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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绵城市试点建设的背景(Background of Sponge City Pilot Construction)

1.1落实中央和地方领导关于城市生态文明方面的要求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state and local leaders on urb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中共常德市委关于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议》

 审议通过《常德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规划（2016-2025年）》力争在2025年之前，建成泛湘西北区域首个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实施长江经济

带发展战略大力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决议》，让“一湖四水”

的清流汇入长江，努力打造长江经济带“绿色长廊”；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提出“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

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发表重
要讲话



1.2 常德地图
Changde Map

1海绵城市试点建设的背景(Background of Sponge City Pilot Construction)



1.2 城市及试点区自然条件
Natural conditions of cities and pilot areas

1海绵城市试点建设的背景(Background of Sponge City Pilot Construction)

 2017年常住人口612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89.6万人，城镇

化率49.56%；

 中心城区人口约90万，建成区面积约90平方公里

 2017年全市GDP 3238.1亿元，增长8.0%

 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2.2:39.9:47.9

 人均GDP达到55048元。

 年降水量为1365.5mm，为全国平均的2.5倍，最大降水

量254mm(54年），近年最大降水量180mm左右

 常德市的水面率高达17.6%，高于同类型的城市，常德市

具备打造水城的优良本底条件

南方部分城市水面率

常德站2016 年月降水量



1.2 城市及试点区自然条件
Natural conditions of cities and pilot areas

1海绵城市试点建设的背景(Background of Sponge City Pilot Construction)

 城市外环水系（防洪）：沅江、柳叶湖、

沾天湖、渐河、马家吉河等

 城市内环水系：穿紫河、护城河、新河、

杨桥河、白马湖等

 江北湿地：花山湿地等

常德市水城常德三个环



1海绵城市试点建设的背景(Background of Sponge City Pilot Construction)

1.3海绵城市试点建设主要解决问题
The main problem focused in the pilot of the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常德市城市水体黑臭与内涝问题突出，试点范

围内有黑臭水体7条，16处内涝积水点

 通过海绵城市建设，维持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

共同体，提升生态空间的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常德海绵城市试点区内涝点分布图

常德海绵城市试点区黑臭水体分布图

 国家要求 State requirements

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

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



1海绵城市试点建设的背景(Background of Sponge City Pilot Construction)

1.4海绵城市试点建设面临的问题
Problems in the pilot construction of sponge city

 资金问题：海绵城市建设78亿元，2017年地方财政收入163.5亿元
financial problem：Sponge City Construction（7.8 billion yuan）, 2017 local 
fiscal revenue（16.35 billion yuan）

 久久为功：规划建设管控问题
Long-term work：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control

 如何建设：技术标准问题
How to build：Technical standard issue

 技术团队：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Technical team：Professional people doing professional things



沅江洪水时，李鹏总理
访问常德时提出“最大
的危情就是水情”，修
建沅江防洪大堤，诗墙
公园

2003年，组建穿紫河工
程建设指挥部
2004年，成立护城河
综合治理筹备办

技术特点：硬化河道、
清淤、水系连通、引水

《“水城常德”—常德市
江北区水敏型城市发
展和可持续性水资源
利用总体规划》

“常德市船码头泵站改
造及河道治理工程”项
目，用生态滤池等生态
工艺降低对河道的污染，
改善河流水质）

全国海绵城市启动会
召开

常德市全面启动海绵
城市试点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2015-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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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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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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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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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德市治水历程回顾(Review of Changde City's Water Management Process)

2009年江北水系办，

一个部门统领协调多
个部门的工作。
2013年改为城区水系办，

将鼎城区水系和沅江
纳入管辖范围



 制定《水城常德》 规划，并开始了一系列的水系治理工程

 但实际实施的工程项目都是点状分散，起到了单个示范项目的

作用，但还未形成系统性和与之相应的片区效应

 编制《常德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

 实施148项项目

 统筹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

 统筹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文化

海绵城市试点开展前所完成的水系治理类项目情况

 针对水质黑臭问题和内涝问题，采取措施，如河道清淤、

泵站改造、沅江引水、边坡硬化、部分水系连通等。

 治理效果：水体依然黑臭，城市内涝依然存在

2常德市治水历程回顾(Review of Changde City's Water Management Process)



 护城河无序开发，人居环境质量差
Unplanned development, poor living quality

 河道被盖板

 棚户区居多

3.1 现状黑臭问题——护城河流域
Current situation of black stinky water- the moat

3   问题解析与系统构建(Problem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护城河位于常德老城区
The moat is located in the old town of Changde

 建筑密度高

 城市水文化流失严重
Urban water culture is seriously lost

 窨子屋破败不堪，老西门历史遗存消失



 污水直排护城河，河道水体黑臭

The sewage is directly discharged into the moat, 
and the water body is black and stinky.

 老城区为合流制排水体制，河道水体黑臭

3.1 现状黑臭问题——护城河流域
Current situation of black stinky water- the moat

3   问题解析与系统构建(Problem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三面光”现象严重，水生态严重失衡

River is seriously paved, and the river ecosystem 
is seriously damaged.



