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水利〔2022〕231号

关于下达 2022年度水库、山围塘
管理维护经费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确保水库（山围塘）工程安全、正常运行，县政府拨出 150
万元用于水库(山围塘)维修养护及山围塘管理人员工资，现给予分

解下达，详见附表。请受益单位收文后，抓紧组织施工，加强资

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按时完成建设任务。山围塘管护人员补

助工资发放后，工资发放补助表管护人员应签字、镇政府盖章后

上传至县水利局。

附表 1：《2022年永春县水库、山围塘维修养护资金分解表》

附表 2：《永春县山围塘管理人员工资补助明细表》

永春县水利局 永春县财政局

2022年 12月 2日



附件 1

2022年永春县水库、山围塘维修养护资金分解表

序

号
水库（项目）名称 责任单位 维修养护任务内容

补助资

金（万

元）

1 物业式管护 县本级 32座公益性小型水库日常维修养护 42.3

2 6座水库安全检测 县本级 开展高坪等 6座水库安全检测 15.08

3 五一水库 五一水库 大坝维护及引水渠道修复 21.72

4 垄头水库 吾峰镇政府 坝顶路排水及防护，背水坡修复 4

5 阳高水库 湖洋镇玉柱村 大坝维修养护 3

6 内坑水库 介福乡政府 溢洪道口修复 2

7 店上水库 东平镇店上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8 林虎垅山塘 横口乡福联村 大坝塌陷、放水涵管修复 4

9 麻草坑山塘 锦斗镇锦溪村 大坝渗漏除险加固 4

10 蛟型山塘 吾峰镇择水村 大坝维修养护 3

11 山后池山塘 东平镇太山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12 五斗垅山塘 东关镇东关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13 小山山塘 桃城镇丰山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14 后坑仔山塘 桃城镇洋上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15 姜莲村山塘 桃城镇姜莲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16 上沙山塘 桃城镇上沙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17 文太山塘 桂洋镇文太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18 长丁山塘 下洋镇长汀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19 上村坪山塘 一都镇吴殊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20 湖尾山塘 锦斗镇珍卿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21 根竹坑山塘 蓬壶镇魁园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22 岵坑山塘 蓬壶镇壶南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23 龟垅山塘 蓬壶镇西昌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24 坂洋山塘 岵山镇文溪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25 大垅山塘 湖洋镇上坂村 大坝维修养护 2

合计 131.1



附件 2

永春县山围塘管理人员工资补助明细表

序号 乡镇 水库名称 水库类型 管理员 联系电话
补助资金

（万元)

1 一都镇 陈九蓝山塘 山围塘 苏进气 13506034388 0.3

2

横口乡

林虎垅山塘 山围塘 郭佳明 18876258788

0.93 上德加山塘 山围塘 郭文托 13600720061

4 石帮湖山塘 山围塘 郭为堤 13959916015

5

坑仔口镇

石牌后山围塘 山围塘 康天金 13960367125

1.2
6 长垅垵山围塘 山围塘 林荣国 13960430771

7 莉芳山围塘 山围塘 谢少锋 17750916506

8 莉芳二级山围塘 山围塘 康荣春 13960369723

9
玉斗镇

深垅山围塘 山围塘 康进伟 13599931092
0.6

10 坂仔山围塘 山围塘 康重明 13489830899

11
锦斗镇

大湖山围塘 山围塘 李泽添 13506030385
0.6

12 麻草坑山围塘 山围塘 方培龙 13665948470
13 桂洋镇 九至岭山塘 山围塘 林华仕 13665901067 0.3

14 呈祥乡 东溪山围塘 山围塘 陈振南 15859593983 0.3

15

蓬壶镇

岵坑山塘 山围塘 潘崇军 13905074917

1.8

16 芹菜庵山塘 山围塘 苏团结 13805937828

17 路兜山塘 山围塘 苏全辉 13960278895

18 龟垅山塘 山围塘 林光清 18959827478

19 石坑山塘 山围塘 尤裕丁 18965723756

20 根竹山塘 山围塘 尤双火 13599213848

21

达埔镇

猪槽潭山塘 山围塘 刘建民 15345990816

1.5

22 牛林后山塘 山围塘 张连发 13305961960

23 桥亭山塘 山围塘 黄博嵩 13850714595

24 深垅山塘 山围塘 林多义 15059572763

25 大吕山塘 山围塘 范金通 15880786368

26
吾峰镇

击水溪山塘 山围塘 辜桂清 13959823508
0.6

27 前山山塘 山围塘 张国快 13859776419

28 石鼓镇 塔林山塘 山围塘 郑培梯 13505933645 0.3

29

介福

尖山山塘 山围塘 郑国发 18859918653

0.930 岭头窑山塘 山围塘 陈火炎 13850781651

31 湖岭山塘 山围塘 郑振兵 15860559519

32 五里街 仰贤山塘 山围塘 李志坚 13805938047 0.3

33

桃城镇

小山山塘 山围塘 陈乐烽 13599219444

1.834 上三门垅山塘 山围塘 邱群敏 13960366117

35 下三门垅山塘 山围塘 邱明灿 13305988081



36

桃城镇

轻机厂下山塘 山围塘 李超垲 13313896190

37 垅尾山塘 山围塘 林培良 13860777093

38 门坂山塘 山围塘 陈友章 13960277041

39
岵山镇

坑坂山塘 山围塘 陈巧玲 13506031700
0.6

40 北溪山塘 山围塘 许永泉 15375717708

41

仙夹镇

新蔗山塘 山围塘 郑文星 13774866097

2.4

42 庵寨山塘 山围塘 郑伟彬 15905028279

43 色前山塘 山围塘 郑卯忠 13506037186

44 待人垵山塘 山围塘 陈笃义 13665973569

45 冷水坑山塘 山围塘 陈腾炬 13959811757

46 石狮垵山塘 山围塘 陈江坪 17689481044

47 岭垅山塘 山围塘 郭燕英 13105069980

48 格后山塘 山围塘 郭金桂 13959826514

49

东平镇

楼下山塘 山围塘 颜智远 13606905010

0.950 关刀坪山塘 山围塘 颜德源 15160783189

51 先峰山塘 山围塘 李敬星 13506914553

52

东关镇

五斗垅山围塘 山围塘 郑巧萍 15396609360

1.2
53 坑深山围塘 山围塘 范子良 13959920764

54 大坑山围塘 山围塘 陈志新 13600723935

55 山后山围塘 山围塘 陈伟强 13850708396

56

湖洋镇

梅坑洋山塘 山围塘 邓福发 18859539991

1.8

57 石厝山塘 山围塘 邓金平 13960368820

58 过芒山山塘 山围塘 黄金堵 18859732518

59 铜兜山塘 山围塘 刘锦泽 13960349852

60 张山山塘 山围塘 郑振良 13850710489

61 大垅山山塘 山围塘 刘开明 13600721519

62
外山乡

下围山围塘 山围塘 林电原 13600724262
0.6

63 钱洋山围塘 山围塘 陈远洋 18965729328

合计 18.9

抄送：市水利局、县人大农经工委、审计局、乡镇水利工作站、财政所、

周副县长，存档（2）。

永春县水利局办公室 2022年 12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