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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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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俊毅

本版编辑 邵 红本版编辑 邵 红

近日，河北省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正式

向社会发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北省首

次摸清水利家底。

据介绍，此次普查历时3年，普查主要内容

包括河流湖泊基本情况、水利工程基本情况、

经济社会用水情况、河流湖泊治理保护情况、

水土保持情况、水利行业能力建设情况等。

经过 3 年水利普查，河北省水利厅近日

公布的成果显示，该省共有流域面积50平方

公里及以上河流 1386 条，总长度为 40947 公

里。常年水面面积1平方公里及以上湖泊23

个，水面总面积 364.4 平方公里。全省共有

水库 1077座，总库容 151.48亿立方米。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北省首次摸清水利家底。

水利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

是国家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普查，不仅可以获得涉水资源环境信息，

而且可以获得涉水经济社会信息；查清大江

大河、大中型水利工程情况，获取中小河流、

小微型水利工程、西部湖泊等基本资料，填

补一些历史资料空白。普查成果为社会各

界了解水利提供了丰富信息，为完善治水方

略、谋划水利改革发展提供了更为科学可靠

的决策依据。 （宗 文）

安徽农垦寿西湖农场是全国百家种子生产基地之一，

拥有小麦良繁基地5.8万亩。图为6月6日，农场工作人员

把收获的小麦卸到运输车上，运送到种业公司烘干。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影报道

群山环抱里，小水库像刚睡醒的小姑娘，
孤独地舒展着绿波。她其实并不孤独，因为罗
会均每天都要来查看。49岁的罗会均是江西
省奉新县罗市镇竹溪村村支部书记，也是竹溪
水库兼职管理员。竹溪水库下游住着1300位
村民，汛期到了，他一刻都不敢松懈。守护小
水库，其实也是守护长江。目前，长江流域已
全面进入主汛期，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有千
千万万个罗会均正忙碌在防汛第一线。

主汛降雨偏弱

5月 23日，记者踏进长江防汛抗旱总指
挥部办公室，就看到一组数据：截至 5 月中
旬，长江流域受灾 178.37 万人，紧急转移
10.3 万人，倒塌房屋 0.28 万间，农作物受灾
118.1 千公顷，涉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重庆、贵州、云南等 7 个省份 132 个县市，直
接经济损失 11.66 亿元。数据沉甸甸的，让
人感到汛情的紧急。

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汛办公室副主任陈
敏告诉记者，总体上看，1至4月，降水较同期
偏少 2成。进入 5月份以后，雨量明显增多，
上游偏多 5成，中下游偏多 2成。入汛以来，
长江流域先后发生3次持续强降雨。受强降
雨影响，部分省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滑坡、
泥石流灾害，一些城市出现局部内涝。

不过，陈敏表示，根据气候模式预测及
数理统计分析，今年汛期旱涝趋势综合预报
已经得出：预计主汛期 6 至 8 月，长江流域
降雨量偏少。虽然主汛期雨量偏少，但他表
示，由于影响长江流域汛期水雨情的因素较
多且关系复杂，流域内局部区域仍可能发生
集中性降雨，防汛绝不可稍有松懈。

问题仍较突出

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

目前，长江流域已初步形成以堤防为基础，
三峡工程为骨干，干支流水库、蓄滞洪区、河
道整治相配套，结合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
垸行洪、退田还湖、水土保持，以及非工程防
洪措施组成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

虽然成效显著，但陈敏坦言：“长江防洪
仍有不少突出问题。”

首先是防洪能力仍显不足。一是长江
洪水来量巨大，中下游河道泄流能力不足。

“假设遇上 1954 年那样的大洪水，长江中下
游还需分蓄洪水近 400亿立方米。”二是“两
湖”及汉江等重要支流堤防尚未达标，连江
支堤防洪能力偏低，蓄滞洪区建设严重滞
后，分洪运用十分困难；大量中小型病险水
库还没有得到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未完全得
到有效治理；山洪灾害防治工作还处于起步
阶段，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滞后，防汛信息
化水平不高，配套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还不
健全。三是随着上游以三峡为核心的水库
群逐步建成，从流域整体防洪和综合利用考
虑，急需进一步加强统一联合调度；清水下
泄引起河道崩岸，亟待拿出对策。

