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态生 态2014年12月9日 星期二星期二14

“一渠百库”的多重效应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孟仲淑

本版编辑 来 洁

冬天正是兴修农田水利的好时节。在河北省卢龙县印庄乡岳各庄村，种植户岳学民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虽然赶上大旱之年，

但水稻仍达到了亩产1000斤，生态水利工程功不可没。”岳学民说的生态水利工程就是连接有着121个水库的引青灌渠生态水系工

程，正是因为有了它，卢龙61万亩土地得到了最为有效的润泽。

管水科学化，让每一滴水都物尽其用管水科学化，让每一滴水都物尽其用

“水是一种宝贵的、有限的、不可再
生的资源。引进了水源，就要使百姓受
益，不能浪费，更不能为患。”卢龙县水务
局局长张志强说，“一渠百库”水利工程
让卢龙告别了干旱，深知缺水之苦的卢
龙人一边修缮健全水利设施，一边挖掘
高效管水、用水之道，探索水利管理创
新，让水资源发挥更大作用。

在维护原有水利系统的同时，卢龙
县水利部门从管理入手，探索实施技术
创新工作。今年 7 月份，引青灌区自筹
资金 200 万元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在全
市率先上线运行，实施精密化用水调度，
尽力让每一滴水都物尽其用。引青灌区

管委会主任赵来生说：“设备主要功能是
进行雨情水情的测报，水量的计量，水费
的计收，特别及时到位，秦皇岛市是第一
家，在全省县管灌区也是第一家。”

引青灌区信息化管理系统启用后，引
青灌区大岭管理站站长姚秀勇松了一口
气，此后他和同事们再也不用下雨天打着
伞蹲在渠边观察水位了，自动观测设备会
把水位数据实时传递到电脑上，并通过网
络发送到水利系统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手
机上。姚秀勇说：“原先我们观察水位要
去渠道上，特别是下大雨打雷时候，很不
方便，有了这个观测设备随时可以监测水
位变化，根据变化科学调水。”

同时，为确保农业用水，全县积极探
索用水管理改革。确立水权，推进计划
用水和定量供水，建立了“总量控制、定
额管理、节奖超罚”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用
水指标体系，每年按市水务局下达的用
水指标和《卢龙县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
确定年度用水计划，进行水量分配。各
村用水者协会按照用水指标，给各户充
值用水，有效减少水资源滥采滥用。

这组数字见证了节约用水的巨大成
效 ：1995 年 卢 龙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为
174768 万元，综合用水量 0.95 亿立方
米；2013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977758
万元，综合用水量 1.1 亿立方米，近 20 年
间经济总量按可比口径增长了 5.6 倍，
而用水量则仅增加了 0.15倍。

以大葱种植为特色的三里店村一直
是一个用水大村，在最近两三年间大葱
的种植面积上涨了三分之一左右，可由
于实施了节奖超罚措施，全村生产和生
活用水量却由原来的 25 万立方米减少
到了 23万立方米。

家住苏圩镇佳棉村朝阳坡的马大姐每天清早都会出
门倒垃圾，往常她都是提一个大大的垃圾袋出门。最近
马大姐手里的大袋垃圾变成了 4 个小包装袋垃圾，按类
别分别投在一组 4 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内。马大姐生活
习惯的小变化正是广西南宁江南区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成果的真实写照。

今年 10 月，江南区开始实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城
区财政拨款 30.78万元购置了首批 257套分类垃圾桶，率
先在镇区和村坡人口集中区域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并按
照“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原则，综合考虑村坡数量、居
民户数及居住集中程度、分类基础等因素，分批分步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力争到今年年底城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覆盖率达到 80%，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处理，全
面提升辖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和生态文明水平。

江南区政府日前决定，在 2015 年春节前安排约
3000 万元专项经费，在全城区打造 45 个生态文明村，通
过典型示范和辐射带动的方式，全面提升村坡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和乡村建设水平。其中，到今年年底前完成 37
个生态文明村重点坡建设，2015 年春节前完成 8 个生态
文明村示范坡建设。

