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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梅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地处韩江流域中上游，管辖梅江

区、梅县区、兴宁市、平远县、蕉岭县、大埔县、丰顺县、五华

县，土地总面积为 15876 km2。梅州市地处山地丘陵区，地形复

杂，岭谷众多，河流溪涧纵横密布，集雨面积 100 km2以上的河

流有 53条，主要的河流有韩江、梅江、琴江、五华河、宁江、

程江、石窟河、松源河、汀江、梅潭河、大胜溪、丰良河、八乡

河、榕江北河等 14条，它们绝大部分属于韩江流域，小部分属

于榕江流域和东江流域。近年来，梅州市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全

市水利工程建设按期推进，市内部分防洪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发

生了变化，对防御洪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兼顾考虑流域上、

下游社会经济发展对防洪的要求，从整个梅州市层面管理洪水。

防御洪水方案是防汛抗洪决策指挥的基本依据之一，也是水

旱灾害防御方案预案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2016年修正)》第四十条规定，“有防汛抗洪任务的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流域综合规划、防洪工程实际状况和国家规

定的防洪标准，制定防御洪水方案（包括对特大洪水的处置措

施）。”《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流域综合规划、防洪工程实际状况和国家规

定的防洪标准，制定本行政区域防御洪水方案。”因此，编制防



御洪水方案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法定职责，但梅州市尚未编制

本地区防御洪水方案。根据梅州市水务局主要职责，其中之一是

负责组织指导编制洪水干旱防治规划、防御洪水方案并指导实

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部门职责要求，梅州市水务局组织

编制防御洪水方案非常必要，且意义重大。

本次纳入防御洪水方案编制的 4条河流是梅州市主要河流。

编制梅州市防御洪水方案不仅可以弥补梅州市防洪管理工作在

这方面的空白，可从流域整体层面指导梅州市防汛抗洪，提高流

域洪水管理水平。梅州市防御洪水方案将根据新的发展情况，对

标准内洪水，做到科学调度、合理安排流域洪水出路，确保流域

内重点保护对象安全，同时兼顾一般保护对象，力争将洪灾损失

减小到最低程度；对超标准洪水，力保流域内重点保护对象安全，

尽可能减少洪水灾害损失。

2021年 4月，梅州市水务局委托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编制《梅州市梅江、汀江、程江、石窟河防御洪水方案》。2021

年 5月，编制人员收集了流域内社会经济、人口以及防洪工程等

资料，并对流域防洪现状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始方案编制

工作。2021年 10月，《梅州市梅江、汀江、程江、石窟河防御

洪水方案》（征求意见稿）完成编制，现征求各县（市、区）及

省韩江流域管理局的意见。

如无特殊说明，本方案高程基面均为珠江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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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梅江防御洪水方案

梅江为韩江干流上游，发源于陆丰、紫金交界的乌突山七星

栋，沿莲花山北麓自西南向东北穿流，于五华琴口汇北琴江至水

寨河口，以上称琴江，河口汇五华河称梅江。流经兴宁水口汇宁

江河，从畲坑入梅县，于梅城汇程江，于丙村东洲坝汇石窟河，

流经松口下店汇松源河，折向东南流入大埔三河坝与汀江、梅潭

河汇合后纳入韩江，以上全长 305km，流域面积 23929km2。梅

江干流防洪安全关系梅州城区和沿岸村镇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和经济社会发展。

经过多年建设，梅江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逐步完善，防洪非工

程措施建设取得长足进展，防洪能力显著提高。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广东省防汛防旱

防风条例》《广东省韩江流域综合规划修编报告》《梅州市流域

综合规划修编报告书（2011年~2030年）》，结合梅江流域防洪

现状，制定本方案。

一、洪水特性

（一）气象特征

梅江流域雨季长，降雨充沛，多年平均降雨天数在 150天左

右。梅州市多年平均年降雨量为 1594mm，其特点是盆地少于丘

陵和山地，背风坡少于迎风坡。梅州市年平均气温为 20.7℃～

21.5℃，各县（市、区）变化呈一致趋势，月平均气温，7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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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为 28.3℃～28.6℃；1月份最低，在 11.1℃～13.3℃之间。

梅州市多年平均年蒸发量为 959mm，蒸发量年际变化不大，年

间各月随季节有规律地变化，2月最少在 41～55mm之间，7月

最大在 125～150mm之间，以后逐月减少。

（二）流域洪水特点

梅江流域的洪水由暴雨形成，洪水发生的时间与暴雨相一

致，大洪水大都发生在 6～9月，多为台风雨造成，造成梅江较

大洪水的暴雨中心多在水口水文站以上和石窟河蕉岭一带。据横

山水文站 1953～2008年实测资料统计，流量超过 5000m3/s的 11

场洪水中，由台风雨造成的占 8场，其中最大的 1960年 6月的

一场洪水，洪峰流量为 6810m3/s，就是由台风雨造成的，该场洪

水梅江干流上、下游普遍发生大水，水口站洪峰流量为 5030m3/s，

而最近的台风雨洪水则由 2006年第 5号台风“格美”引起，该

场洪水横山（二）站最大洪峰流量 5800m3/s，水口站洪峰流量为

3250m3/s。

二、防洪工程体系

梅江干流因无建造大型防洪水库的地形条件，主要依靠堤围

防洪，而梅江支流上已建有五华河的益塘、宁江的合水以及石窟

河的长潭三座大型水库，均能对水库所在河流下游的局部地区进

行调洪或错峰，与下游城镇堤防基本形成堤库结合的防洪体系，

其余支流主要依靠堤防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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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堤防工程

梅江干流主要堤防工程有梅州大堤、松林堤、红星堤、上墩

堤、杉里堤、水车堤、西阳堤、鹧布堤、对坑堤、锦江堤、永沙

堤、金盘堤，目前梅州大堤南堤、西堤防洪标准为 100年一遇，

北堤、东堤防洪标准为 50年一遇，其余堤防防洪标准为 20年

一遇。

（二）防洪水库

益塘水库位于五华县转水镇，主坝坝址位于五华县转水镇益

塘村，坝址距离县城 20km，水库控制集雨面积 251km2，水库总

库容 16500万 m3，正常蓄水位 153.0m，100 年一遇设计洪水位

155.54m，2000 年一遇校核洪水位 157.52m，死水位矮车库

133.00m，潭下库 146.00m。

合水水库位于梅州市北部 14km的宁江上游，建于 1957年，

是一宗以防洪、灌溉为主，保障供水、改善环境，结合发电等综

合利用的大（2）型水利枢纽工程，集雨面积 577.6km2，总库容

1.16亿 m3，设计洪水标准为 50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3000

年一遇。水库正常蓄水位 138.00m，汛限水位 137.50m。

长潭水库位于广东省蕉岭县境内蕉城镇西北约 6km，韩江流

域梅江水系的石窟河的长潭峡谷中。长潭水库按 100年一遇洪水

设计，设计洪水位为 151.50m；10000年一遇洪水校核，校核洪

水位为 156.30m；总库容为 1.72 亿 m3，设计正常高水位为

148.00m，汛期防洪限制水位为 144.00m，死水位为 136.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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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洪保护对象

