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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节水、高效、生态型现代化灌区

用好黄河每滴水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实习生 毛均谊

农村水利设施对抵
御自然灾害，改善农业
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
态环境等具有重要作
用。近年来，黄河流域
大力推动新型灌区建
设，打造节水、高效、生
态型现代化灌区。如
今，黄河流域及下游引
黄灌区内700多处大中
型灌区灌溉面积达1.26
亿亩，有力推动了灌区
百姓生产生活条件改
善，促进了我国粮食安
全、生态安全和经济社
会发展。

深秋时节，位于山东省庆云县的
严务水库波光潋滟，这方来自黄河的
甜甜“客水”，激荡着百姓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今年70岁的王景奎对过去

“吃水贵如油，辈辈为水愁”的日子记
忆犹新，他生活的严务乡王皇村是全
县有名的“十八苦村”之一，“吃水又
苦又咸，种地完全靠天，做梦都没想
到这辈子还能吃上‘甜水’”。

王景奎如今喝的“甜水”是通过
引黄渠，辗转200公里，从齐河县的
李家岸灌区引来的黄河水。

近年来，黄河流域大力推动新型
灌区建设，通过完善水利建设、保障饮
水安全、加强灌区生态建设及信息化
建设，努力打造节水、高效、生态型现
代化灌区。如今，黄河流域及下游引
黄灌区内700多处大中型灌区灌溉面
积达1.26亿亩，有力推动了灌区百姓
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促进了我国粮食
安全、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告别苦咸水

农村水环境在改善

庆云县临近渤海，属典型海浸区，
苦水区面积达242平方公里，占全县
总面积的48%，虽然马颊河、德惠新
河、漳卫新河3条省管河道横穿全县，
但由于经常干旱而水量不足。

“缺水”曾是困扰庆云县发展的最
大难题。为解决全县人民的饮水问
题，自1993年以来，庆云县集全县之
力开工建设水库。以庆云水库为水
源，庆云先后建成日供水能力1.5万立
方米的水厂1座，铺设管道500余公
里，解决了苦水区151个村庄、10.5万
人的吃水困难。2009年，庆云县又将
农村饮水工作的重点由“面的覆盖”转
向“质的提升”，在建成中型平原水库
和实现“双线引黄”的基础上，对总水
厂进行改扩建，为全县铺设主、支管道
1600多公里，到2010年10月份，全
县自来水普及率达到100%。至此，全
县彻底结束了“喝苦水”历史。

黄河水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自2013年在黄河流域启动饮水安
全工程以来，先后建成农村集中供水

工程48094处。截至2017年底，通过
实施饮水安全工程，为流域内66个地
市（州、盟）、340个县（市、旗）1.2亿多
人提供了水源保障，累计解决了沿黄
农村9000多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有了小农水

“荒碱地”变“吨粮田”

水利是支撑河南省这个粮食生
产大省的根基，也是国家粮食核心区
建设的重要保障。“我们这里是盐碱
地，以前小麦亩产只有三四百斤，自
从用上黄河水灌溉，盐碱地全都变成
了米粮川，现在小麦每亩能打千把
斤，水稻平均每亩也在1400多斤。”
刚刚收割完水稻的河南省新乡市原
阳县祝楼乡新城村村民祝忠民告诉
记者，以前都是用井水浇地，井水硬
度大、水温低、容易泛碱，种出的稻米
也不好吃，如今用黄河水浇灌出来的
稻米，又黏又香，味道就是不一样。

浇灌祝忠民家农田的黄河水，就
是通过人民胜利渠，再从一号跌水处
流入新磁河而来的。人民胜利渠于
1951 年兴建，是黄河下游的第一个
大型引黄工程。20世纪70年代，通
过原阳县祝楼乡的黄河分支新磁河，