为最大限度地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建设，本次创建活
动将采取“财政以奖代补、群众集资和向社会多方筹资”
的方式，示范坡建设资金由城区财政安排 100 万至 150
万元/坡，重点坡由城区财政出资 40 万元/坡，初步估
算，城区财政总投入预计将达到 3000 万元左右，同时
创建活动还将有效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发动群众积极筹
资、投工、投劳，为示范创建活动提供充足的财力、人力、
物力保障。

针对生活垃圾和禽畜粪便污染环境等卫生顽疾，江
南区坚持从源头治理，在种植养殖领域采取多种行之有
效的无害化处理措施，有效改善了乡村环境卫生。首先
是推行生态循环处理生活垃圾、畜禽粪便的模式，试点
生物堆肥项目，实现牛粪和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处理。通过这种生态处理，既可生产市场紧缺的有
机肥，又能饲养良种蚯蚓喂养鸡、鸭、鱼等。其次是推
行清洁养殖模式。养殖场产生的粪渣及时转运到贮存
场所。运输废渣采取防渗漏、防流失、防抛撒等措施。
清洗废渣运输工具的废水，经处理后排放。第三是推
行禽畜养殖业与种植业循环发展模式。推广以沼气为纽
带的“养殖—沼气—种植”生态农业养殖模式，通过沼气、
沼液和沼渣综合利用，生产安全高效有机肥料再投入种
植业。同时，引导村民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不仅推
广秸秆还田，还用作饲料、农村新型能源材料、食用菌营
养基料等，最大限度地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消除火灾
隐患，增加农民收入。

此外，江南区大力推进辖区各镇生态型产业发展。
苏圩镇朝阳坡流转 350 亩土地，引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发展集生产、休闲、观光、度假功能于一体的有机蔬菜产
业。苏圩镇慕村通过土地流转，依托原生中草药种苗培
育中心和先进的铁皮石斛种苗组培技术，发展 300 亩铁
皮石斛种植及产品加工基地。

在黄土高原的塬面上建人工湖？对
生活在董志塬上的甘肃庆阳人来说，这不
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而是民生工
程、生态工程。

日前，《经济日报》记者在位于庆阳市
西峰区南郊的雨洪集蓄保塬生态工程现
场看到，一个数百亩大的人工湖主体工程
已经基本完成，部分已蓄水湖面在冬日的
暖阳下波光粼粼；横跨湖面的主体桥梁基
本贯通，工人正在进行收尾施工。

“整个工程在明年 6 月底完全建成投
运，在汛期来临前发挥作用。”西峰区水务
局工程师袁永杰告诉记者，庆阳市雨洪集
蓄保塬生态工程吸纳借鉴了国内同类地
区、同类工程的经验做法，特别是水利部
关于《黄土高原城市雨水综合利用技术创

新》最新成果，把城市的雨水收集、储存、
调配、管理技术体系与农业、水保、环卫、
养殖、城市绿化、人文景观等方面进行技
术组合、集成创新，是“一次投资、多项受
益”的民生工程和生态项目。

西峰区所在的董志塬素有“天下黄土
第一塬”之称，除塬面以外，丘陵起伏，沟
壑纵横，植被稀少，加之土壤疏松裸露，降
水集中，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水保部门的
资料显示，董志塬的面积比 80 年前缩减
了近 1/3，目前有 3249 个支毛沟不断伸
向董志塬腹地，把完整的塬面切割成了

“手掌状”。
同时，董志塬上降雨时空分布不均，

60%的降雨多集中在每年 7、8、9 三月。
随着庆阳市区建成区面积由过去的 8 平

方公里扩大到 30 平方公里，加之地势西
北高、东南低，落差达 60 多米。因此，虽
然是干旱的黄土高原，但每年汛期的洪涝
灾害仍然是西峰区乃至庆阳市需要面对
的难题。