其次是新挑战、新问题不少。一是在建
工程多，安全度汛压力大。陈敏告诉记者，
目前，在大江上下，新一轮水利建设正全面
铺开，数量多，分布广。不少堤防和水库破
坝除险等在建工程，汛前完工难度大，度汛
标准低。二是地方各级领导工作如有变动，
新上任领导对防汛抗旱工作需要熟悉过
程。三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群
众性查险抢险能力缺乏，抢险人员落实难。

最后是四川芦山地震水利设施震损问
题。4 月 20 日，四川省芦山县发生 7.0 级强
烈 地 震 ，据 初 步 统 计 ，共 有 553 座 水 库 、
325.0公里堤防、381座水电站、189座水闸、
52 处水文测站被震损，涉及 14 个市。在岷
江干流蟆颐堰引水渠堤段，有 0.4 公里堤段
属于高危险情。目前，各处险情虽已解除，
但在汛期持续强降雨中，能否确保安全，仍
有赖观察。

已三下调度令

前不久，江西九江长江干堤彭泽段发生
较严重崩岸，湖南岳阳长江干堤云溪段发生
跌窝。这些险情，让防汛部门更感责任重大。

陈敏说：“长江流域宽广，地理环境复
杂，气候差异较大，自古洪灾频繁，防洪责任
很重。我们按安全度汛要求，做好一切防备
工作。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

为确保汛期安全，入汛以来，长江防总
先后 4 次会商，对三峡水库下发了 3 个调度
令。据了解，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成堤防约
3.4 万公里。中下游 3900 余公里干流堤防，

已完成除险加固。长江中下游干流安排了
40 处约 500 亿立方米的蓄滞洪区。流域内
已建成 7000 多个报汛站。流域内各省份都
建立了省、市、县三级防汛抗旱组织指挥体
系，湖北、湖南、江西等省防汛常设机构实现
了向基层乡镇延伸。为保证抗洪人手，湖北
省在长江、汉江沿线，对 15 万劳力进行了登
记造册。流域内各省按“分级负责、分级储
备、分级使用”原则，备足了防汛物料。

陈敏告诉记者：“通过三峡水库调度，长
江中下游干流依靠堤防和蓄滞洪区，基本可
防御 1954 年那样的洪水。最为险要的荆江
河段，遇百年一遇洪水，不需分洪也能保平
安；遇千年一遇特大洪水，借助荆江蓄滞洪
区，可保证行洪安全。”

长江流域宽广，地理环境复杂，气候差异较大，自古洪灾频繁，防

洪责任很重。防汛部门按安全度汛要求，做好一切防备工作。宁可备而

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成堤防约3.4万公里。中下游

3900余公里干流堤防，已按规划标准完成除险加固。为保障重点地区

安全，长江中下游干流安排了40处约500亿立方米的蓄滞洪区。

“在工厂务工比种田划算得多，种一亩
田，一年到头也就 1000 多元。”海南省定安
县定城镇潭揽村村民吴孔淦在塔岭工业园
区海南高远食品有限公司上班，他告诉记
者，今年冬季瓜菜价格下跌，村里许多人亏
本了，越来越多的人像他一样，到工厂里务
工，增加收入来源。

海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海南
省蔬菜（含菜用瓜）价格水平下跌 14.2%，橡
胶价格总水平下跌了 12.6%，猪粮比价跌破
6∶1 的盈亏平衡点；然而，农村居民纯收入
依然增长 10.2%。

