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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好似一条大动
脉，将丹江水源源不断输送北方。丹江水
从总干渠到千家万户，还需要经过配套工
程。配套工程管网在全省总长约1000公
里。

实现南水北调的工程效益，必须确保
工程平稳运行。通水之后，我省及时将工
作重点转向运行管理。

加强制度建设。我省去年出台了《河
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供用水和设施保护
管理办法》。2017年以来，又制定多项制度
办法，工程运行管理逐步走向制度化。

《河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供用水和
设施保护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后，省南水
北调办及时启动了行政执法工作。成立
了河南省南水北调水政监察支队，各级南
水北调办水政监察队伍建设逐步推进。
严格执法，切实维护我省南水北调配套工
程设施安全和供水安全。

省南水北调办每月组织召开一次全

省南水北调工程运行管理例会，通报上月
水量调度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工程运行管
理中存在的问题。

此外，我省还招标选择了一支实力
强、有经验的专业队伍，承担全省配套工
程维修养护任务。强化监管，建立两支巡
查队伍，不定期开展飞检。为防控断水风
险，我省切实加强南水北调工程应急管理
能力建设，建立了完善的应急机制。

在种种制度方法的保障下，通水以
来，我省工程持续平稳运行，丹江水向着
一座座城镇日夜流淌。

党的十九大强调加强水利等基础设
施建设，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建
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

丹水汤汤，长渠逶迤，在未来的岁月
里，这条新水脉将发挥出更加显著的作
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夯实水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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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精神辉耀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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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2月 12日，

一代伟人的雄奇构想终

于变为现实，亘古南流的

丹江水开启了北送京津

的新征程。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通水三年来，有效

缓解了北方地区水资源

短缺困局，经济社会生态

效益日渐显现，在广袤大

地书写着一部彪炳史册

的治水新史诗。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本报通讯员 薛雅琳

■效益算算有哪些
截至12月 11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

工程已累计输水 107.77 亿立方米，其中
向我省供水 40.45亿立方米。我省受益
人口为1800万。

按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河南受
水区包括南阳、漯河、平顶山、许昌、郑州、
焦作、新乡、鹤壁、濮阳、安阳、周口11个
省辖市及邓州市、滑县 2 个省直管县
（市），去年年底已实现了规划受水区通水
全覆盖。

人类自古逐水而居，但水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重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加
速，我省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郑州
市过去水源短缺，碰到夏季用水高峰，半
夜起来接水是许多市民的痛苦记忆。

丹江水北送后，有效破解了经济社会
发展格局与水资源不匹配的难题，增强了

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改善了群众用水
状况，提升了获得感幸福感。

同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生态效益
也日益显现，助力美丽河南建设。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为各受水
区压采地下水提供了条件。目前，全省沿
线14座城市地下水明显回升，浅层地下水
平均升幅1.14米，中深层地下水平均升幅
1.88米。用上丹江水后，许多地区原来的
供水水源被置换出来，用于水生态文明建
设，许昌等城市呈现出水清河畅美景。

除了向城镇供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还向我省实施生态补水。今年秋季，丹江
口水库水位创下新高，9月底到11月中旬，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我省生态补水
2.96亿立方米，在实现洪水资源化利用的
同时，有效改善了河湖城镇的水生态环境。

我省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
地，确保一渠清水永续北送，是中原做出
的庄严承诺。多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全
力以赴、克难攻坚，一场水质保卫战在中
原大地轰轰烈烈开展。

为保护好丹江口水库一库清水，国家
实施了《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
水土保持“十二五”规划》。目前，我省
181个项目已顺利完工并投入运行，丹江
口库区森林覆盖率达 53.2%。在国家六
部委联合考核中我省连续四年名列库区
三省第一名。

在丹江口水源区，我省划定水源保护
区1595平方公里，加强工业点源污染治
理，2003年以来累计关停并转污染企业
1000多家。控制面源污染，积极发展生
态农业。深入开展环保执法检查，拆除库

区内5万多个养殖网箱，关闭、取缔或搬
迁禁养区、限养区养殖户600余家。

总干渠在我省纵贯731公里，沿线许
多地区人口稠密，存在污染风险。

我省总干渠两侧划定水源保护区
3054 平方公里，为水质保护奠定了基
础。严格总干渠两侧保护区内项目审批，
各级南水北调系统共受理新建扩建项目
1100余个，其中因存在污染风险否决了
700余个。

