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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上游及区间来水增加影响，三峡水库来水

快速上涨，9 月 6 日 14 时入库流量涨至 54000 立

方米每秒，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

达到洪水编号标准，“长江 2021 年第 1 号洪水”在

长江上游形成。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随即调度金沙江下游

梯级水库全力拦蓄金沙江洪水，并发出调度令，将

三峡水库出库流量加大至 28000 立方米每秒左

右。9 月 6 日 19 时起，三峡大坝开启一个泄洪孔。

长江水文局实时水情显示，6 日 20 时至 7 日 2 时，

三峡入库流量 55000 立方米每秒，三峡水库削峰

率五成，有效缓解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防洪压力。

三峡水库发挥的防洪保安能力，是我国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亮眼成绩单的缩影。“在保障防洪安

全方面，随着黄河下游近期防洪治理、江西峡江水

利枢纽、河南河口村水库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东北

‘三江’治理、天津永定新河治理二期、河北双峰寺

水库、广东重点围堤等堤防加固、河道治理和控制

性工程基本建成，我国流域整体防洪能力显著提

高。”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李明说。

水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高

水利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7 月底，

重大水利工程已审批立项 17 项、报送可研审查

意见 34 项，项目开工 1 万多个、开工率 87.4%，完

成水利投资 1131 亿元、完成率 47.6%。水利部副

部长魏山忠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克服疫情、暴雨

洪涝灾害、计划下达偏晚等不利影响，主动作为、

持续发力，狠抓年度投资计划执行工作，总体进

展良好。

从保障城乡供水方面来看，南水北调东中线

一期工程已建成并累计向受水区供水 450 亿立

方米，从根本上改变了北京、天津等受水区供水

格局，直接受益人口超 1.4 亿人，大大提升了沿线

城市供水水质，对缓解华北地区特别是海河流域

的水资源过度开发起到重要作用。随着青海引

大济湟调水总干渠工程、新疆伊犁河拦河引水枢

纽和北岸干渠等重点水源工程的建成，城乡供水

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此外，重大水利工程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也

功不可没。据介绍，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由 2012 年的 0.516 提高到 0.565。大中型灌区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黑龙江三江平原等新建灌

区的相继实施，累计新增、改善灌溉面积 1300 万

亩。同时，高效节水灌溉加快推进，“十三五”期

间每年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000 万亩，为粮

食增产丰收提供了强力支撑。

重大水利工程还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保障

了生态安全。“随着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骨

干引排通道、牛栏江—滇池补水、河北引黄入冀

补淀等一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有效改善

了河湖水生态环境，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了

水资源基础条件。”李明说。

经济社会效益稳步提升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重

大水利工程是国家水利基础设施网络的骨干，加

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对保障国家水安全、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拉动有效投资需求、促进经

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水利工程点多、面广、量大，尤其是重大水

利工程吸纳投资大、产业链长、创造就业机会多，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可以直接产生拉动经济增长