工资性收入一直是海南农民收入的一
个短板，原因在于大多农民以家庭经营为
主，农闲时才从事短期务工，由于受交通和
技能的制约，农民出岛务工积极性不高，而
家门口可以就业的岗位又少。为此，近年来
海南省加大了各市县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
力度，扶持工业园区建设，同时引入企业发
展乡村旅游，实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此外，海南省加大了“阳光工程”、“雨露
计划”等技术技能培训，让农民走出去就
业。以定安为例，近三年该县累计输出农村
劳动力 2.12 万人，其中 2012 年新增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 7050 人，农民人均来自工资
性纯收入 2516元，同比增长 35%。

海南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一季度
海南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 723 元，同

比增加 97 元，取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拉动
今年农民收入增长第一要素，占现金收入的
比重也由上年同期的 26.4%上升到 27.7%，
提高了 1.3个百分点。

虽然海南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大幅
增长，但是家庭经营收入仍是农民收入主
体。保亭县七仙岭镇排寮村村民黄明奇说，
今年他家一季度纯收入有 10 万多元，不过，
不是靠种田，而是依靠经营“农家乐”。

“2008 年，七仙岭开发旅游产业，我们
就办起了‘农家乐’。”黄明奇说，“农家乐”的
收入越来越好。“今年春节期间，客房都住满
了，来吃黎家野菜的人，一天有四五百人。”

近年来，随着海南省乡村旅游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民不仅仅经营农林牧渔等第
一产业，也开始经营“农家乐”等第三产业。
这一项成为他们收入的新增长点。

据统计，一季度海南省农民人均家庭经
营现金收入为1565元，同比增加87元，增长
5.9%，其中，第三产业现金收入为 297元，同
比增长 22.7%，而第一产业现金收入为 1229
元，同比仅增长 2.5%，第三产业现金收入占
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在逐步增大。

相比在工厂务工的吴孔淦和经营“农家
乐”的黄明奇，在家种瓜菜的儋州市王五镇
光村村委会妙山村村民符壮枝却感到收入

减少。“家里 10 亩地都种上了瓜菜，平均每
亩收获了 5000 多元，除去肥料、种子、薄
膜、农药等成本，剩下 300元，这还没算上一
家人半年的工钱。”符壮枝说。

今年，受暖冬广东、广西秋冬茬瓜菜大
量上市的冲击，海南省热带瓜菜产品失去比
较竞争优势，出现价跌滞销现象，造成了部
分热带瓜菜产品出现损失。一季度全省蔬
菜（含菜用瓜）价格水平下降了 14.2%。表
现在农民收入上，一季度海南省农村居民农
业现金收入为 579 元，同比去年减少 27 元，
下降 4.4%。

此外，林业方面，今年一季度全省橡胶
价格总水平下跌了 12.6%；畜牧方面，一季
度猪粮比价已跌破 6∶1 的盈亏平衡点，生猪
生产整体处于亏损状态；渔业方面，欧洲市
场减少了对我国罗非鱼的需求，海南作为全
国最大罗非鱼出口省，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海南省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现金收入一
直占据总收入的 40%以上，是海南省农民
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由于近年内地大棚
蔬菜兴起，减少了海南冬季瓜菜的需求量，
再加上海洋捕捞业面临瓶颈，第一产业收入
增长越发疲软。

“亟需优化第一产业，促进农民增收。”
海南省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建议，加快农村信
息化网络建设，打造品牌农业；同时，在近海
对农户指导和推广名贵鱼种的人工网箱。