人民胜利渠又修建了引黄支渠。由
于引来的黄河水携带着大量泥沙，沉
淀后用来灌溉农田，保留了丰富的矿
物质和微量元素，大大提高了土壤肥
力，这才使昔日低洼荒凉的盐碱地变
成了如今的高产稳产田。

“通过引黄灌溉工程的升级改
造，灌区的灌溉面积得到恢复和增
加，粮食生产能力得到增强，农田灌
溉效益得到进一步发挥和提高。”河
南省水利厅农水处副处长李立新说，
据统计，改革开放40年来，河南省万
亩以上的引黄灌区从21处增加到52
处，有效灌溉面积从145万亩增加到
1360 万亩，增加 1200 多万亩，为河
南省农业生产，尤其是提高粮食产量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改革开放初期，黄河流域农村水
利工作主要是为沿黄地区引黄灌区
农业发展提供黄河水源，扩大引黄灌
溉面积。经过 40 年的不懈努力，目
前黄河流域及下游引黄灌区逐步建
立了比较完善的引蓄提水工程，仅黄
河下游就先后修建、改建引黄工程
97处，设计流量4328立方米/秒。随
着供水量增加，灌溉面积不断扩大，
沿黄地区灌溉面积由初期的0.68亿
亩扩大到目前的1.26亿亩。

美了生态

沉沙地如今“赛江南”

引黄灌区长期引黄造福当地的
同时，也引进了大量泥沙，让沉沙池
区的群众受到困扰。

站在黄河位山湿地公园里，山东
聊城市高新区顾官屯西程铺村村民周
广霞说：“这个地方以前是沉沙池，池
区沉沙堆积如山，生态条件非常差。
一起风就漫天黄沙，庄稼也长不好，村
民都很穷，很多人出去打工就不回来
了，村里根本留不住人。”

聊城市位山灌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其超介绍，黄河滩区、金堤河流域泄
洪区、黄河故道西片区和北片区是聊
城的4大集中连片贫困区。2016年7
月份，位山灌区沉沙池旅游扶贫开发
项目正式启动。如今，池区60.3公里
的栈道已修建完成，景点旅游设施也
在加速建设，沉沙池青山绿水之变已
初见成效，风卷沙的场景一去不返。

曾饱受黄沙之苦的不只是聊城，
几十年前，滨州市小开河灌区沉沙地
也是漫天黄沙。如今，小开河灌区沉
沙地湿地公园碧水荡漾、沙鸥云集。
小开河引黄灌溉管理局局长王景元
说，建湿地公园，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
态环境，“为了保护这片湿地，在干渠
两侧90公里范围内筑起了5米宽的绿
化平台，种植4排共计15万棵适合当
地生长的防护林。同时，采用远距离
输沙模式，将黄河泥沙输送到位于中
游51.3公里处的沉沙池，集中沉积泥
沙。”2017年12月份，小开河引黄灌区
获批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成为全国
首个引黄灌区国家级湿地公园。

“农村水利设施能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对抵御自然灾害、改善农
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环境等，
具有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是促进农
业增产、农民增收的保障。”黄河水利
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继续强化黄河流域农村水生态环境
整治，到2020年，使坡耕地治理程度
达到 80%左右，防治水土流失大见
成效。

位于山东聊城市位山灌区的位山湿地公园，昔日黄沙漫漫，如今草长莺飞。 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北京明确生态涵养区未来发展目标

让保护环境者不吃亏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北京门头沟区、平谷区、怀柔区、
密云区、延庆区，以及昌平区和房山
区的山区，这片面积占全市三分之
二的区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中
西北部生态涵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
护地。数据显示，2017 年生态涵养
区 PM2.5 年均浓度低于全市平均水
平；森林覆盖率达到 53.25%。2012
年至 2017 年，生态涵养区地区生产
总值年均增速在8.5%左右。

北京市日前发布的《关于推动生

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实
施意见》为7个相关区明确了发展方
向：门头沟区重点推动文化旅游康养
和户外运动产业；平谷区重点推动
特色休闲旅游产业；怀柔区重点推
动绿色创新引领的高端科技文化产
业……