（一）重点防洪保护对象

梅州城区为梅州市梅江干流重点防洪保护对象。

（二）次重点防洪保护对象

水口镇、畲江镇、水车镇、梅南镇、西阳镇、丙村镇、雁洋

镇、松口镇为梅州市梅江干流次重点防洪保护对象。

（三）一般防洪保护对象

梅州市梅江干流沿岸除重点和次重点防洪保护对象以外的

其它防洪保护区为一般防洪保护对象。

四、防御洪水原则

（一）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坚持人民至上，把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底线思维，最大程度地减少洪水灾害

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统一指挥，分级负责。防汛抗洪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

政首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属地管理为主、统一指挥、分级负责、

分类管理、条块结合的防御体系。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

防汛抗洪工作，政府行政首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对本辖区的防汛

抗洪工作负总责。

（三）流域统筹，兼顾各方。坚持上下游统筹、左右岸兼顾、

干支流协调，确保重点，兼顾一般，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电

调服从水调，兴利服从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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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堤库结合，以泄为主，蓄泄兼施。合理运用防洪工程

设施，标准内洪水时确保重点保护对象防洪安全，超标准洪水时

力保重点保护对象防洪安全；在确保防洪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兼

顾洪水资源利用。

（五）科学防控，有效应对。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洪水

灾害防御与应急处置工作水平，做到全面监测、准确预报、及早

预警、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应对。

五、防御洪水安排

（一）标准内洪水安排

1、梅州城区以上河段

当预报水口站将出现 20年一遇以下洪水，即水口站水位将

高于警戒水位 82.5m（冻基，对应珠基 96.353m），但低于 20年

一遇洪水位 86.37m（冻基，对应珠基 100.223m）时：

（1）充分利用河道下泄洪水；适时运用上游水库拦洪、削

峰和错峰，减轻下游防洪压力。

（2）做好低洼、危险区域以及现状防洪标准不足 20年一遇

堤防保护区内受影响人员和财产的转移准备，并视预报和工程状

况适时组织人员转移。

2、梅州城区段

当预报梅县（四）站将出现 20年一遇以下洪水，即梅县（四）

站水位将高于警戒水位 76.0m（冻基，对应珠基 75.698m），但

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78.92 m（冻基，对应珠基 78.618m）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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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利用河道下泄洪水；适时运用上游水库拦洪、削

峰和错峰，减轻下游防洪压力。

（2）做好低洼、危险区域以及现状防洪标准不足 20年一遇

堤防保护区内受影响人员和财产的转移准备，并视预报和工程状

况适时组织人员转移。

当预报梅县（四）站将出现 20年一遇以上，50年一遇以下

洪水，即梅县（四）站水位将超过 78.92 m（冻基，对应珠基

78.618m），但低于 80.07m（冻基，对应珠基 79.768m）时：

（1）充分利用河道下泄洪水；运用上游水库拦洪、削峰和

错峰，减轻下游防洪压力。

（2）加强两岸堤防的巡查与防守，及时排除险情，利用堤

防超高适当提高低标准堤防的运用，利用堤防超高强迫行洪，必

要时局部加筑子堤。

（3）做好现状防洪标准 20年一遇的乡镇堤围保护区内受影

响人员和财产的转移准备，并视水情预报和工程状况适时组织人

员转移。

3、梅州城区以下河段：

当预报横山站将出现 20年一遇以下洪水，即横山站水位将

高于警戒水位 52m（冻基，对应珠基 56.017m），但低于 20年

一遇洪水位 57.74m（冻基，对应珠基 61.757m）时：

（1）充分利用河道下泄洪水；适时运用上游水库拦洪、削

峰和错峰，减轻下游防洪压力。

（2）做好低洼、危险区域以及现状防洪标准不足 2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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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保护区内受影响人员和财产的转移准备，并视预报和工程状

况适时组织人员转移。

（二）超标准洪水安排

1、梅州城区以上河段

当预报水口站将出现 20年一遇以上洪水，即水口站水位将

达到 86.37m（冻基，对应珠基 100.223m）并继续上涨时：

（1）尽可能挖掘预测预报对洪水调度的作用，在保证水库

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运用合水水库、益塘水库、长潭水库等水库群

拦蓄洪水，适度利用堤防设计洪水位至堤顶高程之间的超高强迫

行洪。

（2）加强堤围工程设施巡查、防守、抢险，视情抢筑子堤，

视水雨工情实况，自上游往下游，适时、合理有序地弃守乡镇堤

防，临时分洪、滞洪，努力降低洪灾损失。

（3）有序组织受洪水威胁区域的人员有序转移到安全地带

并妥善安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2、梅州城区段

当预报梅县（四）将出现 50年一遇以上洪水，即梅县（四）

站水位将达到 80.07m（冻基，对应珠基 79.768m）并继续上涨时：

（1）尽可能挖掘预测预报对洪水调度的作用，在保证水库

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运用干支流水库群拦蓄洪水，适度利用堤防设

计洪水位至堤顶高程之间的超高强迫行洪。

（2）加强堤防工程设施巡查、防守、抢险，视情抢筑子堤，

视水雨工情实况，自上游往下游，适时、合理有序地弃守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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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级堤防临时分洪、滞洪；在放弃镇级堤防临时滞洪后，如水位

仍继续上涨，则视梅州大堤内蓄水容量及社会经济情况，相机逐

段弃守，最大程度减轻洪灾损失。

（3）有序组织受洪水威胁区域的人员有序转移到安全地带

并妥善安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3、梅州城区以下河段

当预报横山站将出现 20年一遇以上洪水，即横山站水位将

达到 57.74m（冻基，对应珠基 61.757m）并继续上涨时：

（1）尽可能挖掘预测预报对洪水调度的作用，在保证水库

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运用干支流水库群拦蓄洪水，适度利用堤防设

计洪水位至堤顶高程之间的超高强迫行洪。

（2）加强堤围工程设施巡查、防守、抢险，视情抢筑子堤，

在放弃低标准的堤防临时滞洪后，河道内水位仍继续上涨，则视

堤内地形及社会经济情况，相机逐段弃守丙村堤以及松口堤，努

力降低洪灾损失。

（3）有序组织受洪水威胁区域的人员有序转移到安全地带

并妥善安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六、洪水资源利用

在确保防洪工程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防洪形势、气象水文预

报，综合考虑水资源、水生态等需求，经有管辖权的防汛抗旱指

挥机构批准，梅江支流控制型水库可采取汛期适度蓄水、汛末提

前蓄水、流域调水补水等措施，合理利用洪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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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责任与权限

