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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水利
扛起粮食安全重任

“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
土也。”历史上，河南饱受水旱灾害袭扰，粮食
产量低而不稳，群众时常忍饥挨饿。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河南是农业大省，
历届河南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视水利事业
发展。1991年，省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红旗渠精神杯”竞赛活
动，截至今年已开展了25届。

“在‘红旗渠精神杯’竞赛活动激励下，我
省水利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为全省经济发展
和社会事业进步提供了水利保障和支撑。”省
水利厅党组书记刘正才说。

一批重大水利工程相继上马，为江河装
上“安全阀”。黄河流域，小浪底水库、西霞院
水库、故县水库、河口村水库相继开工并建成
投用。淮河流域，燕山水库建成投用，荣获

“鲁班奖”“大禹奖”；千里淮河第一坝——出
山店水库下闸蓄水；北汝河上的前坪水库正
在加紧施工，主坝填筑封顶。海河流域，盘石
头水库大坝横亘淇河，提升了海河流域的防
洪能力。

一座座水库像一条条铁索，紧紧扼住了
蛟龙，大江大河得以安澜，为我省防汛工作筑
牢了基础，也为农田灌溉提供了稳定的水源。

建设旱涝保收田，灌区面积进一步扩
大。1978年，全省共建成30万亩以上的大型
灌区 17处，自“红旗渠精神杯”竞赛活动开展
以后，我省不断加大投入，灌区面积逐年扩
大，粮食产量逐年增加，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群众生活逐步改善。

“黄河水浇灌出来的水稻不仅品质好，产
量也高。水稻每亩能打 1300多斤，加上小麦
每亩打 900多斤，这以前的盐碱洼地已变成
了吨粮田。”原阳县祝楼乡新城村党支部书记
张海昌说，之前的洼地没法种庄稼，地势稍高
的，亩产也只有五六百斤。新城村属于黄河
北岸的引黄灌区，像这样的引黄灌区，我省共
有 1360万亩，浑浊的黄河水，不仅带来了充
沛的水源，还有营养丰富的泥沙。

截至目前，全省 30万亩以上的大型灌区
发展到 38处，全省有效灌溉面积 7910.45 万
亩，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越来越多的田地

“旱能浇、涝能排”，即便每年都有局部水旱灾
害，我省粮食生产也连年获得丰收，自 2006
年以来，全省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 12年超过
千亿斤，河南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粮仓”，牢
牢扛起粮食安全的重任。

饮水安全
助力乡亲脱贫致富

吃水问题，事关群众生命健康；贫困居民
饮水安全，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任务
之一。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
保障工作，2005年以来，始终把解决农村饮水
安全问题列入向全社会承诺要办的民生工程
或民生实事。

经过“十一五”“十二五”两个五年规划的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全省
共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20375 处，农村集
中供水人口 6391万，占全省农村供水人口的
79%；分散式饮水工程供水人口 1707 万，达
到水质合格、水量每人每天不少于30升、取水

往返时间不超过 20分钟、供水保证率不低于
90%的农村饮水安全标准。

在“十三五”期间，我省筹集中央、省资金
31.83 亿元，实施 3618 个贫困村和深度贫困
地区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基本实
现贫困村集中供水全覆盖；市县筹资实施
7997个非贫困村巩固提升工程，到 2020年，
农村居民集中供水率超过 90%，全面解决饮
水安全问题。

去年，我省全部深度贫困地区913个村和
2018年计划退出的 33个贫困县的 233个村，
总计 1146 个村的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任务全
部完成，工程共涉及 62个县（市、区），受益总
人口152万人，其中贫困人口35.8万人。

解决安全饮水问题，也为乡亲脱贫致富奔
小康解决了后顾之忧，为群众外出务工、发展
农业生产提供着坚强支撑。“去年秋天，我们村
全都通上了自来水，水龙头一拧就有水流出
来，水龙头紧挨着灶台，以后吃水永不再发愁
了。”卢氏县东明镇涧北村黄村组村民郭换东
说，黄村是个自然村，只有60多户人，新建的
无塔供水站，不仅水量大，水压也足。吃水难
题解决了，大家可以有更多时间去打工挣钱，
发展产业，村民脱贫致富的劲头更大了。

四水同治
重现水域生态美景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更是生态之
基。

随着我国社会迈入新时代，水的生态功
能日益突出。人民群众从过去“盼温饱”到现
在“盼环保”、从过去“求生存”到现在“求生
态”，群众对水的需求，也从水安全提升到水
生态，我省水利事业也从工程水利逐渐向资
源水利、生态水利转型发展。

省委、省政府多次调研后指出，我省水源

不够、水量不足、水质不优、水利工程不多等
问题突出，要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着力构建系统
完善、丰枯调剂、循环通畅、多源互补、安全高
效、清水绿岸的现代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实
施“四水同治”，高效利用水资源、系统修复水
生态、综合治理水环境、科学防治水灾害，贯
通水系、畅通水网。

“我们要发扬红旗渠精神，着力完善防汛
抗旱减灾、水资源合理配置、河流健康保障、
科学发展体制机制等四大体系，让江河更加
安澜、山川更加秀美，让水更好满足新时代人
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省水利厅厅长孙运锋
说。

