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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5日，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正式通水。

为了通水，淅川县移民 16.5万，并得到妥善安置。

库区 7万多留置群众，生产生活该怎么办？

与轰轰烈烈的移民搬迁不同。为了一渠清水永续北

流，一场不亚于移民迁安的伟大工程在淅川悄然展开。这

就是“后移民时代”的伟大工程——移土培肥。

富起来才能稳得住，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进

入“后移民时代”，淅川县委、县政府提出“把丰碑刻在青山

上、把政绩融入碧水中”，继续弘扬“移民精神”，全力以赴实

施移土培肥工程，力保一渠清水北送的同时，努力实现库区

群众安居乐业。

淅川奉献的巨大回报

淅川，因淅水纵贯境内形成百里

冲积平川而得名，丹阳川、板桥川、顺

阳川，曾是“一脚踏出四两油”的沃土

良田。

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淅川人民为

服务南水北调建设作出了巨大牺牲和

贡献，先后移民近 40 万人。丹江口水

库初期工程建设，淹没该县国土面积

362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28.5 万亩；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后，再次淹没全

县面积 144 平方公里，淹没耕地 13.1

万亩。素称淅川“粮仓”的三大川将被

淹没殆尽。

山下口粮，山上果林，水里打鱼；

风调雨顺，多方收入，吃喝不愁。这是

丹江口水库蓄水前，库区群众生产生

活的写照。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后，在中

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库区 172 米

水 位 线 以 上 ，生 活 着 7 万 多 留 置 群

众。这些留置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冲

击，人均耕地不足 0.5 亩，而且大部分

是山岗梯田和山坡薄地，生活条件极

其恶劣。作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

县，经过多年扶贫脱困，该县仍然有 10

万贫困人口，如果不解决好库区留置

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会有大量群众

重新返贫，将给淅川后续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影响。

为抢救保护不可再生的耕作层土

壤资源，妥善解决库区留置群众的生

产生活问题，保护水源地生态环境，改

善水库水质，淅川县超前谋划，在移民

大搬迁展开之时，就开始向上争取丹

江口库区移土培肥工程项目。

为从根本上解决南水北调中线水

源地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调水水质

问题，国家参照三峡库区的成功做法，

计划在丹江口库区将淹没线 170 米以

下优质耕地的耕作层剥离转移到 172

米以上瘠薄耕地上，配套进行土地平

整、防护林、农田水利建设等综合性土

地整治项目。

淅川的超前谋划和国家的大政方

略不谋而合。

2013 年１月，淅川县移土培肥项

目正式获得国土资源部、财政部批复，

总投资规模 19.94 亿元，总建设规模

52.57 万亩，其中移土培肥取土区面积

8.58万亩，配套土地整治区43.99万亩。

正是看到了淅川人民在南水北调

进程中的巨大牺牲与奉献，移土培肥

工程项目才能够较快批复。据悉，这

一“国字号”工程是我国最大的单体财

政性惠农项目，也是淅川建县以来最

大的单体财政性项目。

淅川“移民精神”，来源于南水北

调从蓝图到实现的伟大实践中，在 40
万淅川移民半个多世纪无怨无悔的奉

献牺牲中凝聚形成。这是一种弥足珍

贵的大爱报国精神、忠诚担当精神，这

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种催人

奋进的精神力量。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

源区，确保一库清水送京津是我们的

政治责任。移土培肥是一举多得的惠

民工程、生态工程，全县上下要继续弘

扬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移民精神’，

凝心聚力，科学组织，强力推进，扎实

做好移土培肥工程建设。”淅川县委书

记马良泉在全县动员大会上说。

为了水清民富，淅川县上至县委、

县政府领导，下至普通党员干部，人人

讲奉献，个个奋争先，克难攻坚，奋力

拼搏，谱写了一曲肥土搬家、务实为民

的奉献之歌。

在紧张忙碌的移民大搬迁时，马

良泉就开始谋划争取移土培肥项目。

