 宁南县 石洛沟唐家坪 县级 河流型

213 凉山州 宁南县 新村乡龙洞河 县级 地下水型

214 凉山州 甘洛县 吉日坡 县级 地下水型

215 凉山州 甘洛县 比一市沙俄祖 县级 地下水型

216 凉山州 越西县 大水沟 县级 地下水型

217 凉山州 雷波县 燕子岩 县级 地下水型

218 凉山州 雷波县 石卡拉 县级 地下水型

219 凉山州 布拖县 木切勒黑山嘎求史 县级 地下水型

220 凉山州 昭觉县 瓦曲沟瓦曲村 县级 河流型

221 凉山州 昭觉县 果洛日达沟 县级 河流型

222 凉山州 美姑县 本石来俄 县级 地下水型

223 凉山州 美姑县 嘎洛觉沟约先觉莫 县级 河流型

224 凉山州 金阳县 莱莱寨 县级 地下水型

225 凉山州 金阳县 包谷山龙乡 县级 地下水型

226 凉山州 木里县 董家沟马家村 县级 河流型

227 凉山州 木里县 阿家士沟马家村 县级 河流型

228 凉山州 盐源县 金洞子河 县级 河流型

229 凉山州 盐源县 泡尔湾沟 县级 河流型

230 凉山州 盐源县 铜厂沟 县级 河流型

231 凉山州 盐源县 夏家沟 县级 河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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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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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凉山州 盐源县 炭厂沟公母山 县级 河流型

233 凉山州 普格县 油房沟金洞子 县级 河流型

234 凉山州 普格县 大槽河 县级 河流型

235 凉山州 喜德县 贺波洛河瓦吉村 县级 河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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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名录

序号 位置 名称

一、国家级（30个）

1 通江县 大通江河岩原鲤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 大英县、中江县 郪江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3 广安市广安区、前锋区 渠江黄颡鱼白甲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4 武胜县 嘉陵江岩原鲤中华倒刺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5 盐亭县 梓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6 仪陇县 仪陇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7 资中县 濛溪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8 平昌县 通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9 南部县 嘉陵江南部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0 阆中市 构溪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1 宣汉县 后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2 万源市 龙潭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3 达州市通川区、达川区 巴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4 南江县 焦家河重口裂腹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5 巴中市恩阳区、巴州区 恩阳河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6 渠县 巴河岩原鲤华鲮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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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位置 名称

17 青川县 清江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8 广元市利州区 南河白甲鱼瓦氏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9 广元市昭化区 硬头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0 剑阁县 西河剑阁段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1 青神县、乐山市市中区 岷江长吻鮠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2 泸县 濑溪河翘嘴鲌蒙古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3 岳池县 渠江岳池段长薄鳅大鳍鱯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4 西充县 李家河鲫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5 营山县 消水河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6 富顺县 镇溪河南方鲇翘嘴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7 苍溪县 插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8 邻水县 大洪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9 三台县 凯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30 平武县、北川县、江油市 平通河裂腹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二、省级（8个）

1 冕宁县 雅砻江鲈鲤长丝裂腹鱼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 炉霍县 阿拉沟高原冷水性鱼类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3 遂宁市安居区 琼江翘嘴红鲌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4 旺苍县 东河上游特有鱼类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5 南充市高坪区、顺庆区 嘉陵江南充段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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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位置 名称

6 泸州市龙马潭区 龙溪河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7 梓潼县 潼江河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位

8 会理县 鲹鱼河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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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国家湿地公园名录

序

号
湿地公园名称 级别

国家试点

日期

验收通过

日期
所在地

1 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2009.12.23 2013.10.8 广元市利州区

2 四川邛海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2013.12.31 2014.12.31 凉山州西昌市

3 四川构溪河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2011.3.25 2015.12.31 南充市阆中市

4 四川大瓦山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2011.3.25 2016.8.16 乐山市金口河区

5 四川柏林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2011.12.12 2016.8.16 广元市元坝区

6 四川若尔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2011.12.12 2016.8.16 阿坝州若尔盖县

7 四川犍为桫椤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2011.12.12 2017.12.25 乐山市犍为县

8 四川西充青龙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2012.12.31 2017.12.25 南充市西充县

9 四川南充升钟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2.12.31 \ 南充市南部县

10 四川遂宁观音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2.12.31 \ 遂宁市船山区

11 四川新津白鹤滩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3.12.31 \ 成都市新津县

12 四川仁寿黑龙滩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3.12.31 \ 眉山市仁寿县

13 四川营山清水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3.12.31 \ 南充市营山县

14 四川阿坝多美林卡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4.12.31 \ 阿坝州阿坝县

15 四川红原嘎曲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4.12.31 \ 阿坝州红原县

16 四川松潘岷江源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4.12.31 \ 阿坝州松潘县

17 四川蓬安相如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4.12.31 \ 南充市蓬安县

18 四川平昌驷马河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4.12.31 \ 巴中市平昌县



— 41—

序

号
湿地公园名称 级别

国家试点

日期

验收通过

日期
所在地

19 四川隆昌古宇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4.12.31 \ 内江市隆昌县

20 四川绵阳三江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5.12.31 \ 绵阳市游仙区、

经开区

21 四川广安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5.12.31 \ 广安市广安区、

岳池县

22 四川纳溪凤凰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5.12.31 \ 泸州市纳溪区

23 四川雷波马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5.12.31 \ 凉山州雷波县

24 四川白玉拉龙措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5.12.31 \ 甘孜州白玉县

25 四川渠县柏水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6.12.30 \ 达州市渠县

26 四川炉霍鲜水河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6.12.30 \ 甘孜州炉霍县

27 四川沙湾大渡河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6.12.30 \ 乐山市沙湾区

28 四川巴塘姊妹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6.12.30 \ 甘孜州巴塘县

29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试点 2016.12.30 \ 绵阳市江油市



— 42 —

附件 6

四川省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
序号 水功能区名称 所在一级水功能区名称 水系

河流、

湖库

范 围 长度
(km)

面积
(km2)起始断面 终止断面

一、一级水功能区（221个）

1 金沙江川藏滇缓冲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上 金沙江 青川省界 香格里拉江东 704.0 \
2 赠曲新龙、白玉源头水保护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上 赠曲 源头 纳塔 40.0 \
3 赠曲白玉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上 赠曲 纳塔 入金沙江口 188.0 \
4 硕曲河理塘源头水保护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上 硕曲 源头 喇嘛亚 45.0 \
5 硕曲河理塘、乡城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上 硕曲 喇嘛亚 洞松 159.0 \
6 硕曲河（东旺河）川滇缓冲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上 硕曲 洞松 珠来 12.0 \
7 硕曲河（东旺河）滇川缓冲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上 硕曲 色仓 毛屋 9.0 \
8 硕曲河得荣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上 硕曲 毛屋 入定曲河口 20.0 \
9 宁蒗河滇川缓冲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宁蒗河 宁蒗石丫口电站 马尔它 6.4 \
10 宁蒗河盐源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宁蒗河 马尔它 入前所河口 23.0 \
11 鳡鱼河滇川缓冲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鳡鱼河 华坪糖房 太平 11.0 \
12 鳡鱼河盐边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鳡鱼河 太平 入雅砻江河口 49.0 \

