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2

永春县退出电站情况表

序号 电站名称 电站所在地 电站业主
退出时

间
对应渠道名

称

渠道长
度（公
里）

渠道当前用途
灌溉
面积

（亩）

断面
（m×m）

取水流量
(m³/s)

1 石玉水电站 石鼓镇桃联村 永春县石鼓镇政府 2015 6.5 1800

2 桃源水电站 石鼓镇桃联村 永春县石鼓镇政府 2015 0.5 50

3 溪园水电站 蓬壶镇魁园村 永春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2015 1.1 180

4 鹏溪水电站 蓬壶镇鹏溪村 永春县蓬壶镇鹏溪村 2015 0.3 10

5 万能水电站 蓬壶镇美中村 永春县蓬壶镇政府 2015 0.2 0

6 大脚桥电站 达埔镇岩峰村 永春县达埔镇岩峰村 2015 0.65 100

7 衍头电站 达埔镇岩峰村 永春县达埔镇岩峰村 2015 0.63 250

8 东园水电站 达埔镇东园村 永春县达埔镇东园村 2015 0.52 100

9 宋岭水电站 达埔镇楚安村 永春县达埔镇政府 2015 0.1 50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序号 电站名称 电站所在地 电站业主
退出时

间
对应渠道名

称

渠道长
度（公
里）

渠道当前用途
灌溉
面积

（亩）

断面
（m×m）

取水流量
(m³/s)

10 赤坂水电站 锦斗镇锦溪村 永春县锦斗镇锦溪村 2015 0.35 30

11 湖坂水电站 五里街埔头村 永春县五里街镇埔头村 2015 0.3 120

12 埔头水电站 五里街埔头村 永春埔头电力有限公司 2015 1 350

13 五一高垅电站 五里街高垅村 永春县五一水库管理处 2015 1.2 50

14 大坑水电站 东关镇溪南村 永春县东关镇溪南村 2015 0.3 150

15 跃进水电站 达埔镇达德村 永春县达埔镇达德村 2015 1 80

16 黄坑坂电站 达埔镇乌石村 达埔镇人民政府 2016 1 50

17 青湖水电站 达埔镇溪源村 达埔镇溪源村委会 2016 1 100

18 磨刀坑电站 下洋镇曲斗村 下洋镇曲斗村委会 2016 1.5 30

19 外碧水电站 东关镇外碧村 东关镇外碧村委会 2016 0.9 50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序号 电站名称 电站所在地 电站业主
退出时

间
对应渠道名

称

渠道长
度（公
里）

渠道当前用途
灌溉
面积

（亩）

断面
（m×m）

取水流量
(m³/s)

20 东风电站 蓬壶镇东星村 蓬壶镇东星村委会 2016 0.8 80

21 溪坂一级电站 蓬壶镇都溪村
溪坂一级水电站（梁礼

智）
2016 1.5 300

22 吴岭水电站 湖洋镇吴岭村 吴岭水电站（刘金鉴） 2016 0.5 40

23 下岸水电站 桂洋镇桂洋村 天湖山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2016 0.8 300

24 水尾林电站 桂洋镇桂洋村 水尾林水电站（股份） 2016 0.8 100

25 蒋溪水电站 五里街镇蒋溪村 五里街镇蒋溪村委会 2017 1 200

26 吾中电站 吾峰镇吾中村 吾峰镇吾中村委会 2017 0.6 50

27 候垄电站 吾峰镇后垄村 吾峰镇侯龙村委会 2017 1.3 250

28
尾洋(富盛)电

站
达埔镇达山村 尾洋（新岭）电站股东 2017 0.7 80

29 洪内电站 锦斗镇洪内村 锦斗镇洪内村委会 2017 1.8 300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序号 电站名称 电站所在地 电站业主
退出时

间
对应渠道名

称

渠道长
度（公
里）

渠道当前用途
灌溉
面积

（亩）

断面
（m×m）

取水流量
(m³/s)