（一）责任

1、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以下简称“市三防指挥部”）

负责梅江流域洪水防御的统一指挥和统一调度工作。

2、梅江、梅县、兴宁、平远、蕉岭、大埔、五华等县（市、

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抗洪抢险和人员转移安置、救

灾及灾后恢复等工作。

3、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定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

划，按权限负责重要水工程的防洪调度，下达调度指令、监督及

报送防洪调度情况，协调防洪调度有关事宜。

4、市应急管理、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

通信等市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市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规定》负责本行业、本系统、本领域防御洪水工作，保障所属行

业及其设施的防洪安全。

5、市气象、水文部门负责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参加重要

水工程防洪调度会商，提出防洪调度运用建议。

（二）权限

各级人民政府和三防指挥部、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分级负

责的原则行使有关权限。

1、大型水库。根据《广东省重要水工程防洪调度管理办法

（试行）》，当发生或预报可能发生如下情况之一，合水、益塘、

长潭水库由广东省水利厅或韩江流域管理局负责指挥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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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江流域发生 10 年一遇以上流域性洪水；

②坝址发生 20 年一遇以上洪水；

③防洪调度对跨地级以上市产生严重影响；

④出现突发重大险情。

其他情况下，合水、益塘、长潭水库由市或工程所在的县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防洪调度。

2、其他水工程。市及各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按权

限负责梅江流域中小型水库及其他水工程防洪调度。

3、梅江干流（五华河汇入口以下）堤防的弃守或破堤泄洪

运用，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方案报市三防指挥部，各相

关县（市、区）按照批准的运用方案执行。其他堤防的弃守或破

堤泄洪运用，由所在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方案报同级三

防指挥部，按照批准的运用方案执行，必要时由市水行政主管部

门提出运用方案报市三防指挥部，各相关县（市、区）按照批准

的运用方案执行。

八、工作与任务

（一）防汛准备

各级三防指挥部要组织对所辖范围内的防汛准备情况进行

检查，督促落实防汛责任和度汛措施。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组

织开展水利防汛备汛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水利工

程度汛安全。受洪水影响的企业和单位，要做好各项防汛准备，

落实防洪自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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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报预警

市气象局要及时作出天气形势、降雨预报，并按有关规定发

布预报成果。省水文局梅州水文分局负责水口、梅县（四）、横

山水文站的水位流量过程预报，洪峰水位、洪峰流量预报，并按

程序向社会发布洪水预警。合水、益塘、长潭水库运行管理单位

应按要求向相关三防指挥机构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水库流域

内的实时水雨情、水库调度运行等相关信息。

（三）抗洪抢险

市三防指挥部组织、协调、监督梅江抗洪抢险工作。

各相关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按照防汛责任制的规定，组

织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抗洪抢险工作。市自然资源、交通运输、

住房和城乡建设、通信等部门和单位做好所属行业及其设施的抗

洪抢险工作。

当梅江各河段发生设计标准以上洪水时，各相关县（市、区）

人民政府要及时采取措施，加强重要防洪工程和各类重要基础设

施的防守和抢险工作，保证重要水库、重要堤防、重要城镇、重

要地区的防洪安全。

（四）救灾

各相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

受灾人员转移安置、生活保障、卫生防疫、物资供应、治安管理、

水毁修复、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等工作。

九、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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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方案由梅州市水务局负责解释。

（二）如无特别说明，本方案中的高程均采用珠江高程基准。

（三）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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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汀江防御洪水方案

汀江属韩江一级支流，发源于福建省宁化县治平乡境内的木

马山，从北向南流经福建省长汀、武平、上杭、永定 4个县区，

在龙岩市永定区峰市镇出福建进入广东省梅州市，至大埔县三河

坝与梅潭河、梅江汇合后流入韩江。汀江（梅州段，下同）干流

防洪安全关系梅州市大埔县茶阳镇、三河镇和沿岸村镇的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经过多年建设，汀江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逐步完善，防洪非工

程措施建设取得长足进展，防洪能力显著提高。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广东省防汛防旱

防风条例》《广东省韩江流域综合规划修编报告》《梅州市流域

综合规划修编（2011年~2030年）》，结合汀江流域防洪现状，

编制本方案。

一、洪水特性

（一）气象特征

汀江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受海洋性东南亚季风影响较

大，且处于低纬度地区，太阳辐射强，日照天数多，平均气温高，

夏季盛吹东南风，冬季多吹北风和偏北风。四季主要特点：春季

阴雨天气较多，夏季高温湿热水汽含量较大，常带来大雨、暴雨，

秋季常有热雷雨、台风雨，冬季寒冷，雨量稀少，霜冷期短。根

据大埔县气象站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温度为 21℃，最高温度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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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7月 31日），最低温度-4.2℃（1967年 1月 17日），

年无霜期在 290天以上；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518.9 mm，一年内

降雨量最多月份为 5～6月，降雨量最少月份为 10～12月；多年

陆地年蒸发量为 1516 mm，一般 5～10 月份蒸发量最大，1～3

月、12月份蒸发量最小。

（二）流域洪水特点

汀江洪水主要由锋面雨和台风雨所造成，前汛期（4～6月）

主要是锋面雨洪水，后汛期（7～9 月）多为台风雨洪水。年最

大洪水多发生在 5月、6月份，主要由锋面雨造成。由台风雨造

成的洪水多发生在 7～8月。汀江具有山区性的河流特点，洪水

陡涨陡落，汀江洪水峰高，峰型多为单峰和双峰，洪水过程线呈

尖瘦型，一次洪水过程历时一般在 3~5天。上游福建省境内的棉

花滩水库是一座季调节水库，对汀江干流的洪水过程起到一定的

调节作用。

二、防洪工程体系

汀江流域基本形成了汀江上游棉花滩水库与下游堤防联合

防洪的“堤库结合”防洪工程体系。

（一）堤防工程

汀江干流的堤防主要有大埔县茶阳镇的迪麻堤、三河镇汇东

堤等。三河镇汇东堤、茶阳镇迪麻堤、梅林角庵堤均达 20年一

遇防洪标准，但茶阳镇镇区汀江河段防洪标准较低，仅约 2年一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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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洪水库

汀江流域主要防洪水库是棉花滩水库（水电站）。棉花滩水

库（水电站）位于汀江下游，控制流域面积 7907km2，防洪高水

位、正常蓄水位均为 173.0m，校核水位 177.8m，总库容 20.35

亿 m3，为不完全年调节水库。其防洪任务是对韩江中下游及三

角洲地区 50年一遇洪水进行调节，按固定下泄方式调洪，前、

后汛期分别控泄 5210 m3/s、4400 m3/s。在库水位低于汛限水位

情况下，通过合理控制棉花滩水库总出库流量，可以减轻梅州市

汀江沿岸地区的防洪压力。（本段高程均为 1956黄海高程）

汀江流域梅州市境内现有青溪、双溪、三河坝、茶阳等 4宗

中型水库（水电站），小（1）型水库 9 宗，小（2）型水库 36

宗，总库容 21765.4万 m3。青溪水库、茶阳水电站位于汀江，三

河坝水库位于梅潭河，这些水库（水电站）均不承担下游的防洪

任务。

三、防洪保护对象

（一）重点防洪保护对象

大埔县茶阳镇为梅州市汀江干流的重点防洪保护对象。

（二）次重点防洪保护对象

大埔县青溪镇和三河镇为梅州市汀江干流的次重点防洪保

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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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防洪保护对象