污染物来源及负荷解析 （单位：吨/年）

污染物 总负荷 污水直排 初期雨水 底泥释放

COD 2881.05 2628 184.46 68.59

总氮 182.25 175.2 5.06 1.99

氨氮 71.53 70.1 1.38 0.05

总磷 35.23 35 0.21 0.02

 护城河黑臭成因分析
Analysis of the cause of black stinky water in moat

 护城河年COD总入河量为2881.05吨，总氮182.25

吨，氨氮71.53吨，总磷35.23吨，各污染物及来源

见下表；

 污水直排占护城河入河污染物90%以上，污水直排

是护城河最主要的污染源

护城河入河污染物污染源解析图

3.1 现状黑臭问题——护城河流域
Current situation of black stinky water- the moat

3   问题解析与系统构建(Problem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N

TP NH3-N



 管网 Sewer system

 分流制雨污水管网错接严重，错接率大于20%，且整改难度大

 管网内水力不畅，壅水情况严重，加之地势平坦，时常发生内涝

3.1 现状黑臭问题——穿紫河流域
Current situation of black stinky water- ChuanZi River

3   问题解析与系统构建(Problem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左）武陵大道常德市广播电视台前管径500的污水管接入雨水管 朗州路808 号门管径300 雨水连管接入污水井（右）



泵站 Pumping station

 泵站设施老旧，无净化能力, 恶臭水塘，环境恶劣

3.1 现状黑臭问题——穿紫河流域
Current situation of black stinky water- ChuanZi River

3   问题解析与系统构建(Problem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泵站调蓄池原貌



水系 River system

 水体为黑臭水体、劣V类水质

 水系不连通，河道生态退化严重

3.1 现状黑臭问题——穿紫河流域
Current situation of black stinky water- ChuanZi River

3  问题解析与系统构建(Problem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2015年穿紫河污染物分布图

河道淤堵图 （左图为杨桥河过水断面， 右图为穿紫河船码头处2010年河道） 夏家垱水系黑臭



夏家垱
3.1 现状黑臭问题——穿紫河流域
Current situation of black stinky water- ChuanZi River

3   问题解析与系统构建(Problem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污染物来源及负荷解析

 穿紫河黑臭成因分析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ChuanZi River Black&Stinky

污染物 总负荷 污水直排 初期雨水 尾水直排 底泥释放

COD 7586.23 6002.21 598.88 445.3 539.84
总氮 2387.61 1968.48 20.21 383.25 15.67

氨氮 429.25 337.32 4.63 86.87 0.43

总磷 127.99 111.01 0.76 16.06 0.16

穿紫河污染物来源解析图

 根据计算穿紫河年COD入河量为7586.23吨，总

氮2387.61吨，氨氮429.25吨，总磷127.99吨；

 计算污染物来源，污水直排占穿紫河入河污染物

的79%以上，污水直排是穿紫河最主要的污染源

3.1 现状黑臭问题——穿紫河流域
Current situation of black stinky water- ChuanZi River

3   问题解析与系统构建(Problem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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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涝成因分析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waterlogging 

 据统计，江北城区2016年较1985年水系湿地面积减少了65.38%；

 水系面积减少：降低了水系蓄水能力，阻断了城区的自然排水通

道，形成内涝积水

分区名称 硬化比 排水分区 硬化比
排水分区1 51.61% 排水分区10 80.88%
排水分区2 60.96% 排水分区11 84.48%
排水分区3 81.07% 排水分区12 73.31%
排水分区4 46.42% 排水分区13 56.93%
排水分区5 43.10% 排水分区14 77.66%
排水分区6 60.21% 排水分区15 62.96%
排水分区7 81.72% 排水分区16 47.31%
排水分区8 60.01% 排水分区17 75.92%
排水分区9 75.48% 江北 62.16%

常德市江北排水分区硬化统计表

水系面积对比图

 现状雨水管道部分管径偏小，雨水

排放标准低

 建设过程中存在错接、乱接现象

紫菱路与紫缘路交叉路口管网剖面图

 现状江北排水分区硬化比例为62.16%，部分排水分区硬

化高达80%，导致城市排水分区径流系数大幅增长

3.1 现状内涝问题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logging problem

3   问题解析与系统构建(Problem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3.1 现状内涝问题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logging problem

 内涝成因分析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waterlogging 

 排水设施不按规划建设，导致排水分区的面积扩大，进而导

致分区下游主干管排水能力不足，严重甚至导致内涝

 2014年前，常德市江北城区农排泵站31座，负责37km2的

排水区域；城排泵站11座仅17km的排水区域

 农排泵站担负着城市水体的排放任务，不能满足排水的要求；

 2011年排水管网进行检测显示，缺陷等级较高的3级与4级，

数量占缺陷总数的64%，已严重影响排水管网的正常运行；

 由于排水设施缺乏运维，导致雨水篦子缺失、雨水口淤堵；

管道底部有石头等障碍物，断
面损失约为管径的50%

洞庭树根入侵 （过水断面损失
25%）

 穿紫河两岸堤防高程一般为34m，高于穿紫河两岸的地面

高程（31-32m），雨水无自然通道排入河道；

3   问题解析与系统构建(Problem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穿紫河两岸高程改造前对比



