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08
2019年 10月22日 星期二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

基。河南地处中原，地跨长江、淮河、黄

河、海河四大流域 ，气候从南向北过渡，

历史上水患频仍，旱灾频发。兴水利、除

水害任务繁重。

在党的领导下，河南实现了从水患频

繁到江河安澜转变，群众从“饮水困难”到

“有水喝”，向“喝上好水”转变，农民种田

从“望天收”向“旱涝保丰收”转变，从“工

程水利”向“生态水利”转变，水利事业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历届河南省委、

省政府都十分重视水利工作，在党的坚强

领导下，水利事业与时代同行，全省水利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生水利造福中原，

水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兴水润民的壮

美画卷在中原大地徐徐展开，正在为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谱写出绚丽篇章。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本报通讯员 李乐乐 彭可

水润中原更出彩 谱写绚丽新篇章

补短板
兴利除害 江河安澜

“甚哉，水之为利害也！”这是2000多年前司
马迁的一声喟叹。对河南而言，汛期洪水泛滥，
始终是心腹大患。

兴水利、除水害，水利工程可以确保江河安
澜。“开始下闸蓄水！”2019年 5月 23日，随着一
声令下，“千里淮河第一坝”信阳出山店水库大坝
下闸蓄水，历经 5 年建设，出山店水库基本完
工。碧绿的水库，镶嵌在豫南大地，与南湾水库
形成“双璧”。水库投入防汛调度后，下游220万
亩耕地和170万人的安全感将得到明显提升。

新中国刚刚成立，我省就从治理淮河入手，
加强防洪抗旱能力建设。上世纪 50年代，我省
集中力量修建以蓄滞洪为主的防洪工程；60年
代，重点进行整治河道为主的除涝工程建设；70
年代，防治洪涝兼顾抗旱，加强面上工程配套，进
行洪、涝、碱、旱综合治理。上世纪 70年代后期
以来，在除险加固现有防洪工程的同时，又加强
了非工程防洪措施建设。

省水利厅厅长孙运锋介绍，经过 70年不懈
建设，我省已初步建成了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
相结合的防汛抗旱减灾体系。近年来成功抵御
了2009年冬春连旱、2014年夏旱以及2016年暴
雨洪涝灾害等旱涝灾害，防汛抗旱减灾体系发挥
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截至 2018年年底，我省建成了 2654座水库
（其中大型26座、中型124座）、堤防2万余公里、
蓄滞洪区14处、大中型水闸365座。建成了省级
及省辖市的雨水情、工情和旱情中心，4093处雨
水情自动监测站、106处墒情自动监测站、150处
地下水位自动监测站等，为我省防汛抗旱调度与
决策提供了硬件支撑。

硬件软件两手齐发力，我省筑起灾害防御
天网。2000年，我省开始构建防汛抗旱指挥系
统，初步形成了一套集基础网络、信息采集、决策
支持等为一体的现代化指挥体系；我省利用“云
平台、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建设了河南省防
汛抗旱综合信息平台，基本实现了省、市、县、乡、
村五级防汛部门上下联动。2010年以来建设的
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成了省、市、县三级山洪灾
害监测预警平台，通过该预警体系以及计算机网
络和视频会商系统，省、市、县和770多个重点乡
镇可实现互联互通。水库大坝、堤防闸门，加上
高效、灵活的指挥系统，为我省防汛抗旱编织起
稳固的安全网，水灾害大为减少，水安全得到有
力保障。

惠民生 水润良田 粮食满仓

“现在浇地很方便，水井就在地头，接
上水带，这边刷卡那边出水。过去四五个
人一上午也浇不了一亩地，现在一个人、一
个小时就能轻松浇完。”超级产粮大县滑县
小铺乡常庄村村民常贡海，连连感叹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带来的便利。

碧水润沃野，中原粮满仓。河南粮食
连年丰收的背后，水利基础设施起着关键
的支撑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省灌溉事业取得长
足发展。1949年，河南省仅有万亩以上灌
区 22 处，万亩以上渠灌区有效灌溉面积
54.84万亩。1953年，我省开始修建起第一
个大型水库灌区——白沙灌区。随着全省
水库的兴建，水库灌区的建设也进入高潮，
薄山、板桥等水库灌区的骨干工程相继建
成。为了抗御连续干旱，又开辟东风、红
旗、跃进、共产主义渠四大引黄口门及相应
的输水高渠。

