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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县水库引水工程贯通试通水

保障近 200 万人的饮水需求 洛阳市民春节前有望喝上“新水缸”优质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清水西来！洛阳市故县水库引水工程贯通试通水 通讯员 黄政伟 摄影

风景优美、水质甘甜的故县水库 通讯员 李峰 摄影

经过 3 年的施工，6 月底，洛阳市重点民生工程
故县引水工程顺利试通水，这意味着，洛宁县故县
水库的一库清水成为洛阳“新水缸”，洛阳市民能
够喝上故县水库优质的水。
故县水库引水工程起于洛宁县故县水库大坝
下游 300 米处，终于洛阳市区水厂。长达 134.21
公里的输水管道，将故县水库和洛阳市首尾相
连。正式通水后，该工程将日供水 43.2 万立方
米，可保障洛宁县、宜阳县、新安县及洛阳市区等
近 200 万人的饮水需求。

关键词：
优势
故县水库水质接近 I 类标
准，水源地最佳选择
6 月 30 日下午，洛阳市区
水厂迎来了故县水库的原水，
这也标志着洛阳市故县水库
引水工程试通水成功。
故县水库位于洛宁县故
县乡，又名西子湖，相传范蠡、

西施曾在此隐居而得名。库
区群山环绕，如一块碧玉，悠
悠碧水与蓝天白云相映生
辉。水库中的峡谷将故县、范
里两个盆地相连，形成了类似
“糖葫芦”
的水面特征。
据公开资料显示，故县水
库 20 世 纪 90 年 代 初 投 入 使
用，是国家“七五”重点工程，
水库以防洪为主，兼顾发电、

灌溉、供水、养殖等功能，总库
容 11.75 亿立方米，控制流域
面积 5370 平方公里，共有 28
条细流从两岸汇入库区，15 万
亩的水面，
比西湖还大。
洛阳市周边有三座大型
水库，即小浪底水库、陆浑水
库以及故县水库，陆浑水库是
洛阳市水源地，为何选择距离
洛阳市区 160 公里的故县水库
作为洛阳的又一水源地？
洛阳市水务局副县级干
部、故县引水工程负责人赵刚
毅说，据检测，故县水库的水
质浑浊度、总硬度低，硫酸盐、
氯化物、氟化物少，重金属含
量远低于国家标准，附近耕地
少，无工业企业，环境污染极
小，常年稳定在地表Ⅰ类、Ⅱ
类水质标准。
此外，赵刚毅提到，陆浑
水 库 作 为洛阳市区一处水源
地，
其供水规模并不大，
且上游
多矿山企业，存在污染隐患。
洛阳市区陇海铁路以北的邙山
地区，由于地势高，历史原因，
自来水管网铺设不完善。目前
虽有引黄入洛工程，但受引黄
分配指标限制，该引水工程目
前主要用于农业灌溉。

关键词：补水
改变城市区用水结构，提
高供水的保证率
故县水库引水工程于
2015 年 7 月 1 日开工，工程起
点位于故县水库大坝下游右岸
泄洪中孔，终点位于洛阳市高
新区新建水厂和关林水厂，线
路总长 134.21 公里，设计引水
流量 5 立方米每秒，
日供水量最
大值为 43.2 万立方米，可保障
沿线的洛宁县、宜阳县、新安县
及洛阳市区等近 200 万人的饮
水需求。
赵刚毅说，目前洛阳市城
区综合日供水能力约在 70 万
立方米，实际日用水量大约在
40 万立方米。供水水源以地下
水为主，供水结构比较单一。
同时，
随着市区人口增多，
城区
面积增大，
大量开采地下水，
会

“一把手”
讲安全课 促生产长治久安
为贯彻“生命至上，安全发展”这
一主题，普及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
安全知识，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
制，在安全生产工作上真正做到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把安全意识植根于
每个职工心中，近日，夏邑县供电公
司开展“一把手”讲安全课活动，全体
党员集中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汲取各
类安全事故教训，提升公司本质安全
水平。
夏邑县供电公司“安全课”紧紧
围绕今年安全生产月“生命至上，安
全发展”的主题，深入分析了当前安
全形势与供电企业的安全责任，深刻

阐述了如何形成科学的安全生产长
效机制，实现建设本质安全企业的目
标，使安全生产概念灌输进每个人的
心中，安全生产活动融入每个职工的
工作中。
夏邑县供电公司紧密结合近期
安全事故教训，积极开展安全知识竞
赛、安全月“咨询日”宣传、电网反事
故演练和消防应急演练等活动，紧绷
安全弦。其中，
“ 一把手”讲安全课，
为员工提供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平
台，更体现了安全培训的“接地气”，
再次掀起“安全月”活动新高潮。
（张
闪 孟立群）