从 2004 年开始，西峰区先后在市区
内建设了多个排洪排水工程，目前已经形
成了相对合理的排水布局，但是大量洪水
排出市区后，也是白白进入沟道流向董志
塬腹地。袁永杰告诉记者，西峰区每年通
过沟道排走 200万方左右的洪水，相当于
城市年用水量的三分之一。“一边是洪水
冲刷塬面，雨水在白白流走的同时还造成
严重的水土流失；而另一边是水资源严重
紧缺，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滋润这片沃
土肥田？新城区雨洪集蓄保塬项目就应

运而生了。”
据了解，庆阳市西峰区新建的雨洪集

蓄保塬项目将建设总库容 88 万立方米、
水域面积 400亩的人工湖，年复蓄水量可
达 174 万立方米。项目建成后，能全部积
蓄庆阳新城区 15 平方公里的雨水资源，
为位于南区的董陈节水灌区和庆阳石化
600 万吨炼厂提供农业、工业用水，并作
为巴家咀电灌区的农业灌溉调蓄水库，大
大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率，降低用水成
本。同时，每年还可减少被侵蚀带入下游
河流的泥沙 59 万立方米，相当于 50 个中
型淤地坝一年的泥沙拦蓄量。

“更重要的是给城市增添了灵气，也
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湖周
边的房子已经开始增值了。”袁永杰说。

甘肃庆阳：旱塬集雨成平湖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50 年接力治水

铺就“命脉水网”

南宁江南区投入3000 万打造生态文明村

走进环保新农村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生态走廊

人在现场
南方低碳经济标准化研究院落户深圳

卢龙县地处浅山丘陵区，农业生产条
件差，粮食产量低，农民生活贫困，干旱缺
水严重制约着该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1958 年起，卢龙县掀 起 了 水 利 建
设高潮。在 1976 年前后，引青干渠以
青龙河为水源，修建了主干渠一条，全
长 52.3 公里，并有重力坝、引水闸、排
沙闸、穿山隧洞、渡槽等设施，建成了
国家级大型灌区。此后卢龙县又开展
四条分干渠建设，建成支渠 279 条，总长
308公里；斗渠 874条，总长 331公里，形
成了一个集拦挡、储存、协调、使用水资
源为一体的农田灌溉网络体系，使得全
县 12 个乡镇、286 个行政村、28.2 万人
口全部受益。

“一渠百库”水利工程自上世纪 70
年代主要工程竣工以来，发挥了巨大作
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受修建时期标
准低、设施不完善等因素影响，各类水利
工程出现跑、冒、渗、漏现象，输水能力降
低。为了灌溉工程保持长久健康，该县
从新世纪开始，新增近亿元投资大力开
展节水改造和续建配套工程，完成工程
量40.45万立方米，骨干渠道已有五分之
四实现了节水改造和续建配套，另有库
塘、渡槽、隧涵、泄洪闸、节制闸、分水闸
等各类附属建筑物 1403 座，不仅如线上
串珠般地使百座以上水库及众多坑塘作
用得到了全面发挥，有效打通到田间地头
的“最后一公里”；同时最大限度杜绝了
跑、冒、渗、漏现象，从主干渠道渠首至渠
尾输水运行时间由原来的7.5天减少到3
天，渠道水利用系数由原来的0.3提高到
0.45，年节水达到 1420万立方米。

灌区条件的改善，不仅彻底解决了
农民群众的生活问题，更使农业生产条
件得到极大改善。截至 2013 年，卢龙有
效灌溉面积达到 38.8 万亩，粮食总产量
达到 232456 吨，亩产 458.5 公斤，14 年
间粮食总产量年递增 0.92%，粮食亩产
年递增 2.69%。

秦岭野生金丝猴数量呈逐步上升趋势

卢龙县大量农田水利建设工程的实
施，为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创造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沿渠两侧发展了多
处果品栽植基地，高产、优质、高效的农
产品种植面积增加，2013 年实现农业总
产值 502853万元。如今，甘薯、蔬菜、核
桃、酒葡萄、畜牧养殖成为卢龙县五大特
色主导产业。

在卢龙县印庄乡榆林甸村，与淡水
养殖打了 30 多年交道的刘玉永，对引青
干渠引水的作用感触最深。“淡水养殖全
靠水，水的质量决定鱼的质量。”刘玉永
说，1978 年刚开始养鱼那会儿，鱼塘里