去年12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四水同治”
动员大会，安排部署十大水利工程，吹响了全
省治水兴水的“冲锋号”。十大水利工程骨干
项目投资 354 亿元，总投资规模超过 500 亿
元。目前，宿鸭湖水库清淤扩容工程、卫河共
产主义渠治理工程、小浪底南岸灌区工程已
开工，其他工程项目也在有序推进，今年也要
全部开工建设。

我省以南水北调总干渠为纵轴，以黄河、
沙颍河、淮河为横轴，形成了“一纵三横六区”
的水网格局，但各个区域之间的水资源还不
能连通起来，构建现代水网体系就是要通过
工程建设，打通中原“水脉”，让河南的水连起
来、活起来、美起来。引江济淮和赵口灌区二
期工程联动，黄河水通过涡河、惠济河，在豫
东与长江水、淮河水实现互连互通、互补互
济。小浪底南岸、北岸灌区等工程实施后，可
以在黄河两侧形成“清水走廊”。

在省 10项重大水利工程开工的同时，全
省各地也在积极推动“四水同治”，谋划项目
建设。各市县积极推进“四水同治”项目储备
工作，全省共谋划确定“四水同治”项目 539
个，总投资 2096亿元，2019年计划完成投资

658亿元。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加大推进力
度，郑州、洛阳、许昌、焦作等地“四水同治”工
作受到水利部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充分肯
定。开封市加快实施“十河十湖十湿地”项目
建设，南阳市深入开展“千村万塘”综合整治，
信阳市着力构建“一横五纵三区”水资源配置
布局，鹤壁市、安阳市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濮阳市、三门峡市将“四水同治”列入政府重
点工作和重要民生实事，“四水同治”在各地
逐步落地见效。

“四水同治”大力实施，水生态文明建设
持续推进，我省各地全面推进河湖长制，各级
河长、湖长履职尽责，巡河巡湖，河水渐渐多
起来，生态逐步美起来，污水越来越少，清水
绿岸、鱼翔浅底的水生态美景次第呈现，给群
众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许昌市水资源原来十分短缺，经过几年
集中整治，成为我省第一个国家水生态文明
城市，五湖三川，河清湖美，水润莲城的美景
重新展现，加上13万亩水系生态防护林带，涵
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城市气候，生态环境
得到极大改善。

“北海公园、鹿鸣湖、饮马河、清潩河，河
湖清澈，水中有鱼，水鸟也来了，一到春天，草
木繁茂，鲜花盛开，到水边骑骑车、走走路，实
在是一种享受。”许昌市民刘洋说。

从高高的太行山上，到辽阔的黄淮海平
原，到秀美的大别山，半个世纪以来，红旗渠
精神始终高高飘扬，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在红旗渠精神激励下，河南水利事业阔
步迈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坚强领
导下，河南水利人必将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
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原更加出彩贡献
出新的力量。

本版图片由河南省水利宣传中心提供

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 全面推进“四水同治”

红旗渠，林县人民兴建的水利工

程，这条缠绕在太行山上的“人工天

河”，成为镌刻在太行山上的精神丰

碑。50年来，一直熠熠生辉，闪耀着

中原人民乃至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伟大

精神。上世纪 90年代初，河南省决

定开展“红旗渠精神杯”竞赛活动，为

全省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

展农业生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了强大精神动力，引领着我省各地经

济和社会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2015—2017年度
河南省“红旗渠精神杯”竞赛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

2015年以来，全省各地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河南省“红旗
渠精神杯”竞赛活动为载体，精心组织，狠
抓落实，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
突出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为鼓
励先进、树立榜样，省政府决定：

授予中牟县等37个县(市、区)2015—
2017年度河南省“红旗渠精神杯”竞赛活
动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给予 4 次获得河南省“红旗渠精神
杯”并作出突出贡献的雷鸣等 4位同志记
一等功1次。

给予 3 次获得河南省“红旗渠精神
杯”并作出突出贡献的刘纪献等 5位同志
记二等功1次。

给予 2 次获得河南省“红旗渠精神
杯”并作出突出贡献的潘开名等 26位同
志记三等功1次。

给予 1 次获得河南省“红旗渠精神
杯”并作出突出贡献的楚惠东等111位同
志嘉奖。

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切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治
水兴水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全省各地
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为榜样,进
一步加强领导,深化改革,开拓进取,扎实
工作,加快推进“四水同治”,努力实现水
利现代化,不断开创水利工作新局面,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先进集体名单

中牟县、新郑市、通许县、宜阳县、栾
川县、宝丰县、郏县、安阳市殷都区、汤阴
县、浚县、原阳县、武陟县、博爱县、范县、
濮阳县、鄢陵县、许昌市建安区、漯河市郾
城区、灵宝市、内乡县、西峡县、方城县、淅
川县、柘城县、民权县、淮滨县、信阳市平
桥区、郸城县、项城市、沈丘县、泌阳县、平
舆县、上蔡县、兰考县、长垣县、永城市、新
蔡县