的作用。”李明分析说，一方面水利工程需要的用

工多，需要大量的群众、农民工加入到水利建设

当中，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是需要的设

备多，水利工程涉及大量的土方，会使用大量的

机械设备，工程也会需要大量金属构件和机电设

备；此外，需要的原材料多，对水泥、砂石料等建

材的需求量很大。“十三五”期间年均约 7200 亿

元的水利投资强度，对上下游产业的拉动作用非

常明显。

据了解，正在建设的大藤峡水利枢纽总投资

357 亿元，高峰时用工达到 6200 多人。根据估

算，整个工程需采购水泥 280 万吨、钢筋 31 万吨、

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约 13 万吨，带动了上下游

关联产业发展。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成果，重大

水利工程每投资 1000 亿元可以带动 GDP 增长

0.15 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岗位 49 万，后续还将开

工的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引江补汉等项目，投资

规模较大，项目实施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亦将十

分明显。

着力解决薄弱环节

水利是扩大有效投资、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的

重要领域。经过多年来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我国

水利工程规模和数量均居世界前列，基本建成较

为完善的江河防洪、城乡供水、农田灌溉等水利

基础设施体系。

“进入新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赋予了

水利发展新期盼，保障国家水安全对水利发展也

提出了新要求，但水利基础设施存在的一些短板

和薄弱环节也越来越突出。”李明分析说，从防洪

角度来看，部分大江大河及主要支流堤防还不达

标，控制性工程不足，蓄滞洪区建设比较滞后，特

别是一些中小河流防洪标准还不完善，部分水库

仍存在病险隐患。供水方面还存在区域资源性、

工程性缺水问题，供水保障程度还不高，农村供

水保障程度还需提升。从水生态环境建设来看，

一些区域水土流失还比较严重，部分区域地下水

超采问题突出，水生态保护修复力度还不够。从

监测预警和信息化能力来看，水文水资源监测预

报预警体系尚不完善，水利工程运行调度监控和

信息化水平还不高。

“抓好年度水利投资计划执行工作，是推动

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魏山忠表

示，为发挥好重大水利工程的投资拉动作用，下

一步各级水利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加快投

资计划执行进度、抓好重大水利工程开工、落实

水利建设投资。

按水利部要求，各地要紧盯年度目标，全力

加快投资计划执行进度，对于进度滞后的地区和

项目，要采取有力措施把进度赶上来；紧盯前期

工作，全力抓好重大水利工程开工，可研已批项

目要争取早开，可研审查意见已报项目，要加快

推进立项审批，尽量多开；紧盯建设任务，全力落

实水利建设投资，积极争取各级财政加大水利投

入、盯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努力增加银行贷款

和社会资本，保障工程建设需要，确保工程建设

顺利推进。

重大水利工程释放多重效益重大水利工程释放多重效益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吉蕾蕾吉蕾蕾

构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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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开行继续保持强劲增长

态势。截至 8 月底，累计开行 10030 列，发送集装

箱 96.4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32%、40%，往返综

合重箱率达 97.9%，较去年提前 2 个月实现年度

开行破万列。至此，中欧班列已连续 16 个月单

月开行千列以上，为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畅通、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自 2011 年首

次开行以来，中欧班列辐射范围不断扩大，货物

品类逐步拓展，构建了一条全天候、大运量、绿色

低碳的陆上运输新通道，有力推动了“一带一路”

沿线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截至今年 6 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向欧洲发运

1232 万件、9.6 万吨防疫物资，推动了民心相通。

该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的良性发展只是交

通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案例。近年来，中

国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伙伴

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交通互联互

通网络，促进沿线各国共同实现多元、自主、平

衡、可持续的发展。

一方面，铁路合作项目取得重大进展。我国

充分发挥铁路技术和建设优势，加大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亚吉铁路、蒙内铁

路、拉伊铁路、中俄同江铁路大桥建成通车，中老

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扎实

推进。巴基斯坦 1 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中吉乌

铁路等项目前期研究正在积极推进。

另 一 方 面 ， 加 快 推 动 与 周 边 国 家 公 路 联

通。昆曼公路、昆明—河内—海防高速公路、

中巴经济走廊“两大”公路全线通车，中俄黑

河公路大桥完工，“双西公路”（中国西部—欧

洲西部） 建设稳步推进。以共建“一带一路”

为合作平台，我国与 19 个国家签署了 22 项双

边、多边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中

蒙俄、中吉乌、中塔乌、中俄 （大连—新西伯

利亚）、中越实现国际道路直达运输试运行，国

际道路运输辐射范围进一步拓展。

此外，我国还开通泛太平洋、欧洲、泛大西

洋、亚太、东南亚及南亚等集装箱航线，初步形成

国际物流主通道网络，以国际海运、航空货运、铁

路联运为主的国际物流供应链服务体系逐步形

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联系更加紧密。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合作制度更加健全，规则

逐步连通，以此为依托，“一带一路”建设长期稳

定推进可期。

在中国与 140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的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大部分

都涉及交通互联互通合作。中国联合相关国家

建立了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工作组、中缅

经济走廊交通合作工作组等“一带一路”交通合

作机制，共同编制了《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战略

2030》《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交通战略 2030》《中亚

区域经济合作铁路发展战略 2030》《中巴经济走

廊远景规划交通规划（2014-2030）》等文件，共同

谋划区域交通发展规划，推动与相关国家现有规

划的有效衔接。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十四五”