从“看天望收”到“连年丰产”，河南省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让中原粮仓
越筑越牢。1998年起，大型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工程陆续开展，截至 2018年年
底全省 38 处大型灌区配套改造完成投资

108.17亿元。2018年，全省已有大型灌区
38处，中型灌区 297处，全省耕地有效灌溉
面积达到7933万亩。

看到水龙头里流出清澈的自来水，平
顶山市叶县保安镇罗冲村的贫困户彭清峰
高兴地说：“解决了俺多年来吃水难题，感
谢党为俺们老百姓办了实事！”

河南省历来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省结合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蓄、引、提等灌溉工程建设，解决了
一些地方农民的饮水困难问题。到了20世
纪八九十年代，通过以工代赈方式和在小
型农田水利补助经费中安排专项资金等措
施，解决农村饮水困难问题，实现了从“喝
水难”到“喝上水”的目标。

2005年开始，河南省开始实施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重点解决农村饮用水存在高
氟、高砷、苦咸、污染等水质问题，到“十二
五”末，累计解决了 4700 万农村居民和
666.3万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饮
水不安全问题基本解决。

2016年起，河南省开始实施农村饮水
巩固提升，截至2018年年底，全省集中供水
人口达到 7207 万人，集中供水率 89%，自

来水覆盖人口 7126 万人，自来水普及率
88%，实现了“喝上水”到“喝好水”的目标。

一江清水向北方，丹水滔滔颂华章。
2014 年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
程通水，自 195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南水北
调的宏伟设想，历经多年论证、规划、建设，
60年梦想成真。通水5年来，累计输水230多
亿立方米，相当于1000多个西湖的水量，惠及
沿线5300多万人。作为工程核心水源地和最
大受水区，河南省受益人口达1900万。

移民问题历来被称为“天下第一难”。
河南全省有移民204万人，尤其是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后，淹没影
响南阳市淅川县土地 21.76万亩，搬迁移民
16.54万人，安置在河南省 6个省辖市 28个
县（市、区）。河南全省动员，全社会参与，
实现了“四年任务、两年完成”的搬迁目标，
创造了水库移民奇迹。

通过“一村一品”，实现精准定位、产业
扶贫，通过帮扶发展，实现部门联动、合力
扶贫，河南省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移民扶贫
新模式，精准扶贫，初步实现了全省移民

“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快致富”的目标，
有效破解移民扶贫困局。

强监管 守住红线 人水和谐

郑州市花园路到文化路段的贾鲁河上，
时见鹭鸟静立洲渚之上。市民说，这么多年
了，有白鹭选择在这里栖息从前并未见到过。

贾鲁河生态修复工程，是我省大力推行
河长制、治理河湖突出问题的缩影。

2017年年底，我省全面建立起省市县
乡村五级河长体系，全省5万多名河长到岗
履职。2018年上半年，市县乡村四级湖长
体系基本建成，各级河长、湖长积极开展巡
河、巡湖，治理河湖突出问题，实施区域水生
态治理工程，全省河湖面貌明显改观，河流
水质持续向好。

不但要“见河长”，还要“见成效”，通过
开展河湖“清四乱”、河流清洁百日行动、非

法侵占水域岸线综合整治等专项治理，垃圾
下河、垃圾围河、乱搭乱建等突出问题得到
初步遏制，全省河湖环境持续改善。

水利工程百年大计，质量第一。2004
年，河南省水利厅和部分省辖市先后开展了
工程实体质量“巡检”；2008年开始实行“突
袭式检测”。在省级开展巡检的基础上，全
省开展了实体质量巡检工作，而自 2005年
河南省探索建设的水利建设市场诚信体系
也有力保证了水利工程建设质量。

历年来，河南省水利科技项目荣获大禹
水利科学技术奖7项，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
奖 61项。评选河南省水利科技进步奖 195
项，这些科技成就为河南省加快水利现代化