记一等功1次人员名单

安阳市殷都区 区 长 雷 鸣
范 县 县委书记 王秋芳

县 长 赵丽玲
泌阳县 县委书记 张树营

记二等功1次人员名单

安阳市殷都区 区委书记 刘纪献
武陟县 副县长 张志武

水利局局长 黄国洲
内乡县 水利局局长 黎 明
沈丘县 县委书记 皇甫立新

记三等功1次人员名单

中牟县 县委书记 潘开名
水务局党组副书记 苏福增

新郑市 市委书记 刘建武
浚 县 县 长 王 军

水利局副主任科员 郭全贤
武陟县 县委书记 秦迎军

水利局副局长 王麦利

范 县 水利局副局长 张兴来
水利局“杯赛办”主任 张保国

濮阳县 县委副书记 杨运教
水利局副局长 肖培利

内乡县 县 长 杨曙光
水利局党委书记 孙玉莉

淅川县 县 长 杨红忠
柘城县 县 长 路 标

水利局局长 马复兴
水利局副局长 张爱梅

民权县 县委书记 姬脉常
郸城县 县委书记 罗文阁

县 长 李全林
项城市 市委书记 刘昌宇

市财政局局长 韩卫东
平舆县 县委书记 张怀德
永城市 水利局局长 李春杰

水利局总工程师 王新永
新蔡县 水利局副主任科员 王志军

嘉奖人员名单

中牟县 县 长 楚惠东
水务局副局长 任学斌

新郑市 市 长 马志峰
水务局局长 岳明旺
水务局副局长 王银超

通许县 县委书记 钱忠宝
县 长 张云涛
水利局局长 周凤龙
水利局副局长 王清酒

宜阳县 副县长 张丽娟
水利局局长 樊志强
水利局农水股股长 田永利

栾川县 副县长 宋晓庆
水利局局长 焦银武
水利局副局长 程传哲

宝丰县 县委书记 许红兵
县重点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 王忠贤

水利局局长 谢水池
发改委主任 毕志伟

郏 县 县委书记 丁国浩
县政府党组副书记 李国英
水利局局长 赵志伟
水利局副局长 刘立志

安阳市殷都区 水务局局长 程忠玉
安阳市跃进渠灌区 管理局局长 路庆峰
汤阴县 县 长 贾晓军

副县长 李冬跃
水务局局长 吴天庆
水务局副局长 张宝瑜

原阳县 县 长 王保明
县委副书记 李继游
水利局局长 娄瑞举
太平镇党委书记 宋文超

浚 县 副县长 裴顺昌
水利局局长 赵若谷

博爱县 县委书记 陈 泓
副县长 柴英杰
水利局局长 杨国庆

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 肖艳霞
濮阳县 副县长 胡聚兵

水利局局长 李 川
鄢陵县 县委书记 尹二军

副县长 张国志
水务局局长 丁东良

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 姚 娟

许昌市建安区 区 长 马 浩
副区长 孙俊洲
水务局局长 刘志广
水务局副局长 李春枝

漯河市郾城区 副区长 卢丽琴
副区长 楚建杰
水利局局长 张伟希
水利局副局长 李红臣

灵宝市 市委书记 孙淑芳
市长 何 军
水利局局长 雒金龙
水利局农水科科长 杭建新

内乡县 县政府党组成员 王宜显
西峡县 县长 周华锋

常务副县长 马 俊
水利局局长 薛本相
水利局副局长 刘秀菊

方城县 县 长 段文汉
副县长 苏自清
水利局局长 张国强
水利局党组副书记 陈学莹

淅川县 县委副书记 曲 岩
水利水保局局长 赵红伟
林业局局长 武建宏

柘城县 县委书记 梁 辉
民权县 县 长 张团结

县财政局长 李天桩
县水利局副局长 宋相军

淮滨县 县 长 梁 超
副县级干部 王廷俊
水利局正科级干部 楚亚军
水利局总工程师 符庆良

平桥区 区委副书记 徐 晓

副区长 杨浩威
水利局副局长 彭启晔

五里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苏永华
郸城县 水利局局长 孙光胜

汲冢镇党委书记 张兴举
项城市 市长 王富生

市水利局局长 孔颟堂
沈丘县 副县长 吕孝坤

赵德营镇党委书记 郭 辉
水利局农水股股长 刘灿钦

泌阳县 县长 魏华伟
水利局局长 禹建功

县政府办公室副科级干部 苏 豫
平舆县 县 长 赵 峰

水利局局长 年明丽
水利局科员 邱 坤

上蔡县 县委书记 胡建辉
副县长 陈 剑
水利局副局长 毛卫国
水利局副局长 张清华

兰考县 县 长 李明俊
副县长 闫 玮
水利局局长 孔德成
水利局办公室主任 肖显明

长垣县 县委书记 秦保建
统战部部长 甘林江
水利局局长 栾绍智
水利局农水科科长 王慧敏

永城市 市委书记 李中华
副市长 梁廷振

新蔡县 县 长 申保卫
副县长 王 霞
水利局局长 梅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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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表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先进

许昌市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嵩县田湖千秋饮水安全工程水厂

南阳市开展“千村万塘”整治

汝州市城市中央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