“流域思维、系统治理”

Watershed&system management 

水生态：维护生态格局、划定蓝线绿线；

水环境：统筹岸水共治，注重综合治水；

水安全：“三段论”，即“源头减排、排水管渠
系统、排涝除险” ；

水资源：构建“双水源”；再生水回用、雨水利
用

水文化：恢复历史，记住乡愁

3.2 总体思路及目标
Basic idea and visions

目标： goals

“修复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提高水安全、保护水
资源、复兴水文化”
“Repaire water ecology, better water environment, 
improve water safety, protect water resources, and 
revitalize water culture”

常德市中心城区三片区流域分区图

3   问题解析与系统构建(Problem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3.2 总体思路及目标
Basic idea and visions

总体目标 Visions

指标体系 Indicator system

类型 指标 数量

水生态
water 

ecology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8%（21mm）

生态岸线恢复率 95%

水面率 7.3%

水环境
water 

environment

小区污水/合流管出口错接率 <5%

市政管网雨污混接率 <5%

初雨污染控制（以TSS计） 45%

污水直排口 0

底泥污染消除率 >70%

合流制溢流污染物平均浓度
<30mg/L
（COD）

污水收集处理率 >98%

水资源
water 

resources

雨水资源利用率 7%

污水再生回用率 >50%

防洪排涝
flood control 
and drainage

防洪标准 100年一遇

防洪堤达标率 100%

内涝防治标准 30年一遇

 消除试点范围内黑臭水体，城区内部重点河道穿紫河水质

目标为地表水环境质量IV类；

 消除试点范围内内涝积水点，即30年一遇24小时降水

189.83mm不发生内涝灾害；

常德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体系

 旱流污水直排口为0

 江北污水净化中心进行提标改造,达到穿紫河补水水质要求;

 初雨污染控制应大于45%;

 对雨污水市政管网进行修复和运维，混接率小于10%

……

 水面率应大于7.3%

 河道生态岸线率应大于95%

3   问题解析与系统构建(Problem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3.4 常德海绵城市实施技术路径——黑臭水体
Technical path of Changde Sponge City implementation - black stinky water

3   问题解析与系统构建(Problem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goal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fter transformation Indication System

Water environment 
capacity of 365 tons

Direct emission of sewage

Direct emission of tail water

Internal Pollution

Diffused Pollution(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No flowing water supplement

Engineering measures



3.4 常德海绵城市实施技术路径——城市内涝
Technical path of Changde Sponge City implementation –Urban waterlogging 

3   问题解析与系统构建(Problem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Water-accumulation point distribution

present situation of 
water-accumulation point

Source reduction
renovation of pipe 
network facility

Internal 
waterlogging 
prevention

Watershed partition Source reduction Urban river regulation
Pump station forces
drainage to the outer river

Green roof

pipe network detection of water-accumulation point

Pipe network capacity assessment

Residential drainage river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Road and square renovation

Drainage zone optimiza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ipe network

Pipe network labeling

Water-accumulation assessment

Drainage zone Emergency rescue

emergency plan

Emergency Command

Emergency rescue vehicle

Emergency maintenance

low-impact development of drainage zone Urban river rectification Drainage pump station construction



LID建设：内涝积
水量削减43%

现状径流过程线

现状管网排水能
力

管网提标：内涝
积水量削减35%

应急除险：22%



3.4 常德海绵城市实施技术路径
Technical path of Changde Sponge City implementation 

 分流制片区：源头减排+末端调蓄池及生态滤池+管网修复
Separate system area: source reduction + end RUB and RBF+ drainage system repair 

 源头削减：7mm，SS削减45%

 末端生态滤池：7mm，SS削减60%

 管网修复：混接流量下降50%

 合流制区域：源头减排+截污干管+溢流池（生态滤池）
Combined system area: source reduction + interceptor + overflow control（RBF）

 源头削减：4mm

 管网提标：建设截污干管，截流倍数为2-3倍

 内涝积水点：源头减排+管网改造+应急抢险
Waterlogging points: source reduction + drainage system repair + emergency  rescue

 源头削减：6mm积水深

 管网提标：2-3年一遇

 应急抢险：日降水量大于50mm安排应急车

3   问题解析与系统构建(Problem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4  海绵城市建设方案实施(Implementation of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Plan)