13 雅砻江称多、石渠源头水

保护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雅砻江 源头 宜牛 188.0 \

14 雅砻江石渠、甘孜、西昌

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雅砻江 宜牛 周家坪 983.0 \

15 雅砻江二滩水库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雅砻江 周家坪 二滩水库 157.0 \
16 雅砻江攀枝花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雅砻江 二滩水库 入金沙江河口 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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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鲜水河青川缓冲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鲜水河 下红科 泥朵乡 20.0 \
18 鲜水河炉霍、道孚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鲜水河 泥朵乡 入雅砻江口 401.0 \
19 达曲源头水保护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达曲 源头 大德 90.0 \
20 达曲甘孜、炉霍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达曲 大德 入鲜水河口 222.0 \
21 卧罗河源头水保护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卧罗河 源头 卫城镇 28.0 \
22 卧罗河盐源、木里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卧罗河 卫城镇 入理塘河 139.0 \
23 安宁河冕宁源头水保护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安宁河 源头 大桥 67.0 \
24 安宁河冕宁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安宁河 大桥 漫水湾 43.0 \
25 安宁河冕宁、西昌开发利用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安宁河 漫水湾 上烂坝 49.0 \
26 安宁河西昌、攀枝花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安宁河 上烂坝 弯坵火车站 72.0 \
27 安宁河米易开发利用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安宁河 弯坵火车站 米易坊田大桥 59.0 \
28 安宁河攀枝花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安宁河 米易坊田大桥 入雅砻江河口 11.0 \
29 邛海保护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邛海 邛海 31.0
30 金沙江滇川 1号缓冲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丽江达可 丽江泥罗 44.1 \
31 金沙江滇川 2号缓冲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永仁拉姑 格里坪马上街 25.0 \
32 金沙江攀枝花开发利用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格里坪马上街 拉鲊 73.1 \
33 金沙江攀枝花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拉鲊 西拉么 21.2 \
34 金沙江滇川 3号缓冲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西拉么 元谋大湾子 21.8 \

35 金沙江滇川 4号缓冲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出滇界 5km处
向家坝水电站坝

轴线下 1.8km 585.0 \

36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

（金沙江干流段）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向家坝水电站坝轴

线下 1.8km 岷江口 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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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金沙江宜宾市开发利用区

（左岸）
\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柏溪镇 岷江口 16.9 \

38 水洛河源头水保护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水洛河 源头 麦日 160.0 \
39 水洛河稻城保留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水洛河 麦日 油米 140.0 \
40 水洛河川滇缓冲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水洛河 油米 入金沙江口 21.0 \
41 新庄河滇川缓冲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新庄河 华坪大村 入金沙江口 8.8 \
42 横江滇川缓冲区 \ 金沙江石鼓以下 横江 盐津滩头 入金沙江口 50.0 \
43 大渡河青川缓冲区 \ 岷沱江 大渡河 灯塔 亚尔囊鄂 30.0 \

44 大渡河甘孜、雅安、乐山

保留区
\ 岷沱江 大渡河 亚尔囊鄂 沙湾镇上场口 810.0 \

45 大渡河乐山市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大渡河 沙湾镇上场口 入岷江口 30.0 \
46 阿柯河阿坝保留区 \ 岷沱江 阿柯河 安斗 入大渡河口 90.0 \
47 绰斯甲河班玛源头水保护区 \ 岷沱江 绰斯甲河 源头 西穷 187.0 \
48 绰斯甲河壤塘、金川保留区 \ 岷沱江 绰斯甲河 西穷 入大金川口 214.0 \
49 小金川小金源头水保护区 \ 岷沱江 小金川 源头 两河镇 40.0 \
50 小金川小金保留区 \ 岷沱江 小金川 两河镇 入大渡河口 124.0 \
51 岷江松潘源头水保护区 \ 岷沱江 岷江 源头 山巴 45.0 \
52 岷江松潘保留区 \ 岷沱江 岷江 山巴 下泥巴 33.0 \
53 岷江松潘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岷江 下泥巴 西宁关 6.5 \
54 岷江松潘、茂县保留区 \ 岷沱江 岷江 西宁关 大河坝 77.0 \
55 岷江茂县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岷江 大河坝 牟拓 27.0 \
56 岷江茂县、汶川保留区 \ 岷沱江 岷江 牟拓 映秀湾水库坝址 68.0 \
57 岷江紫坪铺水库保留区 \ 岷沱江 岷江 映秀湾水库坝址 紫坪铺水库坝址 41.5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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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岷江都江堰市保留区 \ 岷沱江 岷江 紫坪铺水库坝址 鱼嘴 6.0 \
59 岷江都江堰保护区 \ 岷沱江 岷江 鱼嘴 人字堤末端 2.0 \
60 岷江都江堰、新津保留区 \ 岷沱江 岷江 人字堤末端 梁筏子 66.8 \
61 岷江新津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岷江 梁筏子 董河坝 15.0 \
62 岷江新津、彭山保留区 \ 岷沱江 岷江 董河坝 青龙镇 7.2 \
63 岷江彭山、眉山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岷江 青龙镇 汤坝子 41.2 \
64 岷江青神保留区 \ 岷沱江 岷江 汤坝子 关帝庙 63.0 \
65 岷江乐山市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岷江 关帝庙 水银坝 37.5 \
66 岷江犍为、宜宾保留区 \ 岷沱江 岷江 水银坝 月波 44.4 \

67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

护区（岷江河口段）
\ 岷沱江 岷江 月波 入长江口 90.1 \

68 岷江宜宾市开发利用区（右岸） \ 岷沱江 岷江 喜捷 入长江口 15.0 \
69 岷江屏山开发利用区（左右岸） \ 岷沱江 岷江 永康村 石盘村 9.5 \
70 黑水河黑水源头水保护区 \ 岷沱江 黑水河 源头 双溜索 156.0 \
71 黑水河黑水保留区 \ 岷沱江 黑水河 双溜索 入岷江口 51.0 \
72 杂谷脑河源头水保护区 \ 岷沱江 杂谷脑河 源头 大郎坝 30.0 \
73 杂谷脑河米亚罗自然保护区 \ 岷沱江 杂谷脑河 大郎坝 米亚罗镇 9.0 \
74 杂谷脑河理县、汶川保留区 \ 岷沱江 杂谷脑河 米亚罗镇 入岷江河口 117.0 \
75 府河郫县、成都保留区 \ 岷沱江 府河 石堤堰 马家沱 15.0 \
76 府河成都市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府河 马家沱 华阳 47.0 \
77 府河双流、彭山保留区 \ 岷沱江 府河 华阳 入岷江河口 55.0 \
78 南河都江堰、成都保留区 \ 岷沱江 南河 河源 黄田坝 50.0 \
79 南河成都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南河 黄田坝 合江亭 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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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青衣江宝兴源头水保护区 \ 岷沱江 青衣江 源头 锅粑岩 60.0 \
81 青衣江蜂桶寨大熊猫保护区 \ 岷沱江 青衣江 锅粑岩 大河坝 30.0 \
82 青衣江芦山、雅安保留区 \ 岷沱江 青衣江 大河坝 多营坪 60.0 \
83 青衣江雅安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青衣江 多营坪 朱家坝 17.2 \
84 青衣江雅安、乐山保留区 \ 岷沱江 青衣江 朱家坝 漹城镇千佛岩 84.0 \
85 青衣江乐山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青衣江 漹城镇千佛岩 草鞋渡 26.0 \
86 越溪河威远源头水保护区 \ 岷沱江 越溪河 源头 越溪镇 6.0 \

87 越溪河威远、仁寿、荣县

保留区
\ 岷沱江 越溪河 越溪镇 长山镇 55.0 \

88 越溪河小井沟水库饮用水源

保护区
\ 岷沱江 越溪河 长山镇 小井沟水库大坝 20.0 \

89 越溪河荣县、宜宾保留区 \ 岷沱江 越溪河 小井沟水库大坝 码头上 123.9 \

90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越溪河段）
\ 岷沱江 越溪河 码头上 谢家岩 32.1 \

91 沱江绵竹源头水保护区 \ 岷沱江 沱江 源头 汉旺 47.7 \
92 沱江绵竹、德阳保留区 \ 岷沱江 沱江 汉旺 曾家山 45.5 \
93 沱江德阳市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沱江 曾家山 青龙庙 22.5 \
94 沱江德阳、金堂保留区 \ 岷沱江 沱江 青龙庙 清江乡 21.6 \
95 沱江金堂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沱江 清江乡 悦来 21.0 \
96 沱江金堂、简阳保留区 \ 岷沱江 沱江 悦来 石钟滩 65.0 \
97 沱江简阳市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沱江 石钟滩 新市镇 22.6 \
98 沱江简阳、资阳保留区 \ 岷沱江 沱江 新市镇 孙家院子 43.3 \
99 沱江资阳市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沱江 孙家院子 麻柳湾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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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沱江资阳、资中保留区 \ 岷沱江 沱江 麻柳湾 五里店 68.2 \
101 沱江资中县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沱江 五里店 硫酸厂 18.5 \
102 沱江资中、内江保留区 \ 岷沱江 沱江 硫酸厂 史家镇 21.6 \
103 沱江内江市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沱江 史家镇 石庙村 38.0 \
104 沱江内江、富顺保留区 \ 岷沱江 沱江 石庙村 川王庙 67.9 \
105 沱江富顺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沱江 川王庙 丁家渡 22.6 \
106 沱江富顺、泸州保留区 \ 岷沱江 沱江 丁家渡 胡市镇 72.7 \