总干渠两岸生态带建设成效显著，目
前建设面积约19.28万亩，近680公里，约
占总任务的九成，郁郁葱葱的生态带成为
守护丹江水的绿色屏障。

通水三年来，丹江水水质如今长期稳
定在Ⅱ类标准，许多指标已达到Ⅰ类标准，
沿线一些受水区水质差的状况大为改善。

■水质为何这么好

■丹江水如何进万家

□鲁肃

一、南水北调精神的基本内涵和
鲜明特征

（一）南水北调精神的基本内涵

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科学统筹协调、
库区移民舍家为国、移民征迁干部牺牲奉
献、工程建设者和管理者创新求精的伟大
产物，作为在这一建设实践中孕育形成的
南水北调精神，也必然主要由这四个层面
的精神内涵来体现。因此，南水北调精神
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大国统筹、人民至
上、创新求精、奉献担当”。

1.大国统筹。在南水北调精神丰富内
涵中，大国统筹居于核心地位，是整个南水
北调精神的精髓。南水北调是跨流域、跨行
政区划的超大型工程，单靠哪一个部门和地
方都无法实施。国家作为统筹主体，对南水
北调工程进行通盘筹划和长远安排，把各方
面的资源和力量集中与凝聚起来。集中力
量办大事离不开国家统筹，国家统筹为了集
中力量办大事。南水北调工程再次证明，集
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巨大优势，国家统筹是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重要机制。

2.人民至上。我们党的最高利益和
核心价值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把

“人民至上”作为南水北调精神的基本内
涵，集中回答了建设南水北调工程“为什
么”的重大问题，也集中展现了南水北调决
策的崇高境界。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
中，在移民征迁中，各级政府、施工单位坚
持人民至上的根本宗旨，帮民困，解难题，
促进了各项工作的进展。

3.创新求精。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我
国自行设计建设的规模空前的跨流域调水
工程，需要面对未曾遇到过的一系列技术
难题，许多技术难题堪称世界级的，必须锐
意创新。比如总干渠中的膨胀土处理问
题、穿黄工程大口径盾构机穿过复杂地质
层等难题，经过建设者创新攻关，一一有效
破解。同时，相关部门牢记“百年大计、质
量第一”的理念，真正把工程建成了一流工
程、精品工程和人民群众放心的工程，通水
三年来，总体来看工程质量稳定可靠。

4.奉献担当。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
设实践中，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表现
出了伟大的奉献担当精神。

奉献担当包括四个层面的内涵：
一是移民群众舍家为国、大爱无疆的

奉献担当精神感人至深。为了国家大局，
几十万移民忍痛舍弃家业，挥泪告别故土，
义无反顾，无怨无悔。

二是移民征迁干部殚精竭虑、鞠躬尽
瘁的奉献担当精神催人泪下。广大移民征
迁干部亲情服务、勇挑重担，河南省有 13
位移民干部牺牲，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

三是工程建设者倾情付出、攻坚克难
的奉献担当精神可歌可泣。建设者从讲政
治、讲大局、讲责任的高度出发，倾情付出、
攻坚克难，诠释了奉献担当在工程建设领
域的时代内涵。

四是南水北调工程管理者周密组织、
精心管理的奉献担当精神值得铭记。我省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历时10年，艰巨繁
杂，工程管理者顽强拼搏，全身心投入，保
证了工程按时建成通水。

（二）南水北调精神的鲜明特征

1.大国实力是后盾。像南水北调这样
的世界级跨流域调水工程，没有雄厚的国
家实力作后盾是不可能实现的。前期几十
年只进行了勘测规划和设计，未开工是因
为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没有达到一定程
度。这充分说明，国家实力是南水北调梦
想成真的必备条件，也是南水北调精神赖
以形成的物质基础。

2.大爱无疆是灵魂。数十万库区移民
和工程沿线征迁群众、移民征迁干部、工程
建设者、工程管理者表现出的感人精神，是
对大爱无疆最生动、最权威的诠释。这种
大爱无疆精神是南水北调精神的灵魂和核
心，是推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的强大
精神动力。

3.大国工匠是关键。大国工匠精神是南
水北调梦想成功的关键，没有至精至细、至善
至美的大国工匠精神，就不会有工程的成功
与辉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越来越多
的大国工程，必须大力弘扬大国工匠精神。

