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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半个世纪规划论证和 12 年艰
辛建设，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于
2014 年全面建成通水，取得重大阶段
性胜利；通水两年多来，南水北调工程
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北方地区严重缺水的
状 况 ， 促 进 了 地 区 经 济 、 社 会 协 调
发展。

供水保障——

35个大中城市受益

作为世界上覆盖区域最广、调水量
最大、工程实施难度最高的调水工程，
南水北调被规划分为东、中、西三线，
分别从长江下游、中游、上游向我国北
方地区调水。

三 条 干 线 好 比 三 条 巨 大 的 “ 水
脉”，将长江、黄河、海河、淮河相连
互通，形成了“四横三纵、南北调配、
东西互济”的中国供水新格局——

东线工程，从长江下游江苏扬州市
江都区抽引长江水，沿京杭大运河一路
北上，共设置 13 级泵站逐级提水，在
到达黄河岸边的东平湖后，分成两路，
一路过黄河向北到达山东德州，一路向
东给胶东半岛供水，干线全长 1467 公
里，年供水规模87.7亿立方米。将建的
二、三期工程建完后，年调水规模将达
到 148 亿立方米，供水范围将扩大到河
北和天津。

中线工程，从湖北丹江口水库自流
引水，沿着中线主干渠向沿线河南、河
北、北京、天津 4 省 （市） 供水，干线
全长 1432 公里，年调水规模 95 亿立方
米。未来的二期建完后调水规模将达到
130亿立方米。

西线工程，规划从长江上游调水入
黄河，主要解决黄河上中游地区的缺水
问题。目前工程还在前期的研究和论证
阶段。

据悉，已经通水的东中线一期工程
覆盖北京、天津 2 个直辖市，及河北、
河南、山东、江苏等省的 33 个地级
市，为受水区开辟了新的水源，改变了
供水格局，提高了供水保证率。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鄂竟平介绍
说，东线一期工程累计调入山东境内水

量约 11 亿立方米，受益人口超过 4000
万人，大大缓解了山东水资源短缺矛
盾；中线一期工程累计分水量59.8亿立
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 4
省市达 4900 万人。沿线受水区北京、
天津、石家庄、郑州、新乡、保定等18
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保障能力得到有效
改善。

库区移民——

40多万移民安居乐业

2014 年，随着丹江口水库蓄水到
170 米，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丹江口
水库大坝加高工程移民 30 多万人的家
园，淹没在了浩渺的水下。

水 库 移 民 被 公 认 是 “ 天 下 第 一
难”，很多国家因为移民问题导致工程

“歇菜”，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在时间
短、任务重、情况复杂之下，将移民老
乡移到了“心”家园。南水北调东、中
线一期工程永久征地 90 万亩，临时用
地45万亩，搬迁群众43.5万人。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征地移民司司长
袁松龄介绍说，南水北调征地移民工作
实行“建委会统一领导，省级人民政府
负责，县为基础，项目法人参与”的管
理体制，通过“征地移民任务与资金双
包干”，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

政府对丹江口库区移民实行 16 倍
土地补偿，并采取大分散小集中、整建

制的有土安置方式。河南、湖北两省在
移民点选择、土地调整、新村建设等方
面，采取了一系列倾斜性惠民措施，自
2010 年 6 月开始大规模集中搬迁，至
2012 年 9 月全部完成 34.5 万移民搬迁，
实现了“不伤、不亡、不漏、不掉一
人”的搬迁目标，其搬迁强度创造了我
国水利移民史上的奇迹。此间，两省共
调整生产用地 46 万亩，建设移民新村
649 个，集中建房 8.8 万户、1200 万平
方米，集中搬迁 400 多批次，投入人力
10万多人次，出动车辆4万多台次。

移民搬迁安置后，河南、湖北省以
特色产业发展和就业服务为重点，在

“稳得住”和“能致富”上狠下功夫，
逐步实现了移民身安、心安、业安，移
民生活水平总体高于搬迁前同期水平，
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以河南省为例，丹江口水库淹没涉
及淅川县 11 个乡镇，140 多平方公里，
涉及移民群众16.5万人。河南省移民办
资金管理处处长朱明献告诉记者，为解
决“一搬穷三年”的问题，河南省确立
了“强村富民”总体思路，激发移民内
生动力，千方百计增加移民收入。

据悉，为引领移民发展，河南省实
施产业化帮扶政策。2015 年底，全省
208 个移民村移民生产发展共投入资金
22.5 亿元，已建成和在建移民生产发展
项目达 787 个。同时，河南省还将移民
后期扶持项目资金、生产发展奖补资
金、政府产业基金和其他支农惠农资
金，以集体资产的形式投向生产项目，