《实施意见》提出5方面16项措
施，可以用“一个总体要求、三个关键
词”简要归纳。“一个总体要求”是指
统筹实施“两山三库五河”生态保护，
系统推进“一城两带多园”绿色发展，

走特色化、品牌化、差异化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将生态涵养区建设成为展
现北京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的典范
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区、宜居宜
业宜游的绿色发展示范区。3 个关
键词分别是：“头等大事”“不吃亏能
受益”“宜居宜业宜游绿色发展”。

《实施意见》要求，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按照“两线三
区”进行规划建设管理，抑制开发建
设的冲动和不顾条件的发展冲动，确
保区域生态空间只增不减、土地开发

强度只降不升。因为守护好绿水青
山是生态涵养区的“头等大事”。今
后生态涵养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推进高水平的
生态涵养保护，继续实施新一轮百万
亩造林绿化，到2020年建设和恢复
湿地3万亩以上。

“不吃亏能受益”就是不让保护生
态环境者吃亏。北京今年出台《关于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
将通过动态调整机制让看山、护林、保
水人员实现绿岗就业增收。同时，对
从事节能技改的企业给予每吨标准煤
600元或800元的市级补助；对从事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的企业在
绿色金融、优惠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

“宜居宜业宜游”是北京建设国
际一流城市和谐宜居之都的重要基
础。通过持续实施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生态涵养区的一般制造
业、低小散乱企业等将加快退出。在
建设用地和开发强度减量约束下，生
态涵养区将实现更加节约集约高效
高质量的发展。

同时，北京将对生态涵养区加大
市级投资支持力度，逐步扩大市政府
固定资产投资支持生态涵养区建设
项目的范围和比例。

“梨园河黄家湾大车桥处有菜
叶、饮料瓶；倪家干渠汪家墩四社西
岸边堆有柴草……”每次巡河，徐胜
德都会仔细填写巡查记录表。

徐胜德是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
倪家营镇汪家墩村监委会主任，去
年以来，他又有了一个新身份——
河长制义务监督员。“根据监督员的
职责，每月至少要巡查辖区梨园河、
倪家干渠两次以上，看看有没有乱
倒垃圾、乱搭违建、乱排污水等情况
发生。”徐胜德说，他会及时向镇河
长办反映发现的水环境污染问题，

“大家共同参与巡河治河，让家乡的
河流更加美丽”。

在临泽县，像徐胜德一样的社
会监督员成为各级河长与群众相互
沟通的桥梁。

在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中，临
泽县探索河湖管护新机制，多层次
强化河湖一线监管力量，聘请河长
制义务监督员和河道保洁员，定期
对镇、村级河长履职尽责情况进行
监督，对村级范围内河渠道的治理
和管护效果进行监督评价，及时发
现、收集河渠道保护和水质污染等
问题线索，反馈到县河长办。目前，
全县共聘请河长制义务监督员 74
名、巡查保洁员40名。

甘肃省水利厅副厅长、省河长
办副主任王勇介绍，甘肃各地在推
行河长制过程中，积极发动群众广
泛参与，深入开展河道非法采砂、黑
臭水体、垃圾清运、非法建筑物拆除
等专项整治行动，河道乱倒乱排、乱
采乱挖、乱占乱围等现象明显减少。

甘肃分属长江、黄河、内陆河3
大流域，涉及嘉陵江、黄河干流等11
个水系，是全国重要的高原生态屏障
和黄河、长江重要水源涵养补给区。
然而，干旱少雨、水资源短缺、时空分
布不均与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及耕地
分布不匹配等问题客观存在，守护好
现有河湖，用好现有水资源是陇原百
姓生存发展的首要任务。