汀江干流沿岸除重点和次重点防洪保护对象以外的其它防

洪保护区为一般防洪保护对象。

四、防御洪水原则

（一）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坚持人民至上，把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底线思维，最大程度地减少洪水灾害

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统一指挥，分级负责。防汛抗洪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

政首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属地管理为主、统一指挥、分级负责、

分类管理、条块结合的防御体系。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

防汛抗洪工作，政府行政首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对本辖区的防汛

抗洪工作负总责。

（三）流域统筹，兼顾各方。坚持上下游统筹、左右岸兼顾、

干支流协调，确保重点，兼顾一般，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电

调服从水调，兴利服从防洪。

（四）堤库结合，以泄为主，蓄泄兼施。合理运用防洪工程

设施，标准内洪水时确保重点保护对象防洪安全，超标准洪水时

力保重点保护对象防洪安全；在确保防洪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兼

顾洪水资源利用。

（五）科学防控，有效应对。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洪水

灾害防御与应急处置工作水平，做到全面监测、准确预报、及早

预警、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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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御洪水安排

（一）标准内洪水安排

1、漳溪河汇入口以上河段

当预报汀江溪口茶阳站将出现 2年一遇以下洪水，即溪口茶

阳站水位将高于警戒水位 49.00 m，但低于 2 年一遇洪水位

52.01m时：

（1）充分利用河道下泄洪水。在确保堤防工程安全情况下，

对重点堤段可适当提高堤防的运用标准，利用堤防超高或临时抢

筑子堤，加大河道泄量。

（2）做好低洼、危险区域及现状防洪能力不足 2年一遇区

域（重点是茶阳镇镇区）受影响人员和财产的转移准备，并视预

报和水雨工情实况适时组织人员转移。

（3）合理控制棉花滩水库总出库流量，密切关注棉花滩水

库下泄流量。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前提下，根据洪水情况适时发挥

流域内青溪、茶阳水库（水电站）以及支流其他中型水库拦洪、

削峰和错峰作用，减轻汀江干流沿岸堤防和城镇的防洪压力。

（4）加强汀江干流两岸堤防和堤防险段的巡查与防守，及

时排除险情，保障汀江沿岸城镇以及汀江下游防洪工程安全。

2、漳溪河汇入口以下河段

当预报汀江溪口站将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小于 20年一遇

洪水时，即溪口站水位将超过 11.00m（冻基，对应珠基 52.4m）

并低于 18.36m（冻基，对应珠基 59.76m）时：

（1）充分利用河道下泄洪水。在确保堤防工程安全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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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点堤段可适当提高堤防的运用标准，利用堤防超高或临时抢

筑子堤，加大河道泄量。

（2）做好低洼、危险区域及现状防洪能力不足 10年一遇区

域受影响人员和财产的转移准备，并视预报和水雨工情实况适时

组织人员转移。

（3）合理控制棉花滩水库总出库流量，密切关注棉花滩水

库下泄流量。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前提下，根据洪水情况适时发挥

流域内青溪、茶阳水库（水电站）以及支流其他中型水库拦洪、

削峰和错峰作用，减轻汀江干流沿岸堤防和城镇的防洪压力。

（4）加强汀江干流两岸堤防和堤防险段的巡查与防守，及

时排除险情，保障汀江沿岸城镇以及汀江下游防洪工程安全。

（二）超标准洪水安排

1、漳溪河汇入口以上河段

当预报汀江茶阳站将出现 2年一遇以上洪水，即茶阳站水位

将达到 52.01m并继续上涨时：

（1）充分利用河道下泄洪水。

（2）做好低洼、危险区域及现状防洪能力不足 2年一遇区

域（重点是茶阳镇镇区）受影响人员和财产的转移工作，并视情

做好更多可能受淹地区人员的转移工作，努力降低洪灾损失。

（3）密切关注棉花滩水库下泄流量，必要时报请省水利厅

协调珠江防汛抗旱总指挥和福建省合理控制棉花滩水库总出库

流量。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前提下，根据洪水情况适时发挥流域内

青溪、茶阳水库（水电站）以及支流其他中型水库拦洪、削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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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峰作用，减轻汀江干流沿岸堤防和城镇的防洪压力。

（4）加强茶阳镇镇区段堤防和堤防险段的巡查与防守，及

时排除险情，尽可能保障汀江沿岸城镇以及汀江下游防洪工程安

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2、漳溪河汇入口以下河段

当预报汀江溪口站将出现 20年一遇以上洪水，即溪口站水

位将达到 18.36 m（冻基，对应珠基 59.76m）并继续上涨时：

（1）充分利用河道下泄洪水。

（2）做好低洼、危险区域及现状防洪能力不足 10年一遇区

域受影响人员和财产的转移工作，并视情做好更多可能受淹地区

人员的转移工作，努力降低洪灾损失。

（3）合理控制棉花滩水库总出库流量，密切关注棉花滩水

库下泄流量和高陂水库壅水。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前提下，根据洪

水情况适时发挥流域内青溪、茶阳水库（水电站）以及支流其他

中型水库拦洪、削峰和错峰作用，减轻汀江干流沿岸堤防和城镇

的防洪压力。

（4）加强汀江干流两岸堤防和堤防险段的巡查与防守，及

时排除险情，尽可能保障汀江沿岸城镇以及汀江下游防洪工程安

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六、洪水资源利用

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防洪形势、气象水文预报，

综合考虑水资源、水生态等需求，经有管辖权的三防指挥机构批

准，流域中小型水库可采取汛期适度蓄水、汛末提前蓄水、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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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水补水等措施，合理利用洪水资源。

七、责任与权限

（一）责任

1、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以下简称“市三防指挥部”）

负责汀江流域洪水防御的统一指挥和统一调度工作。

2、大埔县人民政府负责抗洪抢险和人员转移安置、救灾及

灾后恢复等工作。

3、市和大埔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定流域内水库汛

期调度运用计划，按权限负责重要水工程的防洪调度，下达调度

指令、监督及报送防洪调度情况，协调防洪调度有关事宜。

4、市应急管理、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

通信等市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市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规定》负责本行业、本系统、本领域防御洪水工作，保障所属行