30 溪尾电站 一都镇仙阳村 一都镇政府 2017 0.5 50

31 大弯水电站 石鼓凤美
永春县石鼓镇凤美大弯电

站
2018 0.75 150

32 大卿水电站 石鼓大卿 石鼓镇大卿村电站 2018 0.8 50

33 南石二级 岵山南石
永春县岵山永吉南石二级

水电站
2018 0.15 10

34 永水口电站 桂洋镇桂洋村
永春县桂洋永水口电力有

限公司
2018 0.5 50

35 官坑桥电站 达埔达山
永春县上达柑桔农民专业

合作社
2018 0.6 20

36 祥溪电站 呈祥东溪 呈祥乡东溪村民委员会 2018 0.1 10

37 大坑水电站 达埔金星 达埔镇金星村民委员会 2018 0.7 30

38 联星一级 蓬壶联星 蓬壶镇人民政府 2018 0.8 30

39 桃联水电站 石鼓镇桃联村 永春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2019 0 0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序号 电站名称 电站所在地 电站业主
退出时

间
对应渠道名

称

渠道长
度（公
里）

渠道当前用途
灌溉
面积

（亩）

断面
（m×m）

取水流量
(m³/s)

40 双港溪水电站 达埔镇达理村 达埔镇政府 2019 0.6 30

41
延坑四级水电

站
达埔镇前峰村 达埔镇政府 2019 0.6 150

42 水凤凰水电站 仙夹镇德田村 仙夹镇政府 2019 1.7 80

43 仙能水电站 仙夹镇德田村 仙夹镇政府 2019 1.3 120

44 仙岭水电站 蓬壶镇仙岭村 蓬壶镇仙岭村 2019 1.1 100

45 龙阁水电站 岵山镇龙阁村 岵山镇龙阁村村民委员会 2020 1.5 350

46
卓湖一级水电

站
锦斗镇卓湖村 锦斗镇卓湖村村民委员会 2020 1.5 400

47
卓湖二级水电

站
锦斗镇卓湖村 锦斗镇卓湖村村民委员会 2020 0.3 250

48 竹溪水电站 玉斗镇竹溪村 玉斗镇竹溪村村民委员会 2020 1.2 450

49  尾溪水电站 下洋镇涂山村 下洋镇涂山村村民委员会 2020 1.3 420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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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退出电站情况表

序号 电站名称 电站所在地 电站业主
退出时

间
对应渠道名

称

渠道长
度（公
里）

渠道当前用途
灌溉
面积

（亩）

断面
（m×m）

取水流量
(m³/s)

1 石玉水电站 石鼓镇桃联村 永春县石鼓镇政府 2015 6.5 1800

2 桃源水电站 石鼓镇桃联村 永春县石鼓镇政府 2015 0.5 50

3 溪园水电站 蓬壶镇魁园村 永春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2015 1.1 180

4 鹏溪水电站 蓬壶镇鹏溪村 永春县蓬壶镇鹏溪村 2015 0.3 10

5 万能水电站 蓬壶镇美中村 永春县蓬壶镇政府 2015 0.2 0

6 大脚桥电站 达埔镇岩峰村 永春县达埔镇岩峰村 2015 0.65 100

7 衍头电站 达埔镇岩峰村 永春县达埔镇岩峰村 2015 0.63 250

8 东园水电站 达埔镇东园村 永春县达埔镇东园村 2015 0.52 100

9 宋岭水电站 达埔镇楚安村 永春县达埔镇政府 2015 0.1 50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永春县退出电站情况表

是否存在
安全隐患



是否存在
安全隐患

10 赤坂水电站 锦斗镇锦溪村 永春县锦斗镇锦溪村 2015 0.35 30

11 湖坂水电站 五里街埔头村 永春县五里街镇埔头村 2015 0.3 120

12 埔头水电站 五里街埔头村 永春埔头电力有限公司 2015 1 350

13 五一高垅电站 五里街高垅村 永春县五一水库管理处 2015 1.2 50

14 大坑水电站 东关镇溪南村 永春县东关镇溪南村 2015 0.3 150

15 跃进水电站 达埔镇达德村 永春县达埔镇达德村 2015 1 80

16 黄坑坂电站 达埔镇乌石村 达埔镇人民政府 2016 1 50

17 青湖水电站 达埔镇溪源村 达埔镇溪源村委会 2016 1 100

18 磨刀坑电站 下洋镇曲斗村 下洋镇曲斗村委会 2016 1.5 30

19 外碧水电站 东关镇外碧村 东关镇外碧村委会 2016 0.9 50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序号 电站名称 电站所在地 电站业主
退出时