引起地下水水位下降，形成区
向社会公布。根据目前进展，
域性漏斗状凹面，容易引发次
在春节前，洛阳市民有望喝上
生灾害。此外，相关法律也规
故县水库优质水。
定，要优先利用地表水。2013
年、2014 年河南遭遇大旱，部
关键词：难度
分城市由于供水单一，保证率 “铁齿穿山甲”
低，
出现了供水问题。
啃下工程硬骨头
“故县水库引水至洛阳
后，可有效降低自来水硬度，
实现双水源供水，优先使用地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在故
表水。
”赵刚毅说。
县水库引水工程中，总长 6640
米的 1 号隧洞是最难啃的硬骨
头。1 号隧洞不仅是整个工程
关键词：通水
中最长的隧洞，也是紧邻库区
惠及沿线 3 县
难度最大的关键工程，中信重
工负责该段施工。该公司自
赵刚毅说，故县水库引水
主研制的国内首台（套）直径 5
工程为沿线的洛宁县、宜阳县
米无轨敞开式硬岩掘进机立
及新安县，各日供水 5 万立方
下了汗马功劳。
米。
据介绍，中信重工硬岩掘
引故入新工程是依托“引
进 机 ，被 业 界 形 象 地 比 喻 为
故入洛”工程，分流故县水库 “穿山甲”，其重约 800 吨，最大
优质水源到新安的一项以供
掘进速度为每小时 7.2 米，创
水为主的公益性工程。2020 造 出 了 日 进 尺 66 米、月 进 尺
年新安县城区人口规模将达
1010 米的最高纪录。
到 17 万人，现有供水能力已不
在一年多的工程建设期
能满足需要，需要增加新的供
间，中信重工项目团队前后战
水水源。
胜较大涌水 20 多次，成功穿越
长 达 2000 余 米 的 塌 方、破 碎
带，充分发挥硬岩掘进机的优
关键词：用水
良性能，确保了 1 号隧洞的全
春节前，洛阳市民有望喝
线贯通。

上优质的故县水库水

近日，大河报记者来到洛
阳北控水务集团新区供水分
公司，为了迎接故县水库优质
水，该公司对沉淀池、滤池等
净水设备进行了改造升级。
该公司副经理王川说，目前公
司已经具备生产条件和能力。
“通水只是个开始。”赵刚
毅说，目前，故县水库水已经
到达洛阳市区，但根据计划，
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调试，毕
竟全长 100 多公里，涉及工程
扫尾、并网前准备、人员配备
等情况。
洛阳市区是故县引水工
程末端，输水成本也最高。不
过，市民不必担心水价。关于
水价问题，要经过各方充分论
证，更要考虑到民众的承受能
力，一旦有任何进展，会及时

链接
引故入洛大事记：
2015 年 7 月，故县
水库引水工程开工建
设。
2016 年 7 月，故县
水库引水工程首个隧
洞成功贯通。
2017 年 7 月，总长
6640 米的 1 号隧洞贯
通。
2018 年 1 月，故县
水库引水工程 134 公
里管线已基本贯通。
2018 年 6 月，
“引
故入洛”引水工程顺
利试通水。

“六改一增”
再提升 助推脱贫攻坚
7月9日，
平顶山石龙区供电公司组
织帮扶责任人走进人民路街道南顾庄社
区董淑敏家中，
为老人送去了电视机、
锅
碗盆等生活用品，
这是该公司强化电力
帮扶责任，
推进
“六改一增”
再提升工作，
加快脱贫攻坚步伐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平顶山石龙区供电公
司为做好十四户贫困户的帮扶工作，
采取多种措施助推脱贫攻坚。一是增
强结对帮扶责任人、工作队员责任意
识，将帮扶工作做细做实，充分激发扶
贫对象主动脱贫、勤劳致富的内生动
力。二是形成入户调查走访常态机
制，详细了解贫困户实际情况，全力以

赴开展帮扶工作。三是所有帮扶责任
人针对贫困户不同情况制订不同的扶
贫方案。四是严格扶贫工作纪律，扎
实完成“六改一增”再提升工作，确保
2018 年各项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截至目前，平顶山石龙区供电公
司先后完成对帮扶的十四户贫困户的
改造，为其购买吊扇、电扇、饭桌椅、锅
碗盆、床、衣柜、被褥、床单、电视机等
生活用品；为贫困户改造大小门、安装
窗户和纱窗、砌院墙、院内路面硬化、
屋内粉刷、修缮吊顶、污水排放等工
作，得到了区委区政府和群众的一致
好评。
（李文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