业及其设施的防洪安全。

5、市气象、水文部门负责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参加重要

水工程防洪调度会商，提出防洪调度运用建议。

（二）权限

各级人民政府和三防指挥部、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分级负

责的原则行使有关权限。

1、根据国家防总《关于韩江洪水调度方案的批复》（国汛

〔2012〕1 号），棉花滩水库防洪调度按照洪水大小分级负责：

预测入库洪水大于 5 年一遇但小于 20 年一遇（洪峰流量 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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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s）时，视上游来水情况及韩江中下游汛情，由福建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商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珠江防汛抗旱总指挥

部调度，必要时珠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可提前介入实施调度；预

测入库洪水超过 20年一遇时，由珠江防汛抗早总指挥部调度，

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备案。市及大埔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按权

限负责汀江其他水工程防洪调度。

2、汀江流域堤防的弃守或破堤泄洪运用，由大埔县水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运用方案报同级三防指挥部，按照批准的运用方

案执行。

八、工作与任务

（一）防汛准备

市和大埔县三防指挥部要组织对所辖范围内的防汛准备情

况进行检查，督促落实防汛责任和度汛措施。市和大埔县水行政

主管部门要组织开展水利防汛备汛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确保水利工程度汛安全。受洪水影响的企业和单位，要做好

各项防汛准备，落实防洪自保措施。

（二）预报预警

市气象局要及时作出天气形势、降雨预报，并按有关规定发

布预报成果。省水文局梅州水文分局负责溪口水文站的水位流量

过程预报，洪峰水位、洪峰流量预报，并按程序向社会发布洪水

预警。青溪、双溪、三河坝水库运行管理单位应按要求向相关三

防指挥机构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水库流域内的实时水雨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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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调度运行等相关信息。

（三）抗洪抢险

市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通信等部门和单

位做好所属行业及其设施的抗洪抢险工作。

当汀江发生设计标准以上洪水时，大埔县人民政府要及时采

取措施，加强重要防洪工程和各类重要基础设施的防守和抢险工

作，保证重要水库、重要堤防、重要城镇、重要地区的防洪安全。

（四）救灾

大埔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受灾人员转

移安置、生活保障、卫生防疫、物资供应、治安管理、水毁修复、

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等工作。

九、附则

（一）本方案由梅州市水务局负责解释。

（二）如无特别说明，本方案中的高程均采用珠江高程基准。

（三）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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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程江防御洪水方案

程江是梅江一级支流，发源于江西寻邬蓝峰，干流在梅州市

境内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平远县石正镇、梅县区梅西镇、大坪镇、

南口镇和程江镇后，在梅州城区流入梅江，流域面积 718km2，

河长 94km，梅州市境内流域面积 708km2，河长 84km。程江干

流防洪安全关系梅州城区和沿岸村镇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

济社会发展。

经过多年建设，程江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逐步完善，防洪非工

程措施建设取得长足进展，防洪能力显著提高。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广东省防汛防旱

防风条例》《广东省韩江流域综合规划修编报告》《梅州市流域

综合规划修编（2011年～2030年）》，结合程江流域实际，编

制本方案。

一、洪水特性

（一）气象特征

程江流域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同时受山地特定地形影

响，形成夏日长、冬日短、气温高、光照充足、雨水丰盈且集中

的气候特征。流域内多年平均气温 21.2℃，多年平均年蒸发量

1182mm，多年平均年降雨量 1498mm，4～9月降雨量约占全年

降雨量的 70％。4～6月为前汛期，主要是西风带天气系统，如

西南低槽、低涡冷锋、静止锋形成的锋面雨，此类暴雨的持续时

间较长；7～9月为后汛期，主要由西太平洋产生的热带气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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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台风雨，常造成强度较大的降水，但此类暴雨的持续时间较

短。

（二）流域洪水特点

程江洪水主要由锋面雨和台风雨产生，以台风雨为主。每年

4～6月的暴雨多属锋面雨，出现中高水位以上洪峰的次数较多；

7～9 月较大暴雨多属台风雨，降雨强度大，常出现年最高水位

的大洪水。由于暴雨量大且集中，程江洪峰过程线一般呈尖瘦形。

二、防洪工程体系

程江干流的主要防洪工程包括干流两岸堤防以及富石、梅西

2座中型水库，形成“堤库结合、蓄泄兼施”的防洪工程体系。

（一）堤防工程

程江干流主要堤防工程有石正河堤、长滩堤、大喜堤、梅州

大堤北堤和西堤程江段。现状防洪标准石正河堤 10年一遇，长

滩堤、大喜堤 20年一遇，梅州大堤北堤程江段 50年一遇，梅州

大堤西堤程江段 100年一遇。

（二）防洪水库

程江流域共有中型水库 3座，分别是干流上游的富石水库、

中游的梅西水库以及支流扎田河上游的干才水库。其中，富石水

库是程江上游的骨干防洪水库，梅西水库是程江中下游的骨干防

洪水库。

富石水库位于平远县石正镇北部，功能以防洪为主，兼顾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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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发电、供水，控制流域面积 53km2，按 50年一遇洪水设计，

1000年一遇洪水校核；正常蓄水位 303.00m，汛限水位 4～6月

为 300.00m，7 月为 301.00m，8～9 月为 302.00m，设计洪水位

304.94m，校核洪水位 305.70m；总库容 2388 万 m3，调洪库容

473～701万 m3。溢洪道净宽 11.7m，设 1 孔弧形闸门控制，设

计最大泄洪流量 428m3/s。

梅西水库位于梅县区梅西镇与大坪镇之间，功能以防洪、灌

溉为主，兼顾发电，控制流域面积 350km2，占程江流域面积的

比重为 49％。按 50年一遇洪水设计，1000年一遇洪水校核；正

常蓄水位 167.50m，汛限水位为 167.50m，设计洪水位 169.05m，

校核洪水位 170.30m；总库容 5100万 m3，调洪库容 1600万 m3。

溢洪道净宽 29.1m，设 3 孔弧形闸门控制，设计最大泄洪流量

1338m3/s。

（三）河道整治工程

为配合城市规划建设，提高沿河防洪标准，程江干流于 1970

年、1974年分别在长滩、程江镇两处进行了人工裁弯取直的移

河改道工程，缩短河道 3.3km；1989年对老百花洲河段进行裁弯

取直，新开挖人工河道 500m，将程江原出口上移至现在的乌廖

沙。近年来，程江干流开展了大量的护岸、清淤疏浚等河道整治，

河势基本稳定，行洪能力进一步提高。

三、防洪保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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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防洪保护对象

梅州城区为梅州市程江干流的重点防洪保护对象。

（二）次重点防洪保护对象

石正镇镇区为梅州市程江干流的次重点防洪保护对象。

（三）一般防洪保护对象

梅州市程江干流沿岸除重点和次重点防洪保护对象以外的

其它防洪保护区为一般防洪保护对象。

四、防御洪水原则

（一）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坚持人民至上，把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底线思维，最大程度地减少洪水灾害

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统一指挥，分级负责。防汛抗洪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