吸引社会投资，壮大集体经济。
人性化的政策为移民群众创造了良

好的生活环境，移民收入稳步增加。记
者从河南南阳市了解到，2016 年南阳
市南水北调移民村人均年纯收入有望突
破 9000 元，部分村达到万元以上，库
区社会经济等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效益明显——

年增加工农业产值近千亿元

水是生命之源，水资源的有效供给
唤醒了受水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据测
算，东中线受水城市每年将增加工农业
产值近千亿元。

鄂竟平介绍说，南水北调受水区是
重要的工业经济发展聚集区、能源基地
和粮食主产区，通过调水可以让这些地
区破除水资源短缺的瓶颈，更加有利于
这些地区发挥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建
立富有特色的主导产业，并促进关联产
业的发展。

南水北调工程通水以后，一方面，
使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北方大
中城市基本摆脱缺水的制约，为经济结
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调整创
造机会和空间。另一方面，进一步促进
受水区节水工作的开展，在受水区带动
发展高效节水行业，淘汰限制高耗水、
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各地大力推广工农
业节水技术，逐步限制、淘汰高耗水、
高污染的建设项目，实行区域内用水总
量控制，加强用水定额管理，提高用水
效率和效益。此外，南水北调工程实行
成本核算，促进水价机制改革，通过价
格杠杆的作用进一步促进节水型农业、
工业、服务业发展。

此前在建设期间，南水北调工程对
水源区和沿线地区加大治污环保力度，
投资数百亿元进行水污染治理和生态环
境建设，沿线地区在加大水污染治理的
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关停
并转了数千家污染严重的企业，积极调
整产业结构，培育发展一批新型生态环
保产业。

在东线治污之初，山东省内造纸厂
有 700 多家，遍布各流域，排污量占了
全省排污量的70%，一家厂就能染黑一
条河。治污工作开展以来，通过实行严
格的排放标准，对治污不达标的企业坚
决关停，投巨资加快清洁生产，700 多
家企业最后只剩下 10 家，到 2010 年造
纸行业 COD 排放量比 2002 年减少了
62%，而产业规模却是原来的 3.5 倍，
利税是原来的 4 倍，实现了经济与环保
双赢。

在中线水源区，对矿物采选和冶
炼、黄姜皂素生产、汽车电镀等重点水
污染行业加大治理力度，坚决关闭治理
不达标企业，积极推进工业清洁生产，
同时做强做大优势装备制造业，加快发
展中药材和绿色食品加工业，积极发展
以旅游业为主的服务业。中线渠首所在
的淅川县九重镇针对生态建设需要和移
民土地大量减少实际，大力发展施用农
药、化肥少，经济效益好的金银花产
业，通过建基地示范带动全镇发展金银
花面积 1.35 万亩，年综合产值近亿元，
成为当地涵养水源、保养水质、快速致
富的黄金产业。

此外，南水北调提高了我国的粮食
生产能力。其中，江苏省扬州、淮安、
徐州等市 4500 多万亩农田的灌溉保证
率得到提高。中线工程还可在南方丰
水、北方干旱时，利用工程加大输水流
量，向北方地区的农业应急供水。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效益显著
我国已形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供水新格局

本报记者 常 理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
道：贵州省日前对外发布 《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 （2017—2020 年）》。据了解，
这是我国首个省级数字经济发展专项
规划。

《规划》提出,到2020年，探索形成
具有数字经济时代鲜明特征的创新发展
道路，信息技术在三次产业中加快融合
应用，数字经济增加值在全省GDP中的
比重超过30%。

《规划》还明确了贵州数字经济发展
的重点，即加快发展资源型、技术型、
融合型和服务型数字经济，构建数字流
动新通道，释放数据资源新价值，激发
转型升级新动能，培育数字应用新业
态，打造信息产业新高地。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马宁
宇认为，“数字经济既是经济转型增长的
新变量，也是经济提质增效的新蓝海。
发展数字经济，对贵州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实现后发赶超，具有十分重要的战
略意义。”

贵州是我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近年来，该省抢抓大数据发展机
遇，深耕大数据“蓝海”，以大数据为引
领的电子信息产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初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基础，
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通信服务业
为增长点，以物联网、电子商务、大数
据、云计算为突破口的发展格局，为加
快发展数字经济奠定了重要基础。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贵州省规

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3.5%，大数据核心业态企业达 39 家，
关联业态企业、衍生业态企业近 800
家，信息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
26%左右，在全国居于中游水平。

“发展数字经济，贵州也面临着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滞后、支撑发展的实
体经济土壤较为贫瘠、数字化技术和人
才支撑严重不足等问题。”贵州省大数据
发展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推动数字
经济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为此，《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
2020 年）》提出，贵州将在未来 4 年间，大
力实施数字经济集聚发展、信息基础设施
提升、数据资源汇聚融通、数字政府增效
便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民生服务数