他多次与专家沟通交流实施移土培肥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工程开工后，他

多次深入一线看望慰问工作人员，检

查监督工程质量。

移土培肥一期工程展开之际，正

是盛夏酷暑季节。县长、县移土培肥

指挥部指挥长赵鹏，经常奔波于各乡

镇工程施工现场，就工程建设过程中

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具体问题进行现

场部署，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矛盾。

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时常见到

副县长、移土培肥指挥部副指挥长顾

理忙碌的身影。“白加黑”、“五加二”，

是他工作的真实写照，夜以继日、通宵

达旦，是他常有的工作状态。

在县领导的带动下，基层党员干

部振奋精神，满怀激情投身移土培肥

这一伟大工程中。

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张淅强，每天

都把繁重的工作一项一项尽量往前

赶，被称为“跑在时间前面的人”。

老城镇党委书记翟成敬整天奔跑

在各标段工地上，家人心疼地说：“山

上的荒地培肥了，你却培瘦了。”

老城镇险峰村年逾六旬的村支书

李久文，腿部被工地上的树枝划伤，走

路艰难，仍每天坚守工地监督工程质

量……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淅川县各

级党员干部的拼搏奉献，使得移土培

肥工程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快

速推进。

“龙口夺土”的伟大壮举

“移民精神”的再次呈现

一举多得的惠民工程

“后移民时代”的伟大工程
——淅川县实施“移土培肥”工程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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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培肥耕地 14.03万亩

新增耕地0.19万亩

每年可新增粮食产量 1.21亿斤

通过水、电、路等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改变库区群众的生产生活

条件，提高库区群众的生活质量

带动淅川大力发展茶叶、金银

花、柑橘、湖桑等绿色产业

增加水库库容2000万立方米

有利于清理库底

增加库容

可净化丹江口水库水质

减少水库有机质质量375.3吨

全氮质量24.41吨
把坡地改造成梯田，减少水土流失

有利于库区生态保护

有利于抢救保护不可

再生的耕作层资源
有利于改善库区留置

群众的基本生活条件

“移土培肥”的好处

自上世纪 50年代为了南水北调、

建成了丹江口水库大坝，淅川库区群

众就给这条“巨龙”起了个爱恨交加的

名字“龙口”——一张吞云吐雾的“龙

口”，给他们带来了丰水良田；一张满

面獠牙的“龙口”，又让他们的亲人背

井离乡，一次次移民搬迁。

世世代代以土地赖以生活的人

们，把他们脚下的土地视为“命根子”，

油光发亮的土地，在他们眼里比金子

还金贵。

移土培肥，就是将丹江口库区即

将淹没的优质耕作层土壤剥离，取耕

作层土壤 20～50 厘米，搬移到坡地上

进行覆土培肥，并配套进行土地平整、

防护林、农田水利建设等综合性整治。

2013 年秋季汛期后，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将开始试蓄水。从 6月 26日移

土培肥工程正式开工到汛期，只有两

个月时间。如果不能从将被淹没的库

区把优质耕作层土壤抢运出来，“培

肥”等一切后续工程都是空谈。

一时间，“龙口夺土”，抢运库区

170米水位线以下的良田沃土，成为淅

川县 67万人民的当务之急。

非常任务，需下非凡功夫。严格

按照项目确定的“省政府组织、县政府

承担、乡镇实施、农民参与”的组织方

法，淅川县成立了高规格移土培肥指

挥部，抽调 70余名各职能部门业务骨

干入驻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资金管

理、技术监管、工程效能督查、安全稳

定、宣传报道等六个工作组，明确职

责。实行县处级领导包责任片区、包

工程进度、包施工环境、包质量管理、

包矛盾协调的“五包”责任制，夯实责

任。建立了县指挥部日常督导、县委

政府两办重点督导、乡镇政府一线督

导、群众义务监督员参与督导和宣传

部门专栏督导的“五级网格化”督导机

制，强化监督。

为了打赢与蓄水时间赛跑的攻

坚战，淅川县创新工作方法，推动工

程快速进展。各乡镇坚持大员上前，

靠前指挥，深入村组和农户，化解各

类矛盾纠纷，创优施工环境，为机械、

人员迅速进场开工扫清障碍。在纪

检、检察等部门的监管下，公开招投

标确定设计、监理和施工单位。出台

《移土培肥工程质量管理办法》，推行

“群众代表现场监督、监理巡查、指挥

部不定时抽查、单体工程专项检查”