107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

保护区（沱江口段）
\ 岷沱江 沱江 胡市镇 入长江口 17.0 \

108 釜溪河长葫水库饮用水保护区 \ 岷沱江 釜溪河 河源 葫芦口水库大坝 64.0 \
109 釜溪河威远、自贡保留区 \ 岷沱江 釜溪河 葫芦口水库大坝 麻柳湾 49.0 \
110 釜溪河自贡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釜溪河 麻柳湾 唐家坝 26.0 \
111 釜溪河自贡保留区 \ 岷沱江 釜溪河 唐家坝 入沱江口 51.0 \
112 旭水河双溪水库饮用水保护区 \ 岷沱江 旭水河 河源 双溪水库大坝 12.0 \
113 旭水河自贡保留区 \ 岷沱江 旭水河 双溪水库大坝 桥头堰 71.0 \
114 旭水河自贡开发利用区 \ 岷沱江 旭水河 桥头堰 双河口 33.0 \
115 大清流河资阳、内江保留区 \ 岷沱江 大清流河 河源 内江市石子镇 46.0 \

116 大清流河川渝缓冲区 \ 岷沱江 大清流河 内江市石子镇
荣昌县吴家镇

万古村
3.0 \

117 大清流河渝川缓冲区 \ 岷沱江 大清流河 清流镇冯家坪村 内江市平坦镇 3.0 \
118 大清流河内江保留区 \ 岷沱江 大清流河 内江市平坦镇 入沱江口 69.0 \
119 濑溪河渝川缓冲区 \ 岷沱江 濑溪河 清江镇竹林坝村 福集 16.5 \
120 濑溪河泸县保留区 \ 岷沱江 濑溪河 福集 入沱江口 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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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嘉陵江陕川缓冲区 \ 嘉陵江 嘉陵江 燕子砭 大滩 15.0 \
122 嘉陵江广元保留区 \ 嘉陵江 嘉陵江 大滩 冉家河火车站 20.0 \
123 嘉陵江广元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嘉陵江 冉家河火车站 昭化 30.0 \

124 白龙江碌曲若尔盖源头水

保护区
\ 嘉陵江 白龙江 源头 康多 78.0 \

125 白龙江铁布自然保护区 \ 嘉陵江 白龙江 康多 达木 23.0 \
126 白龙江武都广元保留区 \ 嘉陵江 白龙江 东江 昭化 243.0 \
127 下寺河唐家河自然保护区 \ 嘉陵江 下寺河 河源 清溪 35.0 \
128 下寺河青川广元保留区 \ 嘉陵江 下寺河 清溪 入白龙江口 169.0 \
129 白水江源头水保护区 \ 嘉陵江 白水江 源头 大录乡 59.0 \
130 白水江九寨沟县保留区 \ 嘉陵江 白水江 大录乡 郭元 130.0 \
131 白水江川甘缓冲区 \ 嘉陵江 白水江 郭元 朱元坝 15.0 \
132 白河九寨沟自然保护区 \ 嘉陵江 九寨沟 河源 沟口 38.0 \
133 涪江源头水保护区 \ 嘉陵江 涪江 源头 水晶镇 82.0 \
134 涪江平武、江油保留区 \ 嘉陵江 涪江 水晶镇 老坪坝 173.0 \
135 涪江江油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涪江 老坪坝 黄瓜园 18.0 \
136 涪江江油、绵阳保留区 \ 嘉陵江 涪江 黄瓜园 石马 17.0 \
137 涪江绵阳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涪江 石马 丰谷镇 27.5 \
138 涪江绵阳、三台保留区 \ 嘉陵江 涪江 丰谷镇 新德镇 50.0 \
139 涪江三台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涪江 新德镇 冉家坝 18.5 \
140 涪江三台、射洪保留区 \ 嘉陵江 涪江 冉家坝 广兴场 35.0 \
141 涪江射洪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涪江 广兴场 紫云宫 23.0 \
142 涪江射洪、遂宁保留区 \ 嘉陵江 涪江 紫云宫 桂花镇 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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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涪江遂宁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涪江 桂花镇 遂宁市龙凤场 30.5 \
144 涪江川渝缓冲区 \ 嘉陵江 涪江 遂宁市龙凤场 潼南县玉溪镇 30.0 \
145 琼江乐至、遂宁保留区 \ 嘉陵江 琼江 河源 麻子滩水库进口 35.0 \
146 琼江遂宁饮用水保护区 \ 嘉陵江 琼江 麻子滩水库进口 麻子滩水库出口 8.0 \
147 琼江遂宁保留区 \ 嘉陵江 琼江 麻子滩水库出口 遂宁市大安镇 52.0 \
148 琼江川渝缓冲区 \ 嘉陵江 琼江 遂宁市大安镇 潼南县光辉镇 9.0 \
149 渠江南江源头水保护区 \ 嘉陵江 渠江 源头 南江 50.0 \
150 渠江南江、巴中保留区 \ 嘉陵江 渠江 南江 浅水湾 70.0 \
151 渠江巴中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渠江 浅水湾 谢家碥 16.0 \
152 渠江巴中、平昌保留区 \ 嘉陵江 渠江 谢家碥 神浪滩 100.0 \
153 渠江平昌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渠江 神浪滩 泻巴河 9.0 \
154 渠江平昌、渠县保留区 \ 嘉陵江 渠江 泻巴河 锡溪 188.0 \
155 渠江渠县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渠江 锡溪 李渡河 17.1 \
156 渠江渠县、广安保留区 \ 嘉陵江 渠江 李渡河 欧家溪 80.0 \
157 渠江广安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渠江 欧家溪 官盛 12.0 \
158 渠江广安、岳池保留区 \ 嘉陵江 渠江 官盛 罗渡 45.0 \
159 渠江川渝缓冲区 \ 嘉陵江 渠江 罗渡 合川市码头镇青坝 18.0 \
160 月滩河陕川缓冲区 \ 嘉陵江 月滩河 仁村 澌波 41.0 \
161 月滩河通江保留区 \ 嘉陵江 月滩河 澌波 河口 65.0 \
162 通江通江保留区 \ 嘉陵江 通江 源头 石桥沟 214.9 \
163 通江平昌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通江 石桥沟 入巴河口 5.1 \
164 小通江陕川缓冲区 \ 嘉陵江 小通江 福成 诺水河镇 29.0 \
165 小通江通江保留区 \ 嘉陵江 小通江 诺水河镇 涪阳镇 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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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小通江通江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小通江 涪阳镇 河口（小江口） 31.5 \
167 州河渝川缓冲区 \ 嘉陵江 州河 城口县明通镇 宣汉县鸡唱乡 7.0 \
168 州河宣汉保留区 \ 嘉陵江 州河 宣汉县鸡唱乡 南坝 96.0 \
169 州河宣汉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州河 南坝 王咀岩 56.2 \
170 州河宣汉、达州保留区 \ 嘉陵江 州河 王咀岩 洋烈乡 20.0 \
171 州河达州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州河 洋烈乡 渡市镇 67.0 \
172 州河达州渠县保留区 \ 嘉陵江 州河 渡市镇 三汇镇 19.5 \
173 嘉陵江广元、阆中保留区 \ 嘉陵江 嘉陵江 昭化 杨家岩 165.0 \
174 嘉陵江阆中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嘉陵江 杨家岩 双龙大桥 31.5 \
175 嘉陵江阆中、南部保留区 \ 嘉陵江 嘉陵江 双龙大桥 鸭咀 20.7 \
176 嘉陵江南部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嘉陵江 鸭咀 青邦漄 16.6 \
177 嘉陵江南部、仪陇保留区 \ 嘉陵江 嘉陵江 青邦漄 新政水电站 29.0 \
178 嘉陵江仪陇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嘉陵江 新政水电站 泥槽河出口 12.6 \
179 嘉陵江仪陇、蓬安保留区 \ 嘉陵江 嘉陵江 泥槽河出口 金溪沈家坝 39.7 \
180 嘉陵江蓬安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嘉陵江 金溪沈家坝 杨家店 9.4 \
181 嘉陵江蓬安、南充保留区 \ 嘉陵江 嘉陵江 杨家店 龙门镇 56.0 \
182 嘉陵江南充开发利用区 \ 嘉陵江 嘉陵江 龙门镇 李渡镇 47.7 \
183 嘉陵江武胜保留区 \ 嘉陵江 嘉陵江 李渡镇 武胜县中心镇 113.0 \