政首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属地管理为主、统一指挥、分级负责、

分类管理、条块结合的防御体系。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

防汛抗洪工作，政府行政首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对本辖区的防汛

抗洪工作负总责。

（三）流域统筹，兼顾各方。坚持上下游统筹、左右岸兼顾、

干支流协调，确保重点，兼顾一般，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电

调服从水调，兴利服从防洪。

（四）堤库结合，以泄为主，蓄泄兼施。合理运用防洪工程

设施，标准内洪水时确保重点保护对象防洪安全，超标准洪水时

力保重点保护对象防洪安全；在确保防洪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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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洪水资源利用。

（五）科学防控，有效应对。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洪水

灾害防御与应急处置工作水平，做到全面监测、准确预报、及早

预警、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应对。

五、防御洪水安排

（一）标准内洪水安排

1、梅西水库以上河段

当预报石正站将出现 10年一遇以下洪水，即石正站水位将

高于警戒水位 198.00m，但低于 10 年一遇洪水位 200.35m（85

高程）时：

（1）充分利用河道下泄洪水；适时运用上游富石水库拦洪、

削峰和错峰，控制石正站水位不超过 200.35m（85高程）。

（2）做好低洼、危险区域以及现状防洪标准不足 10年一遇

堤防保护区内受影响人员和财产的转移准备，并视水情预报和工

程状况适时组织人员转移。

（3）加强石正河堤的巡查和防守，及时排除险情。

2、梅西水库以下河段

当预报长滩站将出现 20年一遇以下洪水，即长滩站水位将

高于警戒水位 88.50m，但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89.15m时：

（1）充分利用河道下泄洪水；适时运用梅西水库拦蓄洪水，

控制长滩站水位不超过 89.15m，同时保证梅西水库遭遇 20年一

遇以下洪水，即入库流量不超过 800m3/s时，坝址水位不超过水

库移民迁安和耕地赔偿水位 168.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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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好低洼、危险区域以及现状防洪标准不足 20年一遇

堤防保护区内受影响人员和财产的转移准备，并视水情预报和工

程状况适时组织人员转移。

（3）加强程江干流两岸堤防的巡查和防守，及时排除险情。

当预报长滩站将出现 20年一遇以上,50年一遇以下洪水，即

长滩站水位将超过 89.15m并低于 90.82m时：

（1）充分利用河道下泄洪水；运用梅西水库拦洪、削峰和

错峰，控制长滩站水位不超过 90.82m。

（2）加强程江干流两岸堤防的巡查和防守，及时排除险情；

适当提高长滩堤、大喜堤的运用标准，利用堤防超高强迫行洪，

必要时局部加筑子堤。

（3）做好长滩堤、大喜堤保护区内受影响人员和财产的转

移准备，并视水情预报和工程状况适时组织人员转移。

当预报长滩站将出现 50年一遇以上,100年一遇以下洪水，

即长滩站水位将超过 90.82m并低于 92.20m时：

（1）充分利用河道下泄洪水；运用梅西水库拦洪、削峰和

错峰，控制长滩站水位不超过 92.20m。

（2）加强程江干流两岸堤防的巡查和防守，及时排除险情；

适当提高梅州大堤北堤程江段的运用标准，利用堤防超高强迫行

洪，必要时局部加筑子堤。

（3）视水雨工情实况，自上游往下游，适时、合理有序地

弃守长滩堤、大喜堤，缓滞洪水。

（4）做好梅州大堤北堤程江段保护区内受影响人员和财产

的转移准备，并视水情预报和工程状况适时组织人员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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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标准洪水安排

1、梅西水库以上河段

当预报石正站将出现 10年一遇以上洪水，即石正站水位将

达到 200.35m（85高程）并继续上涨时：

（1）加强洪水预报预警，在保证大坝安全前提下，采用预

报调度的方式，充分发挥上游富石水库拦洪、削峰和错峰作用。

（2）加强石正河堤的巡查和防守，及时排除险情；适当提

高堤防的运用标准，利用堤防超高强迫行洪，必要时局部加筑子

堤。

（3）做好石正河堤保护区内受影响人员和财产的转移准备，

并视水情预报和工程状况适时组织人员转移。

（4）在富石水库充分运用后，水位仍继续上涨，相机弃守

石正河堤左堤或在黄寨附近主动扒口分洪，利用程江左岸分泄超

额洪水，最大程度减轻洪灾损失。

2. 梅西水库以下河段

当预报长滩站将出现 100年一遇以上洪水，即长滩站水位将

达到 92.20m并继续上涨时：

（1）加强洪水预报预警，在保证大坝安全前提下，采用预

报调度的方式，充分发挥梅西、富石水库拦洪、削峰和错峰作用。

（2）全力加强程江梅州大堤北堤和西堤的巡查和防守，及

时排除险情；适当提高堤防的运用标准，利用堤防超高强迫行洪，

必要时局部加筑子堤。

（3）做好梅州大堤西堤程江段保护区内受影响人员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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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移准备，并视水情预报和工程状况适时组织人员转移。

（4）在弃守上游长滩堤、大喜堤临时滞洪后，水位仍继续

上涨，则视梅州大堤程江段堤内蓄水容量及社会经济情况，相机

逐段弃守，最大程度减轻洪灾损失。

六、洪水资源利用

在确保防洪工程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防洪形势、气象水文预

报，综合考虑水资源、水生态等需求，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程江干支流控制性水库可采取汛期适度蓄水、汛末提

前蓄水、流域调水补水等措施，合理利用洪水资源。

七、责任与权限

（一）责任

1、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以下简称“市三防指挥部”）

负责程江流域洪水防御的统一指挥和统一调度工作。

2、平远、梅县、梅江等县（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抗洪抢险和人员转移安置、救灾及灾后恢复等工作。

3、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定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

划，按权限负责重要水工程的防洪调度，下达调度指令、监督

及报送防洪调度情况，协调防洪调度有关事宜。

4、市应急管理、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

通信等市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市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规定》负责本行业、本系统、本领域防御洪水工作，保障所属行

业及其设施的防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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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市气象、水文部门负责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参加重要

水工程防洪调度会商，提出防洪调度运用建议。

（二）权限

各级人民政府和三防指挥部、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分级负

责的原则行使有关权限。

1、梅西水库防洪调度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报市三防

指挥部备案；富石水库、干才水库防洪调度由所在县（区）水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同级三防指挥部备案。

2、其他水工程由所在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按权限负责

防洪调度。

3、程江干流梅西水库以下河段堤防的弃守或破堤泄洪运用，

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方案报市三防指挥部，各相关县

（区）按批准的运用方案执行。其他堤防的弃守或破堤泄洪运

用，由所在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方案报同级三防指挥

部，并按批准的运用方案执行，必要时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

出运用方案报市三防指挥部，各相关县（区）按批准的运用方

案执行。

八、工作与任务

（一）防汛准备

市及平远、梅县、梅江等县（区）三防指挥部要组织对所辖

范围内的防汛准备情况进行检查，督促落实防汛责任和度汛措

施。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开展水利防汛备汛安全检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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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水利工程度汛安全。受洪水影响的企业和