四位一体的质量监管模式。制定《移

土培肥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按照“专

户储存、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的原则

管理项目资金，明确界定资金拨付流

程，确保资金不挪用、不乱用，不出任

何问题。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

对施工管控、运输管理、用电安全等

方面予以规范。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截至今

年 12 月 15 日，一期工程取土、移土任

务已全部完成，并已通过乡镇自验和

县指挥部复验，正在上报省市进行验

收，整治任务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扫

尾整改，年底可按照程序进行验收；二

期工程 200个施工标段全部进场施工，

已完成二期工程总工程量的 40%。

移土培肥在淅川历史上是一项继

移民之后的又一伟大工程，也是一项

一举多得的惠民工程。

留得沃土好种田。记者在老城镇

穆山移民新村移土培肥工程示范点看

到，层层梯田绕山坡，道道山梁披绿

装，一片片绿油油的小麦，一排排整齐

的蔬菜大棚，在冬日暖阳的映衬下，与

田地里除草劳作的村民构成了一幅绚

丽多彩的田园画卷。而在一年前，这

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寸草不生的荒

山荒坡。

村党支部书记全玉建告诉记者，

实施移土培肥后，昔日一片片荒山荒

坡变成了梯田及菜园。土地成了香饽

饽，过去一亩地 200元没人要，现在一

亩地 800元还争着承包。

移土培肥工程的实施，顺了民意，

暖了民心，党员干部的牺牲奉献也赢

得了库区群众的广泛赞誉。

看到自家一小块一小块的荒坡地

变成了大面积的层层梯田，盛湾镇兴

化寺村农民周兴元激动地说：“自古以

来，只有石头滚下河，哪有肥土爬上

坡。如今，让肥土搬了家，保住了咱农

民的‘命根子’，政府给老百姓办了件

天大的好事啊！”

听多了，看多了，村民们熟悉了移

土培肥的方法，他们用通俗的顺口溜

来概括移土培肥：“挖三十，填三十；山

石上面铺肥土，庄稼哪能不丰收。”

淅川县移土培肥项目区位于环丹

江口水库周边的盛湾、滔河、大石桥、

老城、金河、上集、马蹬、香花、九重、仓

房 10个乡镇 178个行政村。在贫瘠的

坡地上，为了粮食增产，这里的人们大

都有过量使用化肥的耕作习惯，水土

中的有机质含量大大增加。

说移土培肥是一项伟大的生态

工程、惠民工程，恰如其分。据专家

测定，移土培肥项目实施竣工后，可

培肥耕地 14.03 万亩，新增耕地 0.19
万 亩 ，每 年 可 新 增 粮 食 产 量 1.21 亿

斤；可净化丹江口水库水质，减少水

库 有 机 质 质 量 375.3 吨 , 全 氮 质 量

24.41 吨，增加水库库容 2000 万立方

米；把坡地改造成梯田，减少水土流

失；通过水、电、路等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改变库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库区群众的生活质量；带动淅川

大力发展茶叶、金银花、柑橘、湖桑等

绿色产业，为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和

环库生态景观带的打造，产生不可替

代的作用。

移土培肥工程紧张进行的闲暇

中，顾理就在谋划工程结束后的美丽

淅川蓝图：以发展生态经济为主线，以

建设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为载体，推

进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

全县库区基本形成以柑橘、核桃、花椒

为主的经济林果业，以金银花、茶叶、

大棚蔬菜、辣椒为主的特色种植业，以

养牛、猪、羊、鸡、鱼、鹌鹑、鸽子为主的

养殖业，以地毯、制衣、食用菌和农副

产品加工为主的加工业，以农家乐为

主的乡村旅游业。

到明年 5月底移土培肥工程全部

结束，你会看到：远处是蔚蓝的水面，

近处是碧绿的梯田，梯田上盛开着黄

白相间的金银花，坡下是挂着大红灯

笼的农家乐——顾理向我们勾勒了一

幅水清民富的美丽淅川画卷。

群众在移土培肥工程后的田间灌溉果树 夏季风 摄

丹江河畔移土忙丹江河畔移土忙 夏季风夏季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