184 嘉陵江川渝缓冲区 \ 嘉陵江 嘉陵江 武胜县中心镇 合川市古楼镇 20.0 \

185 东河南江旺苍苍溪阆中保留区 \ 嘉陵江 东河 源头 入嘉陵江口 293.0 \

186 西河南充保留区 \ 嘉陵江 西河 源头 入嘉陵江口 302.0 \

187 赤水河滇黔川缓冲区 \ 宜宾至宜昌 赤水河 镇雄古鱼寨 仁怀小河口 15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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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赤水河黔川缓冲区 \ 宜宾至宜昌 赤水河 芭蕉溪 天堂 20.0 \

189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

保护区（赤水河四川段）
\ 宜宾至宜昌 赤水河 天堂 入长江口 40.0 \

190 习水河黔川缓冲区 \ 宜宾至宜昌 习水河 长沙 虎头 11.9 \

191 习水河合江保留区 \ 宜宾至宜昌 习水河 虎头 入赤水河口 30.0 \

192 大同河古蔺、叙永保留区 \ 宜宾至宜昌 大同河 河源 天星桥 54.0 \

193 大同河川黔缓冲区 \ 宜宾至宜昌 大同河 天星桥 川黔交界处 3.0 \

194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

（长江干流四川段）
\ 宜宾至宜昌 长江干流 岷江口 合江县榕山镇 201.0 \

195 长江宜宾开发利用区（左岸） \ 宜宾至宜昌 长江干流 岷江口 李庄镇 20.0 \

196 长江江安开发利用区（左岸） \ 宜宾至宜昌 长江干流 碉楼头 赵岩 28.0 \

197 长江泸州开发利用区（左岸） \ 宜宾至宜昌 长江干流 华阳 大华田 28.0 \

198 长江川渝缓冲区 \ 宜宾至宜昌 长江干流 合江县榕山镇
江津市朱沱镇

板长
20.0 \

199 南广河滇川缓冲区 \ 宜宾至宜昌 南广河 滇川省界 新田 3.0 \

200 南广河珙县、宜宾保留区 \ 宜宾至宜昌 南广河 新田 落角星 152.8 \

201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南广河段）
\ 宜宾至宜昌 南广河 落角星 南广镇 6.2 \

202 长宁河兴文、珙县源头水

保护区
\ 宜宾至宜昌 长宁河 源头 底洞 15.0 \

203 长宁河珙县保留区 \ 宜宾至宜昌 长宁河 底洞 甑子湾电站 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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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长宁河长宁县开发利用区 \ 宜宾至宜昌 长宁河 甑子湾电站 古河镇 24.6 \

205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长宁河段）
\ 宜宾至宜昌 长宁河 古河镇 江安县 13.4 \

206 永宁河滇川缓冲区 \ 宜宾至宜昌 永宁河 河源 两河 23.0 \

207 永宁河叙永保留区 \ 宜宾至宜昌 永宁河 两河 渠坝 120.4 \

208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永宁河段）
\ 宜宾至宜昌 永宁河 渠坝 河口 20.6 \

209 御临河大竹、邻水保留区 \ 宜宾至宜昌 御临河 河源 邻水县幺滩镇松柏滩 213.0 \

210 御临河川渝缓冲区 \ 宜宾至宜昌 御临河 邻水县幺滩镇松柏滩 渝北区黄印乡 13.0 \

211 塘河合江源头水保护区 \ 宜宾至宜昌 塘河 源头 天堂坝 24.0 \

212 塘河合江保留区 \ 宜宾至宜昌 塘河 天堂坝 马庙子 84.0 \

213 塘河川渝缓冲区 \ 宜宾至宜昌 塘河 马庙子 江津市塘河镇 14.0 \

214 大洪河川渝缓冲区 \ 宜宾至宜昌 大洪河 邻水县长滩镇 渝北区明月乡斗滩村 37.0 \

215 任河渝川缓冲区 \ 汉江 任河 城口县新枞乡 万源县钟亭镇 14.0 \

216 任河万源保留区 \ 汉江 任河 万源县钟亭镇 书房咀 29.0 \

217 任河川陕缓冲区 \ 汉江 任河 书房咀 毛坝 16.5 \

218 黄河青甘川保留区 \ 龙羊峡以上 黄河 黄河沿水文站 龙羊峡大坝 1417.2 \

219 白河阿坝保留区 \ 龙羊峡以上 白河 源头 入黄口 269.9 \

220 黑河若尔盖保留区 \ 龙羊峡以上 黑河 源头 达扎寺镇 317.9 \

221 黑河若尔盖自然保护区 \ 龙羊峡以上 黑河 达扎寺镇 入黄口 13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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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级水功能区（165个）

1 安宁河西昌漫水湾农业、

工业用水区

安宁河冕宁、西昌开发

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安宁河 漫水滩 易家河坝 44.0 \

2 安宁河西昌马道排污控制区
安宁河冕宁、西昌开发

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安宁河 易家河坝 周家堡子 1.0 \

3 安宁河西昌马道过渡区
安宁河冕宁、西昌开发

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安宁河 周家堡子 上烂坝 4.0 \

4 安宁河米易县白马工业、

农业用水区
安宁河米易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安宁河 弯坵火车站 挂榜镇小街 11.0 \

5 安宁河米易县饮用、景观、

工业用水区
安宁河米易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安宁河 挂榜镇小街 丙谷镇黑湾子 27.0 \

6 安宁河米易县一枝山工业、

农业用水区
安宁河米易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安宁河 丙谷镇黑湾子 米易坊田大桥 21.0 \

7 金沙江攀枝花格里坪

饮用水源区
金沙江攀枝花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格里坪马上街

格里坪水厂取水

口下游 100m 1.2 \

8 金沙江攀枝花西区工业用水区金沙江攀枝花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格里坪水厂取水口

下游 100m 水泥厂 4.0 \

9 金沙江攀枝花陶家渡、河门口

饮用水源区
金沙江攀枝花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水泥厂

河门口水厂

取水口下游 100m 3.6 \

10 金沙江攀枝花石家坪

工业用水区
金沙江攀枝花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河门口水厂取水口

下游 100m 李家湾 8.2 \

11 金沙江攀枝花荷花池

饮用水源区
金沙江攀枝花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李家湾

荷花池取水口

下游 100m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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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金沙江攀枝花东区渡口大桥

工业用水区
金沙江攀枝花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荷花池取水口

下游 100m 渡口大桥 3.4 \

13 金沙江攀枝花金沙大渡口、

炳草岗饮用水源区
金沙江攀枝花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渡口大桥

炳草岗取水口

下游 100m 2.5 \

14 金沙江攀枝花东区密地工业

用水区
金沙江攀枝花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炳草岗取水口

下游 100m 密地村 2.5 \

15 金沙江攀枝花金沙密地

饮用水源区
金沙江攀枝花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密地村

密地取水口

下游 100m 1.1 \

16 金沙江攀枝花东区小沙坝工业

用水区
金沙江攀枝花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密地取水口

下游 100m 小沙坝 5.9 \

17 金沙江攀枝花倮果排污控制区金沙江攀枝花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小沙坝 倮果 3.0 \

18 金沙江攀枝花过渡区 金沙江攀枝花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倮果 三堆子大桥 5.6 \

19 金沙江攀枝花金江拉鲊饮用、

工业用水区
金沙江攀枝花开发利用区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三堆子大桥 拉鲊 31.0 \