4.1 实施时序
Implementation time line



4.2方案实施——河道水系建设
Program Implementation - river system construction

干了多少水系1

水系
治理
及绿
地景
观

长港水系工程 3000 PPP 穿紫河

2 穿紫河中段水系治理 17654 PPP 穿紫河

3

穿紫河东段水系综合治理
工程驳岸风光带一期项目
（西起尼姑桥，东抵常德
大道，南至柏园桥）

61108 PPP 穿紫河

4
船码头机埠改造、白马湖
连通、白马湖桥至长胜桥
段生态绿化景观工程

19138 ppp 穿紫河

5 穿紫河清淤工程 6912 政府 穿紫河

6
新河水系综合治理一期工

程
25000 ppp 新河

7
新河水系综合治理工程二

期工程
4800 PPP 新河

8 竹根潭水系治理 11000 PPP 穿紫河

9
护城河综合整治工程西段
一期工程（葫芦口段）

2400 PPP 穿紫河

10

水系
治理
及绿
地景
观

沅江对渐河补水 4500 PPP 穿紫河

11 夏家垱水系综合整治工程 12500 PPP 穿紫河

12
护城河改造工程西段二期

工程
21248 PPP 穿紫河

13 新河与护城河连通工程 8000 PPP 穿紫河

4  海绵城市建设方案实施(Implementation of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Plan)



4.2方案实施——源头减排项目
Program Implementation - Source Reduction Project

 163个小区
communities

 6个公园
parks

 207条道路
roads

 300个小区溢流井改造
residential overflow shafts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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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方案实施——管网、生态滤池及污水处理厂建设
Program Implementation - construction of
drainage system, RBF and WWTP

 江北污水净化中心扩容5万吨/日，处

理能力达到15万吨/日 Expansion of 

50,000 tons per day

 皇木关污水处理厂扩容5万吨/日，处

理能力达到10万吨/日 Expansion of 

50,000 tons per day

 改造污水管网110公里 Renovate 

sewage pipe network 110 km

 修复雨污水管网混接点600处

Repair 600 joints of rainwater 

and sewage pip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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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方案实施——管网、生态滤池及污水处理厂建设
Program Implementation - construction of
drainage system, RBF and WWTP

 修复与改造雨水管网110公里涉及39条
道路
repaire and transform the rainwater 

network 110 kilometers involving 39 

roads

 建设与改造18处雨水泵站与生态滤池
build and renovate 18 rainwater 

pumping stations and RBF.

 6913处破损点需要进行点状修复
6913 damage points need to be repa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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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统筹岸水共治，注重综合治水
Coordinate rehabilitation of shore and water body, emphasize on systematic water management

修复水生态

• 区域山水格局保护
• 补水与水系连通
• 重塑河道断面 生态护岸

改善水环境

提高水安全

保护水资源

复兴水文化

• 市城区主要黑臭水体已经消除
• 开通水上巴士

• 城市防洪
• 系统治涝
• 历史考验

• 构建“双水源”
• 完善城市供水格局及设施
• 水质检测能力建设

• 修复重建老常德历史记忆
• 挖掘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
• 新建特色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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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修复水生态
Repair water ecosystem

 区域山水格局保护 Regional landscape protection

柳叶湖

 项目建设严格保护山、水、林、田、湖、草格局，严格保护太阳山山体、柳叶湖水体、穿紫河、新河、护城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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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水与水系连通
Water diverse and river system connection

补水：

1. 常德河洑提升泵站（沅江补水）

2. 江北净化中心补水

3. 生态滤池补水

水系连通：

1. 新河 - 护城河连通工程

2. 长港和夏家垱连通工程

3. 渐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4. 常德市西城水系（渐河）连通工程

5. 柳叶湖与穿紫河连通工程

6. 马家吉河与沅江连通工程

7. 老花山河生态综合整治工程

5   海绵城市建设成效(Effectiveness of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5.1 修复水生态
Repair water ecosystem



 重塑河道断面，功能与景观并重；生态护岸，不同水生植物搭配；

 重塑河道断面 生态护岸 Reshape the river section and ecological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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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修复水生态
Repair water ecosystem



 水生态全面提升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water ecology

说明：
1数据来源: 常德市国土资源规划测绘院《常德市海绵城市建设热岛效应监测项目》
2热岛效应计算公式：
城市热岛效应强度(℃)=建成区气温的平均值(℃)-建成区周边区域气温的平均值(℃)

时间 市区平均温度
（°C）

郊区平均温度
（°C）

热岛效应强度
（°C）

2013.08.07 43.14 39.75 3.39

2016.07.30 40.42 37.95 2.47

表 2013-2016年间夏季城市热岛效应强度对比

常德市2013.08.07(a)和2016.07.30(b)的地表温度对比

 对比市中心和郊区平均温度，热岛效应下降27.1%

 海绵城市的建设对城市热岛效应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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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修复水生态
Repair water ecosystem



2017年9月9日-9月10日降雨量38mm，历时1.2h 2018年4月5日降雨量34.5mm，历时6.5h

泵站 雨水泵运行时间（h） 功率 流量（m³/h）水量（m³） 泵站 雨水泵运行时间（h） 功率 流量（m³/h）水量（m³）
柏子园 5 220kw 5800 29000 柏子园 5.333 220kw 5800 30931.4