单位，要做好各项防汛准备，落实防洪自保措施。

（二）预报预警

市气象局要及时作出天气形势、降雨预报，并按有关规定发

布预报成果。省水文局梅州水文分局负责石正、龙虎、长滩水文

站的水位流量过程预报，洪峰水位、洪峰流量预报，并按程序向

社会发布洪水预警。

富石、梅西、干才水库运行管理单位应按要求向相关三防指

挥机构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水库流域内的实时水雨情、水库调

度运行等相关信息。

（三）抗洪抢险

市三防指挥部组织、协调、监督程江抗洪抢险工作。

各相关县（区）人民政府要按照防汛责任制的规定，组织做

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抗洪抢险工作。市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房

和城乡建设、通信等部门和单位做好所属行业及其设施的抗洪抢

险工作。

当程江各河段发生设计标准以上洪水时，各相关县（区）人

民政府要及时采取措施，加强重要防洪工程和各类重要基础设施

的防守和抢险工作，保证重要水库、重要堤防、重要城镇和重要

地区的防洪安全。

（四）救灾

各相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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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人员转移安置、生活保障、卫生防疫、物资供应、治安管理、

水毁修复、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等工作。

九、附则

（一）本方案由梅州市水务局负责解释。

（二）如无特别说明，本方案中的高程均采用珠江高程基准。

（三）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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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石窟河防御洪水方案

石窟河是韩江一级支流，发源于福建武平洋石坝，于蕉岭广

福流入梅州，在梅州市境内主要流经蕉岭、梅县等县（区），在

丙村东洲坝汇入梅江。石窟河流域面积 3681km2，河长 179km，

平均坡降 1.79‰。梅州市石窟河干流防洪安全关系蕉岭县城和沿

岸村镇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经过多年建设，石窟河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逐步完善，防洪非

工程措施建设取得长足进展，防洪能力显著提高。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广东省防汛防

旱防风条例》《广东省韩江流域综合规划修编报告》《梅州市流

域综合规划修编报告书（2011年~2030年）》，结合石窟河流域

防洪现状，制定本方案。

一、洪水特性

（一）气象特征

石窟河流域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湿润，雨季长，雨

量丰沛，多年平均年降雨量为 1594mm，多年平均降雨天数在 150

天左右。4～6月为前汛期，主要是西风带天气系统，如西南低

槽、低涡冷锋、静止锋形成的锋面雨，这种锋面雨笼罩面较广，

持续时间较长；7～9 月为后汛期，主要由西太平洋产生的热带

气旋形成的台风雨，常造成强度较大的降水，但此类暴雨的范围

较小，持续时间也较短。年平均气温为 20.7℃～21.5℃，多年平

均年蒸发量为 959.1mm，蒸发量年际变化不大，年间各月随季节



40

有规律地变化，2 月最少在 41～55mm之间，7 月最大在 125～

150mm之间，以后逐月减少。

（二）流域洪水特点

石窟河流域发生洪涝灾害主要是局部暴雨、区域性暴雨造成

的。暴雨特性是由于石窟河流域地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

水气来源丰富，动力作用强烈，又由于地形抬升作用，常形成大

暴雨，并且强度大，历时短。洪水为暴雨所形成，暴雨洪水关系

密切，洪水过程直接受暴雨过程的影响，具有山区河流典形陡涨

陡落的特点，有历史记载的历次洪灾均由于流域降暴雨所致，其

中由台风雨引发的洪水居多。历史上 1889年、1936年、1943年、

1957年、1961年、1964年、1967年、1983年和 2000年、2007

年和 2009年发生的几次大洪水均由台风雨造成。

二、防洪工程体系

石窟河干流的主要防洪工程包括干流两岸堤防以及长潭水

库，形成“堤库结合、蓄泄兼施”的防洪工程体系。

（一）堤防工程

石窟河干流主要堤防工程有白马堤、尖长堤、象岭堤、矮辛

堤、南山堤、九岭堤、蕉城堤、河东堤、潘田堤、福矮堤、白马

堤、桃溪堤、红江堤、河西堤、顺岭堤、横龙堤、马鞍堤、永沙

堤、金盘堤、沙坪堤、蔚蕉堤、蔚彩堤。目前，蕉城堤围防洪标

准为 50年一遇，其余堤围防洪标准为 2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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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洪水库

石窟河流域共有大中型水库 3座，分别是干流上游的长潭水

库及支流柚树河的黄田水库、高陂河的黄竹坪水库。长潭水库是

石窟河干流上的骨干防洪水库，位于蕉岭县境内蕉城镇西北约 6

公里。长潭水库是以发电为主，兼顾灌溉、防洪、航运等综合利

用水利枢纽。水库集水面积 1990km2。流域内设计多年平均降水

量为 1640mm；设计多年平均流量为 55.8m3/s，设计多年平均径

流量为 17.55亿 m3；设计多年平均径流系数为 0.54；设计多年平

均水量利用率为 92.9%。

长潭水库按百年洪水设计，设计洪水位为 151.50m；万年洪

水校核，校核洪水位为 156.30m；总库容为 1.72亿 m3，设计正

常高水位为 148.00m，汛期防洪限制水位为 144.00m，死水位为

136.50m；库容系数为 3.2%，属季调节水库。

三、防洪保护对象

（一）重点防洪保护对象

蕉岭县城是梅州市石窟河干流重点防洪保护对象。

（二）次重点防洪保护对象

长潭镇、三圳镇、新铺镇、白渡镇、丙村镇等 5镇为梅州市

石窟河干流次重点防洪保护对象。

（三）一般防洪保护对象

石窟河干流沿岸除重点和次重点防洪保护对象以外的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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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保护区为一般保护对象。

四、防御洪水原则

（一）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坚持人民至上，把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底线思维，最大程度地减少洪水灾害

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统一指挥，分级负责。防汛抗洪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