20 金沙江宜宾市渔业、

饮用水源区

金沙江宜宾市开发利用区

（左岸）
金沙江石鼓以下 金沙江 柏溪镇 岷江口 16.9 \

21 大渡河乐山饮用、景观、工业

用水区
大渡河乐山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大渡河 沙湾镇上场口 入岷江口 30.0 \

22 岷江松潘工业用水区 岷江松潘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下泥巴 西宁关 6.5 \
23 岷江茂县工业用水区 岷江茂县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大河坝 牟拓 27.0 \
24 岷江新津景观、工业用水区 岷江新津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梁筏子 董河坝 15.0 \

25 岷江彭山眉山青龙镇工业、景

观用水区

岷江彭山、眉山开发

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青龙镇 袁河坝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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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岷江彭山眉山袁河坝过渡区
岷江彭山、眉山开发

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袁河坝 吴河坝 4.0 \

27 岷江彭山眉山武阳观音工业

用水区
岷江彭山、眉山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吴河坝 刘曲房 6.5 \

28 岷江彭山灵石工业用水区 岷江彭山、眉山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刘曲房 背篼滩 7.8 \

29 岷江彭山眉山镇江排污控制区岷江彭山、眉山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背篼滩 下夏坝子 1.2 \
30 岷江彭山眉山下夏坝子过渡区岷江彭山、眉山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下夏坝子 太和镇 3.0 \

31 岷江彭山眉山太和镇饮用、景

观用水区
岷江彭山、眉山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太和镇 高坝子 12.0 \

32 岷江彭山眉山高坝子

排污控制区
岷江彭山、眉山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高坝子 眉山糖厂 1.5 \

33 岷江彭山眉山汤坝子过渡区 岷江彭山、眉山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眉山糖厂 汤坝子 3.0 \

34 岷江乐山通江区工业、

景观用水区
岷江乐山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关帝庙 马鞍山 17.0 \

35 岷江乐山马鞍山排污控制区 岷江乐山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马鞍山 老江坝 1.0 \
36 岷江乐山老江坝过渡区 岷江乐山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老江坝 黄水坝 3.5 \

37 岷江乐山五通桥饮用、工业用

水区
岷江乐山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黄水坝 老坝子 12.0 \

38 岷江乐山老坝子排污控制区 岷江乐山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老坝子 中坝子 1.0 \
39 岷江乐山中坝子过渡区 岷江乐山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岷江 中坝子 水银坝 3.0 \

40 岷江屏山工业、景观、渔业

用水区

岷江屏山开发利用区

（左右岸）
岷沱江 岷江 永康村 石盘村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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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岷江宜宾翠屏区渔业、饮用水

源区

岷江宜宾市开发利用区

（右岸）
岷沱江 岷江 喜捷 人长江口 15.0 \

42 府河成都洞子口饮用水水源区府河成都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府河 马家沱 孙家院子 5.5 \

43 府河成都金牛区农业、工业

用水区
府河成都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府河 孙家院子 九里堤 3.0 \

44 府河成都锦江区景观娱乐

用水区
府河成都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府河 九里堤 三瓦窑 17.0 \

45 府河成都三瓦窑排污控制区 府河成都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府河 三瓦窑 吴家沱 1.5 \
46 府河成都中和、华阳过渡区 府河成都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府河 吴家沱 华阳 20.0 \

47 南河成都黄田坝农业、工业

用水区
南河成都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南河 黄田坝 龙爪堰 11.5 \

48 南河成都武候景观娱乐用水区南河成都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南河 龙爪堰 合江亭 8.3 \

49 青衣江雅安多营坪饮用、工业

用水区
青衣江雅安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青衣江 多营坪 西门大桥 3.5 \

50 青衣江雅安桐子林渔业、景观

用水区
青衣江雅安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青衣江 西门大桥 桐子林 6.2 \

51 青衣江雅安徐家浩工业、渔业

用水区
青衣江雅安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青衣江 桐子林 山爷庙 2.5 \

52 青衣江雅安朱家坝过渡区 青衣江雅安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青衣江 山爷庙 朱家坝 5.0 \

53 青衣江乐山青衣饮用、工业

水源区
青衣江乐山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青衣江 漹城镇千佛岩 草鞋渡 26.0 \

54 沱江德阳曾家山工业、景观

用水区
沱江德阳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曾家山 青衣江路大桥 7.0 \



— 57 —

序号 水功能区名称 所在一级水功能区名称 水系
河流、

湖库

范 围 长度
(km)

面积
(km2)起始断面 终止断面

55 沱江德阳旌阳区景观娱乐

用水区
沱江德阳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青衣江路大桥 柳梢堰水闸 7.9 \

56 沱江德阳高碑景观、工业

用水区
沱江德阳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柳梢堰水闸 高碑桥 2.9 \

57 沱江德阳高碑排污控制区 沱江德阳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高碑桥 谭家油房 1.4 \
58 沱江德阳过渡区 沱江德阳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谭家油房 青龙庙 3.3 \

59 沱江金堂清江乡饮用、景观

用水区
沱江金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清江乡 瓦店子 6.5 \

60 沱江金堂南家店景观娱乐

用水区
沱江金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瓦店子 南家店 3.9 \

61 沱江金堂三星庙排污控制区 沱江金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南家店 三星庙 1.8 \
62 沱江金堂悦来过渡区 沱江金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三星庙 悦来 8.8 \
63 沱江简阳石桥饮用水源区 沱江简阳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石钟滩 糖厂 8.5 \

64 沱江简阳简城工业、景观

用水区
沱江简阳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糖厂 林家河 7.6 \

65 沱江简阳林家河排污控制区 沱江简阳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林家河 转湾子 1.0 \
66 沱江简阳新市过渡区 沱江简阳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转湾子 新市镇 5.5 \

67 沱江资阳长寿桥景观娱乐

用水区
沱江资阳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孙家院子 长寿桥 7.3 \

68 沱江资阳高岩排污控制区 沱江资阳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长寿桥 高岩 0.6 \
69 沱江资阳糖厂过渡区 沱江资阳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高岩 资阳糖厂 3.8 \
70 沱江资阳侯家坪工业用水区 沱江资阳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资阳糖厂 麻柳湾 3.1 \
71 沱江资中石膏乡饮用水源区 沱江资中县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五里店 石膏乡 6.3 \
72 沱江资中魏家祠堂工业用水区沱江资中县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石膏乡 魏家祠堂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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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沱江资中泥巴湾排污控制区 沱江资中县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魏家祠堂 泥巴湾 1.0 \
74 沱江资中大中坝过渡区 沱江资中县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泥巴湾 大中坝 5.5 \
75 沱江资中硫酸厂工业用水区 沱江资中县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大中坝 硫酸厂 1.0 \

76 沱江内江天官堂饮用、工业、

景观用水区
沱江内江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史家镇 天官堂电站大坝 17.5 \

77 沱江内江椑木饮用、景观、

工业用水区
沱江内江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天官堂电站大坝 光华村 14.0 \

78 沱江内江丁家村排污控制区 沱江内江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光华村 丁家村 1.0 \
79 沱江内江石庙村过渡区 沱江内江市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丁家村 石庙村 5.5 \

80 沱江富顺川王庙景观、工业

用水区
沱江富顺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川王庙 晨光大桥 9.4 \

81 沱江富顺双堰塘工业用水区 沱江富顺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晨光大桥 双堰塘 4.4 \
82 沱江富顺平澜排污控制区 沱江富顺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双堰塘 平澜 1.0 \
83 沱江富顺丁家渡过渡区 沱江富顺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沱江 平澜 丁家渡 7.8 \

84 釜溪河自贡麻柳湾景观、工业

用水区
釜溪河自贡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釜溪河 麻柳湾 双河口 8.5 \

85 釜溪河自贡自流井区景观、

工业用水区
釜溪河自贡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釜溪河 双河口 金子凼 9.0 \

86 釜溪河自贡双塘排污控制区 釜溪河自贡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釜溪河 金子凼 鸿鹤化工总厂 3.5 \
87 釜溪河自贡唐家坝过渡区 釜溪河自贡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釜溪河 鸿鹤化工总厂 唐家坝 5.0 \
88 旭水河自贡重滩堰饮用水源区旭水河自贡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旭水河 桥头堰 重滩堰 16.0 \