船码头 8 400kw 10400 83200 船码头 5 400kw 12000 60000

建设桥 12 155kw 4500 54000 建设桥 无 155kw 4500

楠竹山 记录显示未开泵 200kw 6000 楠竹山 8 200kw 6000

尼姑桥 7.67 155kw 4500 34515 尼姑桥 6.18 155kw 4500 27810

邵家垱 2 90kw 2100 4200 邵家垱 6 90kw 2100 12600

粟家垱 9 220kw 5800 52200 粟家垱 记录显示未开泵 220kw 5800

夏家垱 8.834 280kw 9700 85689.8 夏家垱 5 280kw 9700 48500

杨武档 无 250kw 无 杨武档 无 250kw 无
余家垱 2 200kw 5200 10400 余家垱 5 200kw 5200 26000

2017年9月9日无杨武档运行记录； 2018年4月5日建设桥没有记录；
2017年9月9日-9月10日合计水量： 353204.8 2018年4月5日合计水量： 205841.4

2018年7月2日降雨量46mm，历时4h 2017年7月14日降雨量42mm，历时0.7h

泵站 雨水泵运行时间（h） 功率 流量（m³/h）水量（m³） 泵站 雨水泵运行时间（h） 功率 流量（m³/h）水量（m³）
柏子园 5.333 220kw 5800 30931.4 柏子园 4.833 220kw 5800 28031.4

船码头 14 400kw 10400 145600 船码头 400kw 10400 0

建设桥 155kw 4500 建设桥 155kw 4500 0

楠竹山 记录显示未开泵 200kw 6000 楠竹山 记录显示未开泵 200kw 6000

尼姑桥 记录显示未开泵 155kw 4500 尼姑桥 记录显示未开泵 155kw 4500

邵家垱 记录显示未开泵 90kw 2100 邵家垱 记录显示未开泵 90kw 2100

粟家垱 记录显示未开泵 220kw 5800 粟家垱 记录显示未开泵 220kw 5800

夏家垱 4.5 280kw 9700 43650 夏家垱 11.5 280kw 9700 111550

杨武档 记录显示未开泵 250kw 无 杨武档 1.833 250kw 无
余家垱 1 200kw 5200 5200 余家垱 4 200kw 5200 20800

船码头无7月14日运行记录；无建设桥运行记录；
2018年7月2日合计水量： 225381.4 2017年7月14日合计水量： 160381.4

 选取4场降雨量与降雨历时接
近的降雨

 在降雨量与降雨历时接近的
降雨中，单场降雨2018年要
比2017年排入穿紫河的水量
减少接近1半。

 穿紫河流域面积31平方公里，
按V=10*H*F*Ψ

 以柏子园区域为例，场次年
径流总量控制率均以达到
21mm以上。

源头建设后排河水量比对
Comparison of the amount of water discharged into river after source reduction

5   海绵城市建设成效(Effectiveness of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5.2 改善水环境
Improve water quality

 市城区主要黑臭水体已经消除
The main black stinky water body in the urban area has 
been eliminated

 开通水上巴士Opening of water bus

 城内各水体水质全面达到地表水标准Ⅲ类以上;

 其他地表水水质达到 Ⅳ类趋优

 2016年10月17日穿紫河、白马湖、丁玲公园、柳叶湖

水上巴士

2016年7月穿紫河沿线各泵站实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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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山闸

柳叶闸

常德市江北防洪圈

5.3 提高水安全
Improve water safety

 城市防洪——花山闸、柳叶闸
Urban Flood Control - Huashan Gate, Liuye Gate

 建设柳叶闸、花山闸，阻挡汛期洪水，柳叶湖的调

洪，确保防洪安全

花山闸
柳叶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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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考验 - 2016年经受历史上第二大暴雨考验
Heavy rain– Changde experienced the second heavy rain in 

history in 2016

 发生大洪水时，城市水位不超过 32.6 米
 7月1日-7月2日，城区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 177.8 毫米，没有

出现大面积积水，无直接经济损失。

常德电视台7月3日新闻联播

5.3 提高水安全
Improve water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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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保护水资源
Protect water resources

 构建“双水源”
“Build up "double water source"

 完善城市供水格局及设施
Improve urban water supply

 水质检测能力建设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building

 “沅江+黄石水库”双水源供水模式，保障饮用水安全

 五里溪水库为应急备用水源地

 常德市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检测能力达到 106 项，目前实

验室已经建设完成。

 对江北城区内给水管网进行新建及改造。新建管网 4.84 公里改建

管网 9.23公里

黄石水库

水质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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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规水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Unusual water resources are effectively utilized

 常德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区污水再生利用率为83.10%，

大于《常德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实施计划》的10%

 常德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区雨水资源利用率为8.43%，大

于《常德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实施计划》要求7%

雨水利用

5.4 保护水资源
Protect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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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传承了水文化
Inherit water culture

 恢复了历史千年的护城河，恢复了历史街区老西门及相

关建筑，如窨子屋；

老西门

德国小镇

大小河街

窨子屋：古常德典型的民居建筑形式，重建窨子屋，融入传统和

现代海绵元素，是一次海绵城市建设历史与现代的对话和交流

 新建德国风情街、婚庆产业园、金银街等

 老常德的内河码头文化、商业文明得到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常德丝弦”、“刘海砍樵”等，继

承了历史文脉，丰富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扩展了文化

旅游的内涵；

 恢复了穿紫河，并将沅江边上的老城区河街恢复到穿紫

河边；恢复了常德作为沅江交通码头常德河街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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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建设效益显著
Significant construction benefits