的水是不流动的死水，而干渠修好后，将
流动的青龙河水引到鱼塘里，为淡水养
殖引来了源头活水。“河水是流动的，水
质清澈，有微生物群存在，溶氧度高，营
养均衡，有利于鱼群生长。”

今年 4 月，刘玉永又专门修建了引
水管道，为 1000 多平方米的淡水苗种繁
育生产车间提供优质水源。“优质水源为
孵化鱼苗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年可繁育
各种鱼苗10亿到15亿尾。”目前，刘玉永
养殖基地的净水面超过 400 亩，已成为
华北地区品种最全、产量最大的淡水鱼
苗种繁育场。他还成立了永新水产养殖

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 230 多户，水面 2
万多亩。“1亩水面效益三四万元，依靠引
青渠水，社员们都发起了‘鱼财’！”

一系列的科学管理和改造，使“一渠
百库”水利工程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在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等方面也发
挥了巨大作用。

虽然卢龙在近 20 年间增加了 1500
万立方米的用水量，但地下水位没有明
显变化。在卢龙县下寨乡上屯村村民梁
文海家的地窖里，县水务局设置了地下
水位数据观测点。“每 10 天测 1 次地下
水位数据，汛期水位上涨 50、60厘米，枯
水期与正常时差不多，近 20 年来，水位
没有变化。”梁文海说。

随着灌区节水改造续建配套项目的
完成，卢龙生态环境有了很大变化，沿渠
地下水得到补充，灌区林木覆盖面积达
2.4万亩，农田防护林面积新增0.42万亩，
主干渠两侧基本实现了绿化，全县森林覆
盖率由过去不足20%提高到了24.08%。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三丰收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日前
在深圳与坪山新区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在坪山新区建
立南方低碳经济标准化研究院。坪山新区将通过引进企
业和研究院所资源，推进标准研究和应用能力提升，同时
依托国际标准化平台，建设水资源再利用科学示范基地。

据介绍，南方低碳经济标准化研究院将作为“生产国
际标准的工厂”，帮助企业提升国际标准编制能力和应用
能力，搭建国际标准化合作平台，以标准优势抢占全球市
场先机。该研究院还将下设南方标准化管理学院，进行
国际标准化人才的培养。

深圳是我国重点缺水城市，此次水资源再利用科学
示范基地落地，坪山新区将利用地域优势和产业优势开
展水利用产业化、市场化研究，近期研究课题包括海水淡
化、中水再利用、地下水回灌、区域河流水源治理、工业重
金属废水治理、河流水再利用等。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院长马林聪表示，珠三角是我国
制造和全球制造的大本营，此次南方低碳经济标准化研
究院在深圳建立，将助力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转型升级，
提升深圳的全球竞争力。

近年来，随着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及人

们环保意识的提升，秦岭地区生态环境不断好转，珍稀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扩大。据陕西省林业厅数据显

示，秦岭野生金丝猴数量也呈逐步上升趋势，从 1998 年

禁伐前的 3000 只左右，增长到目前的 5000 只左右。图为

在陕西省宁陕县皇冠镇拍摄的秦岭金丝猴。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一渠百库”水利工程自上世

纪 70 年代开始兴建，近年来陆续

开 展 节 水 改 造 和续建配套工程，

输水能力显著提高，从主干渠道渠

首至渠尾输水运行时间由原来的

7.5天减少到3天

1995 年到 2013 年的近 20 年间，卢龙地区生产总值按可比口径增长了

5.6倍，而用水量仅增加了 0.15倍，节水效益十分显著

全长 52.3 公里的主干渠和 308 公里的支渠、331 公里的斗渠，串珠走线般连起了百座以上水库及众多坑塘，打通了到田间地头

的“最后一公里”，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图为黄家村水稻灌溉渠。 刘学忠 董小琳摄

农田水利工程的实施，既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民增收，也

在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渠百库”水利工程极大改善了卢

龙的灌区条件，目前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38.8万亩。图为今年 10月印庄乡岳各庄

村收割水稻的场景。 谭红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