89 旭水河自贡贡井区景观、工业

用水区
旭水河自贡开发利用区 岷沱江 旭水河 重滩堰 双河口 17.0 \

90 嘉陵江广元饮用水源区 嘉陵江广元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冉家河火车站 皇泽寺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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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嘉陵江广元工业、景观用水区嘉陵江广元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皇泽寺 两江口 0.8 \
92 嘉陵江广元三号桥排污控制区嘉陵江广元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两江口 三号桥 4.4 \
93 嘉陵江广元寨子岩过渡区 嘉陵江广元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三号桥 寨子岩 1.5 \
94 嘉陵江广元工业用水区 嘉陵江广元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寨子岩 火焰滩 7.5 \
95 嘉陵江广元牛塞坝排污控制区嘉陵江广元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火焰滩 牛塞坝 2.8 \
96 嘉陵江广元昭化过渡区 嘉陵江广元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牛塞坝 昭化 4.8 \
97 涪江江油饮用、工业用水区 涪江江油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老坪坝 小河坝 11.5 \
98 涪江江油排污控制区 涪江江油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小河坝 独木桥 2.5 \
99 涪江江油过渡区 涪江江油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独木桥 黄瓜园 4.0 \
100 涪江绵阳饮用、工业用水区 涪江绵阳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石马 三江汇口 12.5 \
101 涪江绵阳景观娱乐用水区 涪江绵阳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三江汇口 三江电站坝下 7.5 \
102 涪江绵阳排污控制区 涪江绵阳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三江电站坝下 左家岩 1.5 \
103 涪江绵阳过渡区 涪江绵阳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左家岩 丰谷镇 6.0 \
104 涪江三台饮用、工业用水区 涪江三台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新德镇 清东坝 12.0 \
105 涪江三台工业用水区 涪江三台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清东坝 冉家坝 6.5 \
106 涪江射洪工业、饮用水源区 涪江射洪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广兴场 螺丝池 5.0 \
107 涪江射洪景观娱乐用水区 涪江射洪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螺丝池 罗家坝 10.0 \
108 涪江射洪工业用水区 涪江射洪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罗家坝 紫云宫 8.0 \
109 涪江遂宁工业、饮用水源区 涪江遂宁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桂花镇 段家坝 8.0 \
110 涪江遂宁景观、农业用水区 涪江遂宁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段家坝 中坝子 3.5 \
111 涪江遂宁景观娱乐用水区 涪江遂宁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中坝子 马家林 13.0 \
112 涪江遂宁排污控制区 涪江遂宁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马家林 王家中包 1.5 \
113 涪江遂宁过渡区 涪江遂宁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涪江 王家中包 遂宁市龙凤场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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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渠江巴中饮用水源区 渠江巴中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渠江 浅水湾 宋家坝 6.5 \
115 渠江巴中景观娱乐用水区 渠江巴中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渠江 宋家坝 巴河大桥 2.5 \
116 渠江巴中工业用水区 渠江巴中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渠江 巴河大桥 杨家坝 4.0 \
117 渠江巴中排污控制区 渠江巴中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渠江 杨家坝 南店垭 1.0 \
118 渠江巴中过渡区 渠江巴中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渠江 南店垭 谢家碥 2.0 \
119 渠江平昌工业、景观用水区 渠江平昌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渠江 神浪滩 泻巴河 9.0 \
120 渠江渠县饮用水源区 渠江渠县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渠江 锡溪 风洞子 9.5 \
121 渠江渠县工业、景观用水区 渠江渠县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渠江 风洞子 李渡河 7.6 \
122 渠江广安饮用水源区 渠江广安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渠江 欧家溪 老花园 2.0 \
123 渠江广安工业、景观用水区 渠江广安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渠江 老花园 白塔村 5.5 \
124 渠江广安排污控制区 渠江广安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渠江 白塔村 何家嘴 1.0 \
125 渠江广安过渡区 渠江广安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渠江 何家嘴 官盛 3.5 \
126 通江平昌饮用水源区 通江平昌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通江 石桥沟 通河桥 4.3 \
127 通江平昌景观娱乐用水区 通江平昌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通江 通河桥 入巴河口 0.8 \
128 小通江通江饮用水源区 小通江通江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小通江 涪阳镇 周家坝 20.0 \
129 小通江通江景观娱乐用水区 小通江通江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小通江 周家坝 苟家湾 10.0 \
130 小通江通江排污控制区 小通江通江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小通江 苟家湾 河口（小江口） 1.5 \
131 州河宣汉饮用、工业用水区 州河宣汉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州河 南坝 江口大坝 46.5 \
132 州河宣汉工业用水区 州河宣汉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州河 江口大坝 王咀岩 9.7 \
133 州河达州饮用水源区 州河达州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州河 洋烈乡 罗江口电站 15.0 \
134 州河达州工业、景观用水区 州河达州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州河 罗江口电站 河市镇 26.0 \
135 州河达州排污控制区 州河达州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州河 河市镇 覃家坝 14.0 \
136 州河达州过渡区 州河达州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州河 覃家坝 渡市镇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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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嘉陵江阆中饮用水源区 嘉陵江阆中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杨家岩 马啸溪 10.5 \
138 嘉陵江阆中工业、景观用水区嘉陵江阆中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马啸溪 马家河口 15.8 \
139 嘉陵江阆中排污控制区 嘉陵江阆中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马家河口 新渡口码头 1.7 \
140 嘉陵江阆中过渡区 嘉陵江阆中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新渡口码头 双龙大桥 3.5 \
141 嘉陵江南部饮用水源区 嘉陵江南部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鸭咀 燕子窝 8.6 \

142 嘉陵江南部工业、景观用水区嘉陵江南部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燕子窝
南部县污水

处理厂
3.0 \

143 嘉陵江南部排污控制区 嘉陵江南部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南部县污水处理厂 涌泉河坝 1.0 \
144 嘉陵江南部过渡区 嘉陵江南部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涌泉河坝 青邦漄 4.0 \
145 嘉陵江仪陇饮用水源区 嘉陵江仪陇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新政水电站 林家桥 1.0 \
146 嘉陵江仪陇工业、景观用水区嘉陵江仪陇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林家桥 乌木凼 5.8 \
147 嘉陵江仪陇排污控制区 嘉陵江仪陇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乌木凼 陈家坝 2.0 \
148 嘉陵江仪陇过渡区 嘉陵江仪陇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陈家坝 泥槽河出口 3.8 \
149 嘉陵江蓬安饮用水源区 嘉陵江蓬安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金溪沈家坝 财神楼 6.3 \
150 嘉陵江蓬安工业、景观用水区嘉陵江蓬安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财神楼 杨家店 3.1 \

151 嘉陵江高坪区饮用、工业、

景观用水区（左岸）
嘉陵江南充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龙门镇

高坪污水

处理厂上
16.8 \

152 嘉陵江高坪排污控制区（左岸）嘉陵江南充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高坪污水处理厂上
南广高速公路

大桥
0.8 \

153 嘉陵江高坪过渡区（左岸） 嘉陵江南充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南广高速公路大桥 青居电站大坝 12.6 \

154 嘉陵江顺庆区饮用、景观、

工业用水区（右岸）
嘉陵江南充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龙门镇

南充市污水

处理厂上
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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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嘉陵江顺庆排污控制区（右岸）嘉陵江南充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南充市污水

处理厂上
文峰镇 1.8 \

156 嘉陵江顺庆过渡区（右岸） 嘉陵江南充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文峰镇 青居电站大坝 7.9 \
157 嘉陵江南充工业用水区（右岸）嘉陵江南充开发利用区 嘉陵江 嘉陵江 青居电站大坝 李渡镇 17.3 \