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提

出到 2025 年实现东中西三条通路持续强化，通

道、港口和物流枢纽运营更加高效，对沿线经济

和产业发展带动作用明显增强的总体目标，并从

5 方面明确了通道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任务。

届时，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个连接“一带”和

“一路”的陆海联动通道将会发挥更大作用，“一

带一路”建设将更加通畅。

右图 近日近日，，满载布料满载布料、、载客电梯载客电梯、、暖气片等暖气片等

5050 车货物的车货物的 XX90419041 次中欧班列次中欧班列（（西安西安），），从西安国从西安国

际港站开出际港站开出，，驶向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驶向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这是这是

陕西省自陕西省自 20132013 年开行中欧班列以来的第年开行中欧班列以来的第 1000010000

列中欧班列列中欧班列。。 钟翰林钟翰林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今年 1 至 7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10.3%；两年平均增

速为 4.3%，比上半年回落 0.1 个百

分点。即将揭晓的 8 月份投资表现

如何，各界都很关注。

扩大有效投资事关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与消费和进出口政策相

比，投资政策的乘数效应大，受疫情

因素制约更少，对于稳增长的作用

更加明显。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种预期经济，预期对于市场主

体的投资意向发挥着重要作用，从

这个角度而言，稳投资的关键在于

更好地稳预期。

稳预期，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

形势，认清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

现象下的本质，保持信心、坚定决

心。我国经济在恢复发展中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不少，但潜力更大、优势

更多。今年以来，受到基数效应影

响，投资增速呈现出“前高后低”的

特点，这与经济增速的整体表现相

应，也在预期之中，投资总体上保持

了恢复增长态势，投资结构继续优

化。近期汛情、疫情等因素对投资

增长造成了一定影响，但随着疫情

得到控制、汛情影响消除，支撑中国

经济增长的因素会持续发挥作用。

我国有条件在上半年良好势头基础

上，巩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的成果。

稳预期，要认识到我国扩大有效投资有着

巨大空间和有利条件。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经济发展前景向好，同时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许

多短板弱项，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

大，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中蕴含着大量投资机遇。

今年以来，“两新一重”建设取得积

极成效，5G、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

设施加快布局建设，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县城补短板强弱项等新型城

镇化建设加快推进，川藏铁路等交

通、水利重大工程顺利推进。农业

农村、社会事业、生态环保等领域补

短板建设也取得显著进展。

稳预期，要立足于“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这一目标，做好宏观

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

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充分发挥

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作用，促进投资稳定增长。发挥

好“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 102 项

重大工程的牵引带动作用，结合各

地区、各领域实际加快落实到具体

的项目中。近年来，民间投资占全

部投资比重在 60%左右，占制造业

投资比重更是超过八成，对稳投资

的作用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

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规

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模式，稳妥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

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形

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

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民间投

资创造良好条件。

稳预期，还要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提振市场主体长期投资经营信心。建立健

全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落实好党中

央、国务院出台的各项助企惠企强企政策举

措，不仅帮助企业缓解眼前之困，也要打消其

后顾之忧，助其为长远发展积蓄力量。

稳投资关键在稳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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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将于今年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将于今年 1010 月月 1414 日至日至 1616 日在北京举办日在北京举办。。大会围绕大会围绕““可持续的交通可持续的交通、、可可

持续的发展持续的发展””主题主题，，聚焦可持续交通与减贫脱贫聚焦可持续交通与减贫脱贫、、民生民生、、国际互联互通合作国际互联互通合作、、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创新发展、、安全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可持续

城市城市、、政府治理等议题政府治理等议题。。本报今天起推出本报今天起推出““可持续交通发展中国在行动可持续交通发展中国在行动””专栏专栏，，以展现我国在中外可持续交通合作以展现我国在中外可持续交通合作

中的经验以及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成就中的经验以及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成就。。

□ 本报记者 齐齐 慧慧

99 月月 77 日下午日下午，，三峡水库加大下泄流量三峡水库加大下泄流量，，开启三孔泄洪开启三孔泄洪。。 黄正平黄正平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