 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增强
People’s sense of well-being is enhanced

常德市排水防涝工作质量公众评议表 – 样表

 黑臭河道变成受人喜爱的城市公园，市民现在
愿意亲近水，在河道附近散步、骑车、观景、
休憩；

 老城区小区改造不仅解决内涝问题，还同步解
决停车位缺乏、更新运动器材、景观提升；

 黑臭水体和内涝治理调查问卷显示，市民对各
个水体的满意度都能达到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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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效益优越
Superior social benefits

 常德市海绵城市建设最直观、最重要的效果是城市主要
河流水质和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为居民提供了休闲空间；

 随着环境提质进行的城市开发，带来土地大幅升值，拉
活地方经济，提升城市品质；

 在治理黑臭水体的同时，挖掘常德市水文化，如麻阳街、
河街、老西门；常德丝弦剧场，花鼓戏非物质文化遗产；

老西门

大小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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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建设效益显著
Significant construction benefits



 生态环境效益明显
Significant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市城区主要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城内各水体水质达到地
表水标准IV类以上；

 穿紫河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河湖中动植物数量有了显
著增长，重现了昔日水鸟成群的景象，穿紫河生态多样
性得到恢复和保护；

 穿紫河由过去的臭水沟变成市民休闲娱乐的风光带；

穿紫河船码头段咖啡馆处水质对比图水系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的穿紫河

穿紫河船码头段水系和驳岸改造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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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建设效益显著
Significant construction benefits



5.7 社会效益显著
Significant social benefits

 推广常德海绵城市建设经验
Communicate experience of Changde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2018年中欧水平台合作项目

 2018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常德）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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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五年”

2017年10月，我市穿紫河综合整治成果照片亮相中

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央军委政治

工作部、中共北京市委共同举办的“砥砺奋进的五年”

大型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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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社会效益显著
Significant social benefits



6.1 保障机制，促长效治水
Safeguard mechanism, long-term water management

 一个顶层设计 top design

 有一个系统规划：《水城常德》、《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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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政府水系治理方案：《常德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 - 第34次》《常德市江北城区水系治理工程》、

《常德市江南城区水系规划及水环境治理方案》，政府统率各部门合力。

6.1 保障机制，促长效治水
Safeguard mechanism, long-term water management

 一个顶层设计 top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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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高度重视 Politic Leaders support

 2015年4月，常德市委书记作为主答辩手亲自参与海绵城市建设竞争的答辩；

 2016年，时任常德市政府市长的周德睿在湖南省“两会”表示“将常德建设成会’呼吸’的城市”；

 2017年7月，常德市委书记周德睿阐述了常德市领导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力度与重视程度，表示“我们有信心

把常德打造成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理念，可复制、可推广、节能环保、可循环利用的海绵城市模

式。”

6.1 保障机制，促长效治水
Safeguard mechanism, long-term wa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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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套管理体制 management system

 成立专门机构：政府领导的市城区水系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后改为市海绵城市建设领导小组。

6.1 保障机制，促长效治水
Safeguard mechanism, long-term wa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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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城区水系办

2018年
常德市市政海绵管理局

2015年
海绵办

2009年
江北水系办

月6
 2009年，启动江北水系建设，成立以河流水质与水环境改善为核心目标的常

德市江北水系办，相当于河长制；

 2013年改为城区水系办，将鼎城区水系和沅江纳入管辖范围，全面调度城区

水系综合治理工作；

 2015年，常德市海绵城市建设启动，常德市成立了常德市海绵城市建设领导

小组；

 2018年6月，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深入，常德市成立“常德市市政海绵管理

局”；

 有一套管理体制——政府管理体制及部门设置
Management system - government management 
system and departmental settings

6.1 保障机制，促长效治水
Safeguard mechanism, long-term wa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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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套管理体制
management system

 颁布专门两个法律
 《常德市城市河湖环境保护条例》
 《常德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

 落实河长制

6.1 保障机制，促长效治水
Safeguard mechanism, long-term wa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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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系统的高水平团队
professional supporting team 

 专业团队：汉诺威水协、湖南省建筑设计院、中规院（保证技术路线）

德国汉诺威水有限公司
Wasser Hannover GmbH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
Hunan Architectural Design Institute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6.1 保障机制，促长效治水
Safeguard mechanism, long-term wa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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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技术标准
technical standards

6.1 保障机制，促长效治水
Safeguard mechanism, long-term wa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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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聚焦水环境（水质、管网、机埠）和源头治理（小区）
Focus on water environment
(water quality, drainage system, pumping station)

 CCTV检测管网 CCTV-detection pipe network
• 范围：常德市江北城区排水管网
• 已完成检测：52条主次干道，约400公里排水管网检测
• 检测内容：排水管道基本数据，如管径、管材、坡度、流向等。

常德大道管网CCTV检测 常德大道管网整治完后

 从2008年起，每年财政安排1000万元用于小

街小巷管网修复。

Since 2008, the annual financial has been
arranging 10 million yuan for the repair
of small streets and alleys