158 长江宜宾渔业、工业用水区
长江宜宾开发利用区

（左岸）
宜宾至宜昌 长江 岷江口 李庄镇 20.0 \

159 长江江安工业、渔业用水区
长江江安开发利用区

（左岸）
宜宾至宜昌 长江 碉楼头 赵岩 28.0 \

160 长江江阳龙马潭饮用、工业

用水区

长江泸州开发利用区

（左岸）
宜宾至宜昌 长江 华阳 白塔 16.0 \

161 长江龙马潭工业、饮用水源区
长江泸州开发利用区

（左岸）
宜宾至宜昌 长江 白塔 泸化排污口 6.0 \

162 长江龙马潭过渡区
长江泸州开发利用区

（左岸）
宜宾至宜昌 长江 泸化排污口 大华田 6.0 \

163 长宁河长宁三里半饮用、工业

用水区
长宁河长宁县开发利用区 宜宾至宜昌 长宁河 甑子湾电站 三里半 6.1 \

164 长宁河段井山景观娱乐用水区长宁河长宁县开发利用区 宜宾至宜昌 长宁河 三里半 段井山 7.5 \

165 长宁河长宁古河工业用水区 长宁河长宁县开发利用区 宜宾至宜昌 长宁河 段井山 古河镇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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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长江四川段干流和主要支流范围

序号 河流名称 基本情况

1
长江

（金沙江）

长江（金沙江）干流主要包含四川境内金沙江、长江上游干

流，由西北向东南流经甘孜州、凉山州、攀枝花市、宜宾市、

泸州市 5个市州 27个县（区）166个乡（镇、街道），省内

干流全长（石渠县真达乡至合江县望龙镇）1787.64km。

2 岷江

岷江发源于四川省与甘肃省交界的岷山南麓，东源为张腊

河，西源为潘州河，分别发源于松潘县弓杠岭和郎架岭，两

源在松潘县元坝乡川主寺汇合后始称岷江，至宜宾市翠屏区

汇入长江。岷江干流全长 753km，总落差 3560m，平均比降

4.84‰，涉及我省阿坝州、成都市、雅安市、眉山市、自贡

市、乐山市、内江市、宜宾市、凉山州 9市（州）、46个县

（市、区）。

3 沱江

发源于九顶山南麓绵竹市断岩头下的大黑湾，至泸州市龙马

潭区汇入长江，干流流经德阳市、成都市、资阳市、内江市、

自贡市及泸州市 6个市的 16个县（市、区），全长 636km。

4 雅砻江

雅砻江是金沙江最大的一级支流，也是长江的八大支流之

一，发源于青海省，经甘孜州石渠县呷衣乡进入四川省，先

后流经甘孜州、凉山州、攀枝花市 16个县（市、区），于

攀枝花市东区银江镇注入金沙江，干流全长 1443km。

5 嘉陵江

省内干流上起广元市朝天区大滩镇至川渝交界广安市武胜

县观音沟河段，流经广元、南充、广安等 3个市 14个县（区），

全长 641km。

6 赤水河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右岸一条重要的一级支流，发源于云南省

镇雄县，由泸州市叙永县与镇雄县交界处梯子岩入境，干流

全长约 229km，涉及泸州市叙永县、古蔺县、合江县共 34
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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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四川部分）
（2018年版）

序

号
代码 开发区名称

批准

时间

核准面积

（公顷）
主导产业

一、国家级（18个）

1 G511040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 2000.02 994 汽车、工程机械、食品饮料

2 G511191 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0.06 856.53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

3 G511192 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2.10 1047 电子信息、化工环保、生物医药

4 G511193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2.12 858.67 电子机械、食品饮料、有色金属

5 G511194 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2.07 1096 电子信息、食品、纺织、机械

6 G511195 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3.11 935.09 机械汽配、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7 G511196 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3.01 1200 食品饮料、装备制造、新材料

8 G511197 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0.06 419.97 电子机械、建材、医药

9 G512045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991.03 2150 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生物

10 G512139 自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11.06 824.5 节能环保、装备制造、新材料

11 G512140 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2015.09 301 钒钛钢铁、化工、有色金属加工

12 G512141 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15.02 462.91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医药

13 G512142 德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15.09 786 通用航空、医药、食品

14 G512046 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992.11 579.9 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

15 G512143 内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17.02 557.89 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

16 G512144 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12.08 406 新能源装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17 G513119 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

及双流园区
2010.10
2012.01 868 信息技术、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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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代码 开发区名称

批准

时间

核准面积

（公顷）
主导产业

18 G513120 四川绵阳出口加工区 2005.06 13.73 电子元器件

二、省级（116个）

1 S519002 成都锦江工业园区 2006.02 443.69 食品、印刷、医药

2 S519039 成都青羊工业集中发展区 2005.09 344.09 航空航天器、饮料、金属制品

3 S518004 成都金牛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
2006.02 269.11 医药、饮料、食品、电子设备

4 S519005 成都武侯工业园区 2006.04 450.85 电子信息、医药、机电

5 S519040 成都龙潭都市工业集中

发展区
2005.09 812.72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节能环保

6 S517041 成都青白江经济开发区 2005.09 878.86 装备制造、建材

7 S519001 成都新都工业园区 1992.08 805.27 轨道交通设备、航空、能源装备

8 S519003 成都台商投资工业园区 1993.12 163.72 医药、食品饮料、电子信息

9 S517010 四川双流经济开发区 1992.08 2523.88 电子信息、新能源、装备制造

10 S519042 成都现代工业港 2005.09 1151.32 机械、新材料、电子信息

11 S519043 成都—阿坝工业园区 2010.07 998.64 节能环保、食品、医药

12 S519008 四川金堂工业园区 1994.05 751.86 节能环保、电力、食品

13 S517044 四川大邑经济开发区 2013.06 837.05 轻工、机械、食品饮料

14 S517045 四川蒲江经济开发区 2005.09 726.38 食品、医药、印刷、包装

15 S519009 四川新津工业园区 2006.12 228.79 轨道交通设备、食品、新材料

16 S517006 四川都江堰经济开发区 2001.03 553.58 机械、医药、食品

17 S519007 四川彭州工业园区 1997.05 538.01 医药、家纺、服装

18 S517046 四川邛崃经济开发区 2005.09 1197.57 食品饮料、医药

19 S517047 四川崇州经济开发区 2010.05 1208.85 电子信息、建材、家具

20 S517037 四川简阳经济开发区 2006.08 176.59 机械、农副食品、橡胶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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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代码 开发区名称

批准

时间

核准面积

（公顷）
主导产业

21 S519048 四川自贡航空产业园 2015.07 305 通用航空、装备制造、航空新材料

22 S517049 四川荣县经济开发区 2009.12 538.76 农副产品加工

23 S517050 四川富顺晨光经济开发区 2007.12 801.1 化工、新材料、汽车零部件

24 S518051 四川攀枝花东区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
2000.07 1896.79 金属冶炼加工、石化、核燃料

25 S519052 四川攀枝花格里坪特色

产业园区
2008.08 310.47 煤化工、电力、机械、建材

26 S519053 四川泸州白酒产业园区 2006.06 371.33 酿酒、印刷、包装

27 S517054 四川泸州纳溪经济开发区 2012.03 806.54
化学制品、酿酒、饮料、

非金属矿物制品

28 S517055 四川泸县经济开发区 2011.05 314.41 酿酒、精细化工、新材料

29 S519056 四川合江临港工业园区 2008.04 302.26 化工、酿酒、茶、农副食品

30 S519057 四川叙永资源综合利用

经济园区
2011.12 202.24

非金属矿物制品、竹木制品、

农副食品

31 S517058 四川古蔺经济开发区 2011.02 172.45 酿酒

32 S518059 四川中江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
2015.07 635.14 新材料、电子信息、医药

33 S517060 四川罗江经济开发区 2012.12 262.39 新材料、电子信息、机械

34 S517061 四川什邡经济开发区 2010.05 827.72 食品、化工、金属制品

35 S517062 四川绵竹经济开发区 2010.05 535.51 化工、建材、医药、装备制造

36 S519063 德阳—阿坝生态经济

产业园区
2012.05 649.89 新材料、能源、磷化工

37 S519016 四川绵阳工业园区 2001.07 787.73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38 S517064 四川绵阳游仙经济开发区 2013.04 545.59 节能环保、新材料、通信

39 S519065 四川安县工业园区 2010.07 180 精细化工、医药、汽车及零部件

40 S519018 四川三台工业园区 2006.02 325.59 服装、能源化工、食品

41 S517066 四川盐亭经济开发区 2014.07 660.25 医药、建材、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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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S517067 四川梓潼经济开发区 2014.07 417.35 食品、轻纺、机械

