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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2月 12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

式通水。5年来，260亿立方米清澈的丹江水，

沿着1432公里的总干渠逶迤前行，为京津冀豫

送去了甘甜的饮用水，也极大地改善了受水区

的生态环境。

260亿立方米！这相当于搬运了 1848个

杭州西湖，相当于丹江口水库总蓄水量的90%。

南水千里来解渴。在北京，城区居民生活

用水的73%来自丹江口水库，重要水源地由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生态补水后，北京市应急水源

地地下水位最大升幅达 18.2 米，地下水回升

2.73米；北京将南水反向输送到密云水库，目前

密云水库蓄水量已超26亿立方米；北京市人均

水资源量从100立方米升至150立方米。

在天津，14个区的居民用水全部来自丹江

口水库，“南水”已成为天津供水的“生命线”。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向白洋淀生态补水 2.22亿

立方米，为雄安新区注入了发展活力。在河北，

石家庄、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80个

市县区用上南水，400万人告别高氟水、苦碱

水。在河南，受水区 11个省辖市市区和 40个

县（市）城区全部通水，郑州中心城区自来水八

成以上为南水，鹤壁、许昌、漯河、周口主城区用

水全部为南水。

通水5年来，一渠清水水质持续向好。由于

保护水源地力度不断加大，5年来，丹江口水库

以及入渠水质，始终稳定达到或者优于地表水

Ⅱ类标准，其中流入干渠的 I类水质比重，从5年

前的21.6%提升至82.2%。

甘甜清冽的丹江水，收到沿线群众追捧。

“本来规划作为‘补充’水源的南水，现在已经成

为沿线城市不可或缺的‘主力’水源。”河南省水

利厅副厅长王国栋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成为 24座大中小城市

的主力用水，直接受益人口5859万人，受益人

群达到了 1亿人，受水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显著增强。

王国栋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同步发挥，有效保证了居民用水，

改善了生态环境，缓解了受水区水资源短缺的

困局，对我省经济转型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支撑

作用。南水北调5年来的伟大实践，彰显了南水

北调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战略性基础性

设施作用，生动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民初

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当之无

愧的国之重器。

水库建设，移民最关键。南水北调需要丹江口库区加
高，水位升高后，库区居民必须搬迁。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我省移民任务最重，共需搬迁
安置丹江口库区移民16.54万人，干线征迁安置5.5万人。南
水北调中线通水5周年之际，当年的丹江口库区移民生活得
如何？

“省委、省政府十分关心移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移民搬迁
完成后，河南省及时启动了移民后续帮扶工作。”12月10日，
省水利厅副厅长王国栋说，我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采取多
项措施，推动移民实现了大发展、大跨越。目前，移民人均年
收入达到12393元，是搬迁前4200元的近3倍，移民生产生
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实施“强村富民”战略，千方百计增加移民收入。发展
“一村一品”，引领移民发展。我省先后编制完成了南水北调
28个移民安置县（市、区）、208个移民村“强村富民”发展规
划，按照“一村一品”发展路径，推进移民村产业发展。

开展“三化”帮扶，即“扶持资金项目化，项目资产集体

化，集体收益全民化”，壮大集体经济。目前，南水北调移民
村全部都有集体收入，个别移民村集体收入已超过 200万
元。部门联动，助力移民发展。建立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
社会参与的社会化帮扶新机制，形成工作合力。近年来，我
省累计下达后期扶持结余资金和南水北调移民生产发展奖
补资金8亿多元，加上政府产业基金、支农惠农资金、移民自
筹资金及招商引资，总计投入生产发展资金约27亿元，助力
移民生产发展。

实施改革举措，助推移民村发展。省移民办与省金融办
实施战略合作，鼓励、引导和促成一批移民企业挂牌上市，对
移民村的优势企业进行重点扶持。目前，已有8家移民企业
在“四板”成功挂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省移民办和相关
部门联合出台政策，扶持移民村大力发展移民乡村旅游，努
力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建设格局。目前，已
批复 19个村乡村旅游项目投资4640万元。积极探索推进

“移民贷”，为解决移民担保难、贷款难、发展缺乏资金保障问
题，打通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渠道，帮助移民群众发展致富。

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杨营移民村，是南水北调丹江口库
区第二批移民村。“我们村的群众以前除了种地，就是外出打
工、上山采药、河里捕鱼，人均收入只有4724元。”村党支部
书记杨自军说。

2011年搬迁到新村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及移民部门
的关心支持下，杨营村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先后
引进了南阳三色鸽乳业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了现代农业示范
园，又吸引村民回乡创业，投资2.3亿元建设两条以生产高档
不锈钢西式五金电器为主的生产线，村民人均收入达到
16266元，目前正在推进的项目落地后，集体收入还可以翻
一番，村民的生活会更美好。

2017年以来，我省提出“移民村振兴”战略，按照乡村振
兴的总要求，以“美好移民村”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移民村
振兴。今年上半年，我省出台了河南省美好移民村建设指导
意见，在南水北调移民村选取16个建设示范村，下达扶持资
金5000万元，全力推动南水北调移民增收致富，建设美好移
民村，让移民早日过上小康生活。