4.大义担当是支撑。大义担当体现和
彰显的是“匡扶正义”“担当大任”的胆识和
气魄，是“铁肩担道义”“敢为天下先”的伟
大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大义担当优
良传统的伟大民族，南水北调精神是这一
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彰显与弘扬，是南水
北调精神的鲜亮底色和强力支撑。

二、南水北调精神的时代价值

南水北调精神是我党团结带领广大人
民群众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中孕育

形成的新的时代精神，是对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时
代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大力弘扬南水北调
精神，对于全党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
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更加信心百倍地进行伟大斗
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南水北调精神为增强“四个自信”

提供强力支撑。南水北调工程是在“四个
自信”的强大支撑下逐步推进的，在这一伟
大建设中铸就的南水北调精神，也必将为
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提供强力支撑，激
励人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
程中奋勇前进。

（二）南水北调精神极大丰富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时代精神、民族精神
重要组成部分的南水北调精神，既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也是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成果。大力宣
传、倡导南水北调精神，是在全社会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三）南水北调为践行新发展理念提供了

成功范例。南水北调工程彰显了创新发展的
无穷魅力、体现了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贯穿
了绿色发展的永恒主题、回应了共享发展的
时代课题。南水北调精神与新发展理念高度
契合，印证了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和正确，为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树立了典范。

（四）南水北调充分显示了党的坚强领

导作用。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是在中
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建成的。各级党组织
和各条战线的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诠释了共产
党人的政治担当，彰显了我们党无与伦比
的独特优势。

三、大力弘扬南水北调精神，助
力中原崛起的伟大事业

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满怀信心地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南
水北调精神已经超越了它孕育产生的历史
时空，成为我们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
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我们要倍加珍惜这
一来之不易的宝贵精神财富，把南水北调
精神概括好、提升好，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把它运用好、传承好。

（一）把南水北调精神确立为新时期国

家精神民族精神。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发掘提炼工程建
设过程中孕育生成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
和崇高操守，有助于让后人铭记这段历史，
传承这种精神，推动世纪工程留给我们的
宝贵精神财富载入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册，
成为新时期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精
神动力。

（二）在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中大力

弘扬南水北调精神。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需要伟大的精神作支撑。南水北调精
神必将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提供强大的精
神动力。一方面，创新求精是工程建设的
灵魂。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突出特点
是技术条件复杂，需要建设者发扬创新求
精、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国家水利工程
往往牵涉面广、难度大、工期长，需要与建
设者发扬奉献担当的精神。

（三）在南水北调运行工作中大力弘扬

南水北调精神。立足实践，把南水北调精
神融入到通水后的运行工作中，是对南水
北调精神最好的继承和弘扬。一是要在工
程运行管理中发扬创新求精、奉献担当的
南水北调精神，把配套工程建设和运行管
理工作做细做好，确保一渠清水流入千家
万户。二是要在守护绿色生命线中持续弘
扬南水北调精神。南水北调成败在水质，
要在守护好这条润泽北国的绿色生命线的
过程中，持续弘扬南水北调精神。三是要
在对口协作中大力弘扬南水北调精神。要
继续发扬南水北调互利共赢、共建共享的
独特精神品格，积极发展对口协作关系，努
力形成“南北共建、互利共赢”的区域发展
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四）要在帮助移民征迁群众创造美好

生活过程中持续弘扬南水北调精神。南水
北调工程是水利工程，同时也是民生工程，
满足人民生存发展需要是南水北调工程的
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让移民征迁群众“搬得
出、稳得住、能发展、快致富”，是南水北调通
水后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弘扬南水
北调精神的本质要求。弘扬南水北调精神，
要把人民主体地位落到实处，坚持人民至
上，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广大移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使移民群众能真切感受到自
己不仅是南水北调工程的参与者，也是这一
千秋伟业的直接受益者。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建设管理局）

自 2016 年 5月起，河南省社科院、南水北调干部学院联合组成课题

组，对南水北调精神展开深入研究。笔者作为协作单位河南省南水北

调建管局的代表，全程参与了课题研究。一年来，课题组深入工程沿线

调研采风，集中讨论研究和撰稿，最终形成丰厚研究成果《南水北调精

神光耀千秋》，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面

通水三周年之际，现将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简要摘编，以飨读者。淅川发展
生态农业保护
水质

余培松 摄

郑州市中
原西路总干渠
生态带

汤阴县三位老人为丹江水点赞 余培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