政首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属地管理为主、统一指挥、分级负责、

分类管理、条块结合的防御体系。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

防汛抗洪工作，政府行政首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对本辖区的防汛

抗洪工作负总责。

（三）流域统筹，兼顾各方。坚持上下游统筹、左右岸兼顾、

干支流协调，确保重点，兼顾一般，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电

调服从水调，兴利服从防洪。

（四）堤库结合，以泄为主，蓄泄兼施。合理运用防洪工程

设施，标准内洪水时确保重点保护对象防洪安全，超标准洪水时

力保重点保护对象防洪安全；在确保防洪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兼

顾洪水资源利用。

（五）科学防控，有效应对。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洪水

灾害防御与应急处置工作水平，做到全面监测、准确预报、及早

预警、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应对。

五、防御洪水安排



43

（一）标准内洪水安排

1、长潭水库～柚树河汇入前段

当预报长潭水库坝址将出现 20年一遇以下洪水，即坝址水

位低于 148.90m，坝址流量低于 2880m3/s时：

（1）调度运用长潭水库预泄洪水。做好低洼、危险区域及

现状防洪标准不足 20年一遇堤防保护区内受影响人员和财产的

转移准备，并视预报和水雨工情实况适时组织人员转移。

（2）加强石窟河干流两岸堤防和堤防险段的巡查与防守，

及时排除险情。

当预报长潭水库坝址将出现 20年一遇以上，50年一遇以下

洪水，即坝址流量将超过 2880m3/s，但低于 3600m3/s时：

（1）调度运用长潭水库控泄洪水；在确保下游防洪安全情

况下，利用堤防超高适当提高低标准堤防的运用，并视预报和水

雨工情实况适时组织人员转移。

（2）加强石窟河干流两岸堤防和堤防险段的巡查与防守，

及时排除险情，保障蕉岭县城安全。

2、柚树河汇入后～河口段

当预报新铺站将出现 20 年一遇以下洪水，即新铺站水位

高于警戒水位 80.00m（冻基，对应珠基 79.865m），但低于 81.17m

（冻基，对应珠基 81.035m）时：

（1）充分利用河道下泄洪水；做好低洼、危险区域以及现

状防洪标准不足 20年一遇堤防保护区内受影响人员和财产的转

移准备，并视预报和工程状况适时组织人员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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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石窟河干流两岸堤防的巡查与防守，及时排除险

情，保障沿线城镇防洪安全。

（二）超标准洪水安排

1、长潭水库～柚树河汇入前段

当预报长潭水库坝址将出现 50年一遇以上洪水，即坝址流

量将达到 3600m3/s以上时：

（1）充分运用长潭水库拦蓄洪水，减轻蕉岭县城防洪压力，

视情适时弃守乡镇级低标准堤围，保障蕉岭县城防洪安全。

（2）严格要求石窟河上游干支流上的水库/水电站按规程调

度，防止人为灾害。

（3）适当提高重点保护区堤防的运用标准，利用堤防超高，

临时抢筑子堤，加大河道泄量。

（4）在弃守乡镇级堤防临时滞洪后，水位仍继续上涨时，

视堤内蓄水容量及社会经济情况，相继逐段弃守蕉岭县城沿岸部

分堤围，并视情做好更多可能受淹地区人员的转移工作，努力降

低洪灾损失。

2、柚树河汇入后～石窟河河口段

当预报新铺站将出现 20 年一遇洪水，即新铺站水位达到

81.17m（冻基，对应珠基 81.035m）并继续上涨时：

（1）做好低洼、危险区域及受影响人员和财产的转移准备，

并视预报和水雨工情实况适时组织人员转移，并视情做好更多可

能受淹地区人员的转移工作。

（2）在保障水库安全前提下，运用长潭水库以及中上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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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流其他水库拦洪、削峰和错峰，力保沿岸地区防洪安全。

（3）适当提高沿线城镇堤防的运用标准，利用堤防超高，

临时抢筑子堤，加大河道泄量；加强干流两岸堤防和堤防险段的巡

查与防守，及时排除险情。必要时破堤，努力降低洪灾损失。

（4）当沿岸堤围在采取以上工程和非工程防洪措施后仍然确

定会漫顶溃堤时，可选择对沿岸堤围保护区影响相对较小或薄弱

堤段进行人工破堤分洪。受影响的沿岸乡镇人民政府完成受影响

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

六、洪水资源利用

在确保防洪工程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防洪形势、气象水文预

报，综合考虑水资源、水生态等需求，经有管辖权的防汛抗旱指

挥机构批准，长潭水库可采取汛期适度蓄水、汛末提前蓄水、流

域调水补水等措施，合理利用洪水资源。

七、责任与权限

（一）责任

1、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以下简称“市三防指挥部”）

负责石窟河流域洪水防御的统一指挥和统一调度工作。

2、蕉岭、梅县、平远等县（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抗洪抢险和人员转移安置、救灾及灾后恢复等工作。

3、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定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

划，按权限负责重要水工程的防洪调度，下达调度指令、监督

及报送防洪调度情况，协调防洪调度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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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应急管理、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

通信等市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市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规定》负责本行业、本系统、本领域防御洪水工作，保障所属行

业及其设施的防洪安全。

5、市气象、水文部门负责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参加重要

水工程防洪调度会商，提出防洪调度运用建议。

（二）权限

1、根据《广东省重要水工程防洪调度管理办法（试行）》，

当发生或预报可能发生如下情况之一，长潭水库由广东省水利厅

或韩江流域管理局负责指挥调度。

①韩江流域发生 10 年一遇以上流域性洪水；

②坝址发生 20 年一遇以上洪水；

③防洪调度对跨地级以上市产生严重影响；

④出现突发重大险情。

其他情况下，长潭水库由蕉岭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防洪调

度，必要时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直接调度。

2、石窟河流域其他水工程由所在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防洪调度。

3、石窟河干流堤防的弃守或破堤泄洪运用，由市水行政主

管部门提出运用方案报市三防指挥部，各相关县（区）按照批

准的运用方案执行。其他堤防的弃守或破堤泄洪运用，由所在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方案报同级三防指挥部，按照批

准的运用方案执行，必要时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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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市三防指挥部，各相关县（区）按照批准的运用方案执行。

八、工作与任务

（一）防汛准备

市及蕉岭、梅县、平远等县（区）三防指挥部要对流域及所

辖范围内的防汛准备情况进行检查，督促落实防汛责任和度汛措

施。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开展水利防汛备汛安全检查，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水利工程度汛安全。受洪水影响的企业和

单位，要做好各项防汛准备，落实防洪自保措施。

（二）预报预警

市气象、水文部门要及时作出天气形势、降雨和洪水预报，

并按有关规定发布预报成果和预警信息。流域内承担防洪任务的

长潭水库等重要水库运行管理单位应按要求向相关防汛防旱防

风指挥机构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水库实时水雨情、水库调度运

行等相关信息。

（三）抗洪抢险

市三防指挥部指导、协调、监督程江抗洪抢险工作。

各相关县（区）人民政府要按照防汛责任制的规定，组织做

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抗洪抢险工作。市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房

和城乡建设、通信等部门和单位做好所属行业及其设施的抗洪抢

险工作。

当石窟河干流发生设计标准以上洪水时，蕉岭县、梅县区人

民政府要采取措施，加强重要防洪工程和各类重要基础设施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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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和抢险工作，保证重要水库、重要堤防、重要城镇和重要地区

的防洪安全。

（四）救灾

各相关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受灾

人员转移安置、生活保障、卫生防疫、物资供应、治安管理、水毁

修复、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等救灾工作。

九、附则

（一）本方案由梅州市水务局负责解释。

（二）如无特别说明，本方案中的高程均采用珠江高程基准。

（三）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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