间
对应渠道名

称

渠道长
度（公
里）

渠道当前用途
灌溉
面积

（亩）

断面
（m×m）

取水流量
(m³/s)



是否存在
安全隐患

20 东风电站 蓬壶镇东星村 蓬壶镇东星村委会 2016 0.8 80

21 溪坂一级电站 蓬壶镇都溪村
溪坂一级水电站（梁礼

智）
2016 1.5 300

22 吴岭水电站 湖洋镇吴岭村 吴岭水电站（刘金鉴） 2016 0.5 40

23 下岸水电站 桂洋镇桂洋村 天湖山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2016 0.8 300

24 水尾林电站 桂洋镇桂洋村 水尾林水电站（股份） 2016 0.8 100

25 蒋溪水电站 五里街镇蒋溪村 五里街镇蒋溪村委会 2017 1 200

26 吾中电站 吾峰镇吾中村 吾峰镇吾中村委会 2017 0.6 50

27 候垄电站 吾峰镇后垄村 吾峰镇侯龙村委会 2017 1.3 250

28
尾洋(富盛)电

站
达埔镇达山村 尾洋（新岭）电站股东 2017 0.7 80

29 洪内电站 锦斗镇洪内村 锦斗镇洪内村委会 2017 1.8 300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序号 电站名称 电站所在地 电站业主
退出时

间
对应渠道名

称

渠道长
度（公
里）

渠道当前用途
灌溉
面积

（亩）

断面
（m×m）

取水流量
(m³/s)



是否存在
安全隐患

30 溪尾电站 一都镇仙阳村 一都镇政府 2017 0.5 50

31 大弯水电站 石鼓凤美
永春县石鼓镇凤美大弯电

站
2018 0.75 150

32 大卿水电站 石鼓大卿 石鼓镇大卿村电站 2018 0.8 50

33 南石二级 岵山南石
永春县岵山永吉南石二级

水电站
2018 0.15 10

34 永水口电站 桂洋镇桂洋村
永春县桂洋永水口电力有

限公司
2018 0.5 50

35 官坑桥电站 达埔达山
永春县上达柑桔农民专业

合作社
2018 0.6 20

36 祥溪电站 呈祥东溪 呈祥乡东溪村民委员会 2018 0.1 10

37 大坑水电站 达埔金星 达埔镇金星村民委员会 2018 0.7 30

38 联星一级 蓬壶联星 蓬壶镇人民政府 2018 0.8 30

39 桃联水电站 石鼓镇桃联村 永春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2019 0 0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序号 电站名称 电站所在地 电站业主
退出时

间
对应渠道名

称

渠道长
度（公
里）

渠道当前用途
灌溉
面积

（亩）

断面
（m×m）

取水流量
(m³/s)



是否存在
安全隐患

40 双港溪水电站 达埔镇达理村 达埔镇政府 2019 0.6 30

41
延坑四级水电

站
达埔镇前峰村 达埔镇政府 2019 0.6 150

42 水凤凰水电站 仙夹镇德田村 仙夹镇政府 2019 1.7 80

43 仙能水电站 仙夹镇德田村 仙夹镇政府 2019 1.3 120

44 仙岭水电站 蓬壶镇仙岭村 蓬壶镇仙岭村 2019 1.1 100

45 龙阁水电站 岵山镇龙阁村 岵山镇龙阁村村民委员会 2020 1.5 350

46
卓湖一级水电

站
锦斗镇卓湖村 锦斗镇卓湖村村民委员会 2020 1.5 400

47
卓湖二级水电

站
锦斗镇卓湖村 锦斗镇卓湖村村民委员会 2020 0.3 250

48 竹溪水电站 玉斗镇竹溪村 玉斗镇竹溪村村民委员会 2020 1.2 450

49  尾溪水电站 下洋镇涂山村 下洋镇涂山村村民委员会 2020 1.3 420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灌溉灌溉 排水 灌排结合

其他（              ）

序号 电站名称 电站所在地 电站业主
退出时

间
对应渠道名

称

渠道长
度（公
里）

渠道当前用途
灌溉
面积

（亩）

断面
（m×m）

取水流量
(m³/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