 非开挖修复管网111公里。清理排水检查井一万座。

Repair pipe network 111 kilometers without
excavation . Clean up 10,000 blocks of drainage
inspection wells

6.1 保障机制，促长效治水
Safeguard mechanism, long-term wa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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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聚焦水环境（水质、管网、机埠）和源头治理（小区）
Focus on water environment
(water quality, drainage system, pumping station)

 实施了200个小区海绵城市改造
Renovation of sponge city in 200 communities

.
 实施了300个小区的溢流井改造

Reconstruction of overflow wells in 300 communities

小区蓄水池改造前面对比 小区渗水洼地改造前后对比

6.1 保障机制，促长效治水
Safeguard mechanism, long-term wa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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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财政可持续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经济效益良好 Good economic benefit

缝隙排水沟

 成立海绵城市建设平台公司（海绵公司、中翰水务）；

 促进企业转型：树脂线性排水沟、环保种植盘

项目
2014

年价
格

2015

年价
格

年度
增长

2016

年价
格

年度
增长

2017

年价
格

年度
增长

平均
增长
幅度

一、地价（万元/亩）

（一）穿紫河两岸(
离岸1000m以内)

178 202 
13.71

%
269 

33.19
%

519 
92.58

%
63.89

%

（二）海绵城市建
设示范区

199 219 
10.01

%
311 

41.91
%

429 
37.69

%
38.32

%

二、房价（元/m2）

（一）穿紫河两岸(
离岸1000m以内)

5901 5658 -4.12% 5995 5.96% 6807 
13.54

%
5.12%

（二）海绵城市建
设示范区

5118 5196 1.52% 5392 3.77% 5827 8.07% 4.62%

 常德成为海绵城市试点城市后，试点区内房价上升幅度

要高于一般城区；

 而穿紫河沿岸，随着水质和环境提升，房价上涨比例更

是基本达到一般城区的2倍；

 柳叶湖、穿紫河、德国风情街、大小河街、老西门等一

批海绵亮点项目，目前已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旅游目的地； 停靠在大小河街码头的水上巴士

2014年-2017年海绵城市示范区地价房价动表

 穿紫河特色商业街于销售收入4391.78万元，据测算商业租金

及销售收入预计今年还可实现收入20000万元，该项目经过2年

商业运营资产总值预估为18000万元，预计上缴税金2.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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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了以河流开发为资金平衡的模式
Created a financial balancing model of river 
rehabilitation/development

 穿紫河流域海绵建设投资10 亿，地价增值8亿，

商业运营每年3000万

 公园世家，开创了全国在雨污泵站旁建设高档房

产小区的先例

 老西门总投资 16.72 亿元，其中政府政府棚改补助 0.36 亿

元，占比2.2%，剩下为企业自筹、银行贷款、发行债券

 企业出大头，政府出小头，突破了棚户区改造受资金制约的

“瓶颈”

公园世家

2012-2020年老西门项目投入产出表

6.2财政可持续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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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区建设模式
Pilot area construction mode

 打包模式 Packing mode

 全生命周期特点 Full life cycle characteristics
PPP

项目公司

社会资本
常德市
人民政府

市财政局

银行或其他
资金方

独资

贷款

信用支持

绩效评价

收益

授权

各监管部门

行政监管

政府
指定部门

到期移交

新建项目

投资、建设
运营维护

市住建局
（实施机构）

经营权

经营收入

政府补贴
（绩效评价结果）

存量项目

投资
运营、维护 超额收益分成

编号 PPP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万元）

存量项目 新建项目 合计

1
常德市穿紫河流域治理及柏子
园汇水区域海绵城市建设PPP

项目
178046 31500 209546

2
常德市护城河流域治理及船码
头汇水区域海绵城市建设PPP

项目

159632
124773 284405

 建设方式：“TOT（转让-运营-移交）+BOT（建设-运营-
移交）”

 运作模式：社会资本出资组建项目公司（SPV）投资、建
设、运营和维护本项目，期满后项目设施无偿移交给实施
机构或政府指定机构

 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把PPP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和运营

维护等工作交给专业的社会资本去完成，实现项目的

“投-建-运-维”全生命周期整合

6.2财政可持续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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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推动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柳叶湖欢乐水世界、柳湖沙月、马拉松环湖赛道、大小河街、德国小镇、水上巴士等亲水文化项目，带动了

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欢乐水世界

柳湖沙月

 研发海绵产品
Develop sponge products

缝隙排水沟 树脂混凝土路缘石

缝隙排水沟

树脂混凝土路缘石

海绵植物基地
海绵植物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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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实解决居民问题 Solve problems of residents

小区的调研问卷和调研结论

 项目选择上：选择改造普遍存在停车难、下雨出行难、

小区景观差的问题的老旧小区

 问题导向：方案设计阶段，海绵城市建设坚持以解决小

区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与业委会、业主代表沟通交流，

确定居民需求，形成海绵改造方案

 海绵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常德市的口碑；

 常德市市民口传常德有两大福利，即“棚改”和“海绵

城市改造”；

6.4 广泛宣传，全面治水
Extensive publicity, comprehensive wa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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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班