海南农民工资性收入成增收主力
本报记者 何 伟

河北首次摸清水利家底

渔船靠泊在秦皇岛市洋河岸边。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农企业投身养猪业。同时，传

统农村散户养猪却因市场波动、风险难测而不断减少。

由于当前生猪价格低迷，生猪养殖几乎处于全行业亏损，

但面对同样的市场，有人选择扩张，有人加速退出，不禁

让人困惑。

事实上，不同的市场行为取决于市场主体的资金

和技术实力、风险承受力以及对下一步市场走势的判断

等诸多因素。在实力强而风险偏好型的市场主体眼中，

养猪应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由于在

种猪品种、下崽数量、出栏周期、饲料优劣、精细管理程

度等方面具有优势，他们的收益情况比散户要好很多。

总的来看，不少散户养猪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

险能力弱，市场行为也较为盲从。其生猪生产与加工、

销售脱节，基本是“跟随策略”。近年来，以 3 年为周

期，猪肉价格周期波动，不少散户在价格的指挥下，陷

入了滞后反应的怪圈。在他们眼中，生猪市场逐渐变

得不可捉摸。

对于那些风险承受力适中的小规模养殖户而言，

在现阶段选择寄养模式的合作养猪正成为由分散养殖

到规模养殖的一个途径。在选择这种模式的他们的眼

中，养猪是一个风险低、收益还能使人满意的行业。每

天一小时的劳动强度，即使对于留守的妇女和老人也

不算是难事。

从行业集中度来看，目前国内养猪业集中度极低，

国内养猪业排前 10 名的公司和品牌，市场占有率仅达

1%至 2%。从另一角度看，这种多、小、散的行业格局

恰为孕育大型生猪企业提供了土壤。对于拥有健全的

产业链和发力品牌建设的企业来说，利用好“猪周期”，

壮大自身是关键。

随着猪肉价格的不断变化，饲料、加工等上下游

产业的波动，规模养猪的优势正为行业所认可。一

个健康的生猪养殖业，应当具备适度的规模化，才可

以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生猪及其加工品。无论

传统的放养和农家圈养还是

规模化、合作化养猪，保持生

猪的充分、有效供应，维持肉

食品的优质安全始终是行业

的核心所在。

发展适度规模养猪
乔金亮

本报讯 记者张雪报道：目前，全国已建成各级抗
旱服务队 14064 支，包括省级 15 支、市级 152 支、县级
2144 支、乡镇级 11753 支，人数达到 30 多万，仓储面
积 111 万平方米，抗旱设备总价值约 54 亿元，最大抗
旱浇地能力 449 万亩/日，应急送水能力 4 万吨/次，初
步建成了以县级抗旱服务队为龙头，以乡镇抗旱服务
分队为依托，以村级农民抗旱协会和抗旱专业户为基
础的社会化抗旱服务网络。

2011年以来，中央财政先后分 7批安排 2144支县
级抗旱服务队设备购置补助资金共 42.88 亿元。近期
安排的第 7 批 392 支县级抗旱服务队正按照国家防
总、财政部、水利部相关要求，抓紧组织开展设备采购，
计划于 2013 年 10 月底前完成全部购置任务。前 6 批
已基本完成全部设备购置任务,采购入库应急拉水车
3561 辆 、打 井 洗 井 设 备 2955 台 套 、移 动 灌 溉 设 备
136416 台套、移动喷滴灌节水设备 17140 台套、输水
软管 2246 万米、简易净水设备 1967 台套、清淤设备
952台套、发电和动力设备 5698台套。

近年来，我国抗旱服务组织建设和管理工作取得
了长足进步，队伍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应急抗旱能力显
著增强，面对近年来我国局部性、区域性干旱灾害连年
发生的严峻形势，各级抗旱服务组织深入田间地头，大
力开展小型、微型抗旱水源建设，出动流动抗旱设备全
力开展抗旱浇灌，为群众拉水送水，在历次抗旱减灾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近 3 年来，各级抗旱服务组织累计打井
30 多万眼，维修抗旱设备 150 多万台套，完成抗旱浇
地面积 2.0 亿亩（次），解决了 5445 万人（次）因旱临时
性饮水困难，挽回粮食损失 120 多亿公斤，抗旱减灾效
益超过 200亿元。

社会化抗旱服务网络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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