43 S517068 四川北川经济开发区 2012.06 355.36 电子、新材料、食品

44 S519017 四川江油工业园区 2006.02 1886.11 装备制造、电子、新材料

45 S517069 四川广元昭化经济开发区 2007.09 239.19 食品饮料、建材、电子

46 S517070 四川广元朝天经济开发区 2015.12 250.65 建材、农产品加工

47 S517071 四川旺苍经济开发区 2012.12 333.88
煤资源综合利用、生物资源综合

利用、机械

48 S517072 四川青川经济开发区 2011.12 398.62 矿产品加工、节能环保、新材料

49 S517073 四川剑阁经济开发区 2013.12 212.98 新能源、新材料、食品、建材

50 S517074 四川苍溪经济开发区 2014.07 155.1 农副产品加工、天然气加工、电子

51 S517075 四川遂宁安居经济开发区 2007.03 1296.61 机械、天然气化工

52 S517076 四川蓬溪经济开发区 2009.12 663.96 家具、服装、食品饮料

53 S517077 四川射洪经济开发区 2012.05 925.76 新材料、机电、精细化工

54 S517078 四川大英经济开发区 2001.12 541.16 石化、纺织、机电

55 S517079 四川内江东兴经济开发区 2010.04 390.99 资源综合利用、精细化工、食品

56 S517080 四川威远经济开发区 2008.01 330 钒钛钢铁、节能环保、新材料

57 S517022 四川资中经济开发区 2006.12 402.97 食品、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58 S517081 四川乐山沙湾经济开发区 2009.05 615.83 不锈钢、钒钛钢、机械

59 S517082 四川犍为经济开发区 2008.05 61.4 建材、竹浆纸、机械

60 S517083 四川井研经济开发区 2008.05 255.39 农副食品、纺织

61 S517025 四川夹江经济开发区 2006.08 108.55 陶瓷、新材料

62 S517084 四川峨眉山经济开发区 2006.08 248.31 建材、食品饮料、机械

63 S518085 四川南充潆华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
2007.04 596.83 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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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S517086 四川南充航空港经济

开发区
2007.06 1028.61 电子、服装、建材

65 S517027 四川南充经济开发区 1993.05 725.94 石化、生物新能源、化工

66 S517087 四川南部经济开发区 2010.05 591.45 机械、建材、食品、医药

67 S517088 四川营山经济开发区 2016.05 386.85 机械、农产品加工、建材

68 S519028 四川蓬安工业园区 2006.02 197.08 机械、农产品加工、电子

69 S517089 四川仪陇经济开发区 2006.09 429.1 农副产品加工、鞋帽、电子

70 S517090 四川西充经济开发区 2009.12 404 机械、生物科技、农产品加工

71 S517091 四川阆中经济开发区 2016.05 439.45 食品、新材料、新能源

72 S517034 四川眉山经济开发区 2006.02 1013.81 医药、化工、食品、机械

73 S519092 甘孜—眉山工业园区 2012.01 745.43 有色金属、新能源、新材料

74 S517035 四川彭山经济开发区 2006.02 331.04 精细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

75 S517093 四川仁寿经济开发区 2012.08 361.77 农副产品加工、医药、建材

76 S517094 四川洪雅经济开发区 2005.11 111 食品、机械、电子

77 S517095 四川丹棱经济开发区 2014.03 292.99 机械、建材、新材料

78 S517096 四川青神经济开发区 2006.04 182.58 机械、日用化工

79 S517097 四川宜宾南溪经济开发区 2007.07 560.66 食品饮料、轻工、医药

80 S518098 四川宜宾县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
2013.12 642.98 装备制造、能源、酿酒

81 S517099 四川江安经济开发区 2007.09 515.01 化工、竹木制品、食品

82 S517100 四川长宁经济开发区 2008.07 254.85 农产品加工、新材料

83 S517101 四川高县经济开发区 2014.01 160.46 农副产品加工、能源、医药

84 S517102 四川珙县经济开发区 2007.12 295.02 能源、建材、化工

85 S517103 四川筠连经济开发区 2007.10 277.48 煤炭、建材、农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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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S517104 四川兴文经济开发区 2009.07 166.92 食品、环保

87 S517105 四川屏山经济开发区 2012.12 350.23 轻纺、农副产品加工、化工

88 S517106 四川广安临港经济开发区 2014.02 588 电力、农副食品、包装

89 S517107 四川岳池经济开发区 2013.11 292.55 农副食品、医药、机械

90 S517108 四川武胜经济开发区 2010.05 840.44 金属制品、农副产品加工、医药

91 S518109 四川邻水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
2006.03 677.08 节能环保、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92 S517110 四川华蓥山经济开发区 2014.09 538.72 电子信息、机械、建材

93 S517111 四川达州通川经济开发区 2008.04 876.51 金属冶炼加工、食品、建材

94 S517031 四川达州经济开发区 2003.03 1426.84 能源、化工、机械

95 S517112 四川达州普光经济开发区 2008.04 324.51 天然气化工、建材、新材料

96 S517113 四川开江经济开发区 2008.02 118.13 五金、农副产品加工、电子

97 S517114 四川大竹经济开发区 2011.02 603.92 建材、能源、电子

98 S517115 四川渠县经济开发区 2007.06 241.22 农产品加工、电子、汽摩配件

99 S517030 四川雅安经济开发区 2006.02 646.02 新材料、机械

100 S519116 成都—雅安工业园区 2013.01 280.99 机械

101 S517117 四川荥经经济开发区 2007.03 586.31 合金、建材、宝石加工

102 S519118 四川汉源工业园区 2012.12 169.24 有色金属冶炼、化工、食品

103 S519119 四川石棉工业园区 2012.12 459.07 冶金、磷化工、新材料

104 S517120 四川天全经济开发区 2008.09 372.18 电冶、建材、新材料

105 S517121 四川芦山经济开发区 2013.11 347.56 纺织、根雕产品、新材料

106 S519122 四川宝兴汉白玉特色

产业园区
2007.01 131.18 石材、电力

107 S517033 四川巴中经济开发区 2003.06 879.6 机械、电子、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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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S517123 四川平昌经济开发区 2012.03 348.18 机械、食品饮料、能源

109 S518036 四川资阳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
1995.10 254.35 汽车、食品饮料、电子

110 S517124 四川安岳经济开发区 2001.10 623.37 农副产品加工、医药、建材

111 S517125 四川乐至经济开发区 2010.04 754.65 食品、纺织、汽车及零部件

112 S519038 四川阿坝工业园区 2006.08 161.56
铝冶炼、化学原料、

非金属矿物制品

113 S519126 四川西昌钒钛产业园区 2004.12 859.4 钒钛钢铁、新材料、装备制造

114 S519127 四川德昌特色产业园区 2005.07 230.78 装备制造、稀土、钒钛

115 S517128 四川会理有色产业经济

开发区
2006.12 116.2 有色金属

116 S517129 四川冕宁稀土经济开发区 2007.12 118.86 稀土、建材

注：其他未纳入《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但由省级人民政府批

准设立的园区也属本细则第二十二条中合规园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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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实施细则涉及文件名录

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

《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

（发改交运〔2007〕1370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

运输部
2007年 6月 22日

《泸州—宜宾—乐山港口群布局规划》

（川府函〔2009〕149号）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09年 7月 13日

《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

（水建管〔2016〕329号）
水利部、国土资源部 2016年 9月 6日

《国务院关于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

能区划（2011—2030年）的批复》

（国函〔2011〕167号）

国务院 2011年 12月 28日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

版）》（2018年 第 4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

部、国土资源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商务部、

海关总署

2018年 2月 26日

《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7年版）》

（环办政法函〔2018〕67号）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8年 1月 12日

《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修订版）》

（发改产业〔2018〕1134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
2018年 8月 1日

《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

（发改产业〔2017〕553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
2017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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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

《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

（试行）》（环办〔2015〕111号）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5年 12月 22日

注：1.国家《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及《四川省内河水运发展规划》正在

编制过程中，按正式发布文件执行。2.《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以正式公布的最新

版本为准。3.港口总体规划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及《<四川省港口管理条

例>实施办法》有关审批权限规定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