 摄影展

 社区宣传

 龙舟赛

 学校教学

 ……

常德海绵城市摄影展培训班

"常德海绵杯"中德龙舟友谊赛

常德海绵城市摄影大赛启动暨培训会议

6.4 广泛宣传，全面治水
Extensive publicity, comprehensive water management

6   建设模式与展望(Construction mode and prospect)



常德穿紫河、护城河综合治理案例成功入选

• 做为全国黑臭水体治理优秀案例，被编入住建
部《海绵城市建设典型案例》向全国推荐。

6.4 广泛宣传，全面治水
Extensive publicity, comprehensive wa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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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 2017年农历正月初二，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向全国特别推介了穿紫河·河街夜景风光带

6.4 广泛宣传，全面治水
Extensive publicity, comprehensive wa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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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在黄金时

段向全国特别推

介了穿紫河/河街

夜景风光带

1月

红网、凤凰网等

以 “砥砺奋进的

五年•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讲

述常德海绵城市

建设

穿紫河整治成果

在宣传部、发改

委、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等共同

举办的“砥砺奋

进的五年”大型

成就展上得展示

以“德行天下、

马到成功”为主

题的2017常德柳

叶湖国际马拉松

赛在柳叶湖鸣枪

开跑
11月（下旬）

常德海绵杯·中

德龙舟友谊赛

CCTV以《湖南

常德：穿紫河换

新颜-成为城市

碧玉带》推介穿

紫河治理经验

5月

湖南卫视新闻联

播10分钟讲述了

《看得见的变化

之常德篇》、海

绵城市建设摄影

巡展

8月

市海绵办选送节

目常德丝弦《水

城常德情深深》

和“海绵城市摄

影巡回展”参与

了社区文化节20

多场演出

10月

收官之年，常德

日报全面报道、

宣传常德海绵城

市建设成果

2018年

 全方位宣传 publicity

6月 9月 11月（中旬）

完善并更新了

《常德海绵城市

宣传片》

12月

6.4 广泛宣传，全面治水
Extensive publicity, comprehensive water management

6   建设模式与展望(Construction mode and prospect)



6.5 展望——依托于海绵平台的海绵城市运维
Prospect –Sponge Cit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Based on Sponge city Platform

 平台建设思路
Platform construction ideas

 海绵城市总览功能
Sponge City Overview 信息化管控平台体系结构

 平台记录海绵城市设施)建设运行情况，为考核与评估提
供依据；

 平台集中反映海绵城市建设、运营和管理的全过程信息，
提高管理、规划决策和建设维护水平；

 平台建立完善的洪涝监测预警体系

06
05

04

03 02

01

制度建设

项 目 与

运 维 管

理

模型分析

业务管理

考 核 绩

效评估

示 范 区

及 考 核

指 标 情

况

07

公众参与
 7大类海绵城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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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徳独有的经验
•

•

•

•

•

•

•

•

•

•

•

•

•

•

•

林泉寺闸

占天湖

柳叶湖

马家岳闸

马家岳

南昏泵站

穿紫

柳叶闸

穿紫河

新河

新河花山水泵站

河伏闸

新河

沅江

 建立130km²水系水力模型模拟，确定水系连接方
案，水位，调蓄容积，考虑降雨过程，科学决策制
定防洪方案，泵房和坝统一考虑，科学调度

 考虑水体性质及功能的演变及各个水体水质水位的
季节变化，制定补水方案

 管网数学模型
Drainage system mathema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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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展望——依托于数学模型与自动检测系统的智慧水务
Prospect- Smart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s



6.5 展望——继续推进水系治理，构建常德水乡城市
Prospect - Continue to promote water system management and build water town of Changde

1. 新河 - 护城河连通工程

2. 长港和夏家垱连通工程

3. 渐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4. 西城水系（渐河）连通工程

5. 柳叶湖与穿紫河连通工程

6. 马家吉河生态治理工程

7. 老花山河生态综合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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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展望——乡镇生态环境治理
Prospect- Sub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中国共有41636乡镇，5亿7661万人，占全部人口 41.48%,
China has a total of 41,636 townships, 570.61 million people, accounting for 41.48%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2.常德市127个乡镇，386万人。
Changde has a total of 127 townships 3.86 million people,

3.中国农村存在生活垃圾、农药化肥、养殖业畜禽粪便污染严重问题
There are serious problems of domestic garbage, pesticide and fertilizer, and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pollution in China's rural 
areas.

4.急需解决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生态修复等问题，希望借助欧盟成功经验
Urgent need to solve problems such as domestic garbage, sewage treatment,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hope to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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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展望——中欧共同携手学习与研究
Prospect- China and the EU work together to study and research

1.中欧水平台可以考虑从一个乡镇研究入手，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
China and the European water platform can consider starting from a township study and propose a systematic solution.

2.我们希望派出技术人员到欧盟实地学习生态治理经验，
We hope to send technicians to the EU to study ecological management experience,

3.欢迎欧洲专家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
Welcome European experts to come to China for field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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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