王勇告诉记者，河长制将每条

河流、每个湖泊以实名制方式确定
为各级河长的“责任田”，随着组织
体系全面建立，配套制度全部出台，
各级河长开始履职，社会共治局面
正在形成，群众好评不断上升。

记者了解到，目前，甘肃全省区
域总河长均由同级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担任，已将河长体系延伸至村级，
设置总河长、河长2.6万余名。全省
各地根据工作实际，先后探索推行了

“河长+警长+保洁员+监督员+信息
员”的管理模式，聘用4200多名热心
人士担任河长制工作社会义务监督
员，充分扩展社会化管理外延，真正
构建了辖区内所有河流沟道全覆盖、
无缝隙的责任体系。

刘雪琳是酒泉市肃州区东洞镇
旧沟村的村级河道巡查员。2017
年以来，沿着白沙河旧沟村段巡查
一遍，成为刘雪琳每天要做的事
情。“不仅要看有没有环境污染问
题，还要向群众宣传水务法律法规
及相关水务政策。”刘雪琳说，那些
随手扔在地上的包装袋、塑料瓶很
容易被风吹到河道里，巡查时，她会
随身带一个网兜，发现河道里有垃
圾就随手捡拾起来。

在刘雪琳看来，加强河道环保
宣传与清理河道垃圾同样重要，“一
方面发动群众参与河道管理，另一
方面引导群众爱护环境，不往河道
内乱丢垃圾”。

随着河长体系的全面建成，甘肃
对在河道非法采砂、黑臭水体等专项
整治逐步推开。全省各地结合中央
环保督察和全域无垃圾3年专项治
理行动，已从“见河长、见行动”转向

“见成效”。据不完全统计，甘肃各地
已关停违法违规采砂场699家，取缔
封堵非法排污口215个，关闭砂石料
场144家，整治黑臭水体14条，黑臭
水体消除比例达82.35%，累计清理
河道 2800 多公里，清理河道垃圾
120多万吨，疏浚河道6200多公里，
拆除非法建筑物8340 座，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景象初步显现。

甘肃构建河湖责任网

一个河长三个帮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本报讯 记者吴陆牧报道：日
前，重庆市潼南、铜梁等20个区县分
别就重庆区域内的琼江、临江河等
10条河流签订协议，建立流域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重庆处于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
腹心地带，是国家重要淡水资源战
略储备库。今年 2 月份，永川、璧
山、江津3区签署协议，率先在璧南
河建立流域横向补偿机制。5 月
份，重庆发布建立流域横向保护补
偿机制实施方案。

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
施方案提出，以各流域区县间交界
断面的水质为依据，达标并较上年
度提升的，下游补偿上游，反之则上
游补偿下游。另外，对上下游区县
建立流域保护治理联席会议制度、
联防共治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对上下游区县有效协同治理、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进行市级
转移支付倾斜。对补偿机制建立滞
后的区县，将以考核基金的形式加
以调控，水质超标者，相应扣减考核
基金。

“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的引导和带动作用明显。”重庆市财
政局相关负责人说，璧山区正采取
组合措施提升境内流域水环境，两
年内将整治工业污染源1600多家，
关停不达标的企业；升级改造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确保出水稳定达标
排放。

按照计划，2020 年前，重庆全
市 19 条流域面积 500 平方公里以
上且跨2个或多个区县的次级河流
将全部建成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

重庆建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北京市日前发布《关于推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确保区域

生态空间只增不减，将生态涵养区建设成为展现北京美丽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的典范区、生态

文明建设的引领区、宜居宜业宜游的绿色发展示范区，让保护环境者不吃亏能受益。

初冬时节，上千只来自西伯利亚的大天鹅陆续飞临山西平陆的三湾黄
河湿地越冬，预计11月下旬大天鹅数量将达到5000余只。为切实保护大天
鹅等野生动植物，平陆县近年来先后投入资金2000余万元，加强黄河湿地
生态建设和植被修复。 （新华社发）

越冬天鹅飞临湿地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