步伐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农田水利工程不仅要建得好，还要管得

好。2014 年以来，河南省选择了 12个市、
县开展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
运行管护机制试点工作。经过积极探索，初
步建立了“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 5种农
田水利设施建管模式，形成了一批产权明
晰、管理规范、运行良好的示范工程。

新时期治水方略中，“节水优先”被摆在
首位。“十二五”期间，河南省研究出台了实
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及考
核办法，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
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并
完成全省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三条红线”

控制指标的分解落实，构建了覆盖全省的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政策制度体系、控制指标体
系、责任与考核制度体系，河南水资源开发
利用进入以量定需、严格管控的新时期。

“三条红线”守住家底，用水方式加快转
变，水生态保护持续强化，河南省节水型社
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从 2005 年开始，河南省郑州市等 5个
市先后成为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市，并
通过了水利部的验收，郑州经验在全国推
广。自 2004年开始，河南省在全国率先开
展了节水型社会载体创建工作，全省共创建
省级节水型企业、单位、灌区、社区共400多
个，起到了节水示范的作用。

美颜值 生态嬗变 山青水碧

静静流淌千年的洛河，让洛阳因水而
美。2013年 7月，洛阳市入选全国首批水生
态文明建设试点。以此为契机，洛阳市规划
建设一系列水利相关工程，绿色氧吧、粼粼
碧波、城市公园，与海内外游人共同绘就了
人水和谐“牡丹花城”的美丽画卷。

2013年以来，郑州、洛阳、许昌和焦作、
南阳 5市先后列入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试点并全部通过验收。在此基础上，河南
省分两批组织开展了10个省级水生态文明
城市建设试点。截至2019年 4月底，3个省
级试点已顺利通过验收。通过试点建设，城
市品位得以提升，人居环境得以改善，城市
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提升。

南阳市南召县崔庄乡张村地处伏牛山

脉的低山丘陵区，几年前也是一片荒山，现
在处处都是成千上万亩的林地果园农业综
合体，薄皮核桃、连翘、药材和经济林等，不
仅扮靓了山乡，也提高了当地农民收入。

严重的水土流失，曾导致河南省山地丘
陵地区大片田地成了“跑土、跑水、跑肥”的

“三跑田”。通过对水土流失区综合改造，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众多贫瘠的荒山变成
了带动群众致富和经济发展的“绿色宝库”。

70年来，河南省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以小
流域治理为主线，由群众自力更生分散治理
转向政府投入规模治理，由粗放型治理开发
转向集约型治理开发，由防护型治理转向生
态型治理，荒山披绿装，土山沟变成大花园。

截至 2018年年底，河南省累计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4.03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
面积的四分之一，全省六成以上的水土流失
面积得到有效控制，改善了生态环境，2000
多万人从中直接受益。

近年来，通过闸坝联合调度，河南省利
用引黄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向全省主
要河流生态补水。南水北调总干渠充分利
用汛前弃水，向沿线市、县补水，补水地区地
下水位止跌回升，实现了洪水资源化。实施
生态补水的河流水环境得到改善，大部分断
面水质达到国家考核标准。

在新时代兴水治水方针指引下，河南省
提出了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统筹
治理的思路，将高效利用水资源、系统修复
水生态、综合治理水环境、科学防治水灾害

“四水同治”确立为全省战略。
“进入新时代，河南省将统筹推进‘四水

同治’。”河南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刘正才表
示，我省将以水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线，以河
长制为总抓手，以“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
业强监管”为重点，以建设“系统完善、丰枯
调剂、循环畅通、多源互补、安全高效、清水
绿岸”的现代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为骨干，着
力健全完善防洪抗旱减灾体系、资源合理配
置体系、河流健康保障体系、管护运营法治
体系，化水害为水利、变水患为水益，努力满
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
居水环境的需要，为新时代河南水利现代化
奠定坚实基础，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谱
写出更加绚丽的水利新篇章。许昌市节水灌溉 李乐乐 摄

前坪水库大坝主体完工 彭可 摄

2017年南水北调干渠通过澎河
河道向白龟山水库生态补水 彭可 摄

我省各地积极实施“四水同治”，图为光山县潢河治
理后的美景 彭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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