字化应用、新型数字消费推广、精准扶贫
数字化、创新支撑载体打造、数字经济安
全保障等十大工程，以不断夯实数字经济
加快发展的基础。

马宁宇表示，贵州发展数字经济，
将一手抓主体产业，加快发展电子信息
制造业、软件信息服务业和通信业；一
手抓融合应用，推动数字技术和传统经
济融合，促进实体经济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提质增效。

在融合应用方面，据贵州省大数据
发展管理局副局长康克岩介绍，贵州省
今年将实施“大数据+产业深度融合行
动”，提升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促进产品、技术和经营模式创新，
预计将建设120个典型示范项目。

贵州发布省级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规划
到202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在全省GDP中的比重超过30%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
道：“水是具有流动性的，
单方面治理某一条河道，短
时间内或许会对水环境质量
的提升有所帮助，但受流
域、河网的影响，无法从根
本上解决区域水环境的短板
问题。”上海金山区副区长
王益洋日前告诉记者，“为
了在全水系中优化水生态功
能结构，必须站在更高的层
面，从河网水系和流域的角
度，通盘考虑，整个长三角
也在探索治水的跨区域联
动。”

要开展全流域治水，河
段与河段之间、河道与河道
之间，必须打通。河道整治
要向河网整治延伸和深化，
这就要求长三角区域内必须
探索跨区域联动整治。比
如，上海金山地处上海西南
门户，位于杭嘉湖下游，与
浙江平湖、嘉善两地相接
壤。考虑到特殊的地理位
置，近年来，上海金山区与
浙江平湖、嘉善等地在防
汛、水利、水文以及水事安
全等诸多方面的跨区域联动
上开展了一些探索，初步建
立起了一套多方位、立体化
的合作体系。

据了解，沪浙在联动上
已作出制度性安排，每年定
期召开杭州湾北岸海塘联防
会议以及“金嘉湖”水文三
地联动会议，为区域治水防
汛保驾护航。金山与平湖、
嘉善等地紧密联系，建立完
善了水域突发事件联动机
制，共同应对区域性的水污
染处置问题。

上海金山区水务局局长赵云说，去年，毗邻浙江的
金山区枫泾镇俞汇村与浙江姚庄镇清凉村“结对”，定
期开展交界处环境综合整治，以及“保护母亲河，共饮
一江水”河道保洁志愿服务；此外，上海金山枫泾镇团
新村与浙江嘉善惠民街道惠通村“结对”，定期共同开
展“红马甲”志愿者“五水共治”等河道保洁活动，共
同维护沪浙边界城乡河道水环境。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从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获悉：今年天津市在改善民生上力求保稳求进，全年实
现新增就业 48 万人以上。同时还将加快京津冀在人才
等方面的合作，引才聚才。

今年，天津市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突出做好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深入开展百万技能人
才培训福利计划，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突出创业带动
就业，积极搭建创业孵化平台，持续优化创业服务，对大
学生创业给予“一贷五补贴”政策扶持，带动更多创业者
成功创业。稳妥做好化解过剩产能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中的职工分流安置工作。全年新增就业 48 万人
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8%以内。

天津今年新增就业将超48万人
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等就业工作

上海金山区探索跨区域联动

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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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2017年广西新增
棚改目标任务为 12 万套，其中，国家下达广西棚户区改
造新开工（征拆类）8.05万套，基本建成7万套，广西新增
棚改目标任务4万套。为确保按时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广西住建厅要求，国家下达目标要在6月实现全面动
工，9 月底前全面开工；自治区新增目标要力争在 12 月
底前全面开工。

广西要求各市、县按照任务落实到项目、项目落实
到地块和各项前期手续的办法，抓紧落实前期工作；因
地制宜推进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工作，推进商品住房
库存大、房源充足的地区棚户区改造基本实现货币化安
置；对列入年度计划的建设项目，要用好用足国开行贷
款征地拆迁预付金政策，不断加大工程实物量。同时还
要尽快出台公共租赁住房分配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明
确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入住目标，并纳入本地区目标责任
考核，确保全力完成今年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
年度任务。

广西新增棚改目标任务12万套
任务落实到项目、项目落实到地块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总规模达80亿元的深圳人
才创新创业基金日前正式成立，设立一号、二号、三号股
权投资基金，作为支持深圳特区人才创新创业的政策性
基金，主要投向国家、广东省、深圳市重点支持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包括高技术、高
成长、高附加值的项目以及国内外前沿技术、原创技术、
颠覆性技术等领域。

深圳人才创新创业基金由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深
圳市高新投集团、深圳担保集团作为发起单位，吸引社会
资本分别成立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二号、三号股权
投资基金。其中，一号基金由创新投主发起，规模 60 亿
元；二号基金由高新投发起，规模10亿元；三号基金由担
保集团发起，规模10亿元。

深圳设立80亿元人才创新基金
主要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