天河出中原天河出中原 千里润北国千里润北国

水从南方来，润我大中原。河南，既是南水北调渠
首所在地，又是重要的受水地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
水5年来，全线供水总量260亿立方米，其中为河南省供
水近90亿立方米，供水范围覆盖我省11个省辖市40个
县（市）的81座水厂、引丹灌区、6座调蓄水库以及20条
河流，受益人口 2300万人，农业有效灌溉面积 115.4万
亩。

南来之水，为我省解渴。我省水资源严重短缺，水
资源总量不足全国的1.42%，人均水资源量不及全国平
均水平的 1/5，南水北调工程通水 5年来成为我省较为
充足可靠的重要水源。

平顶山市最能体会南水的重要性。2014年，我省
遭遇63年来最严重夏旱，平顶山市旱情尤其严峻，白龟
山水库两次动用死库容向市区供水，依然难解百万市民
用水难题。8月初，尚未正式通水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紧急启用，南水跨越 200多公里进入白龟山水库，缓解
了鹰城的缺水之痛，平顶山成为我省第一个受益城市。

今年平顶山市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35%，白龟山水
库水位一度降至98.82米，距离死库容仅差1.32米，南水
北调总干渠分两次向平顶山市补水2.27亿立方米，白龟
山水库水位上涨3.06米，水库蓄水量增大129%。

甘甜的南水，也为群众提供了更为优质的饮用水。
“原来我们的饮用水硬度在 380左右，饮用上南水

后，硬度只有 80左右，南水口感好，甘甜！”焦作市南水
北调办主任徐少民说，原来水质差，许多人没有喝茶的
习惯，现在用南水泡茶喝的人越来越多。

用上丹江水后，不少家庭净水机也“下岗”了。“原来
我在县城一年能卖七八百台净水机，县城用上丹江水
后，净水机销量逐渐下降，后来基本都没生意了。”社旗
县城商户曹振奇说，不得已，曹振奇转做起灯饰产品的
生意。

滑县道口镇居民对南水感受也很深。镇上70多岁
的崔秀梅以前是蒸馒头的好手，她蒸的馒头在镇上是驰
名商品。“丹江水干干净净，烧开后没有一点水垢，喝着
甘甜。”崔秀梅说，以前的水水垢大，她烧水时经常在水
壶里放一只棉口罩，用来吸水垢，用上丹江水后，再也不
用放口罩了。

南水覆盖范围逐渐扩大，从城市向乡村延伸。今年
年初，濮阳市提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计划用两年
时间逐步实现丹江水农村全覆盖。目前，清丰、南乐两
县已实现全域供水，农村受益人口 90万人，全市 150多
万居民喝上了甘甜的丹江水。目前，全省已有 64个乡
镇的人民群众喝上南水北调水，实现了城乡供水同源、
同网、同质、同服务，大幅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
平、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从缺水喝，到有水喝，再到喝上好水，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5年来给中原人民送来了甘甜的南水，也送来了满
满的幸福感。

甘甜碧水 润泽大中原

南水北调给河南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也让我省各地乘
势大作水文章，压采地下水，改善水生态，沟通河湖水系，提
升城市发展品位，助力经济发展。

5年来，我省通过总干渠向受水地区河湖水系累计生态
补水16.29亿立方米。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累计压采地下
水5.04亿立方米，受水区用丹江水置换出超采的地下水，遏
制了地下水超采局面，提高了地下水源涵养功能，工程沿线
14座城市地下水位得到不同程度回升。

总干渠两侧耸立起绿色屏障。总干渠水面及两侧700
多公里长的生态廊道也在直接助力沿线生态建设。郑州市
境内干渠长达 129公里，渠道水面达 1.5万亩，相当于增加
了百亩水面的湖泊 150个，对改善郑州居民生态环境发挥
了明显作用。郑州在市区段干渠两侧各 200米范围内，高
标准规划建设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总长61.7公里，总面
积近25平方公里，约82个郑州人民公园。

生态补水，为河湖注入勃勃生机。“从 2017年至今，我
市已经连续三年为龙源湖、群英河、黑河、大沙河和郇封岭
地下漏斗区进行生态补水，累计补水4965.81万立方米，改
善了补水区生态环境，为焦作市河湖注入了活力和生机，也
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焦作市南水北调办主任刘少民说，
在他的办公室内，可以俯瞰龙源湖，只见湖水丰盈，鸥鹭竞

飞。
南水北调焦作城区段绿化带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的经典之作。绿化带位于总干渠两侧，长约 10公里，两侧
各宽 100米左右，该工程总投资 52.8 亿元，沿线重点打造

“一馆、一园、一廊、一楼”，即南水北调纪念馆、南水北调主
题文化园、水袖艺术长廊和南水北调第一楼。目前绿化带
开放的节点公园达到5个，今年年底前，绿化带项目绿化区
域将全面完工，可在焦作城区新增一条 200公顷的生态廊
道。

许昌市利用南水北调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进水生态文
明建设。许昌市在中心城区形成了以110公里环城河道、5
个城市湖泊、4片滨水林海为主体的“五湖四海畔三川、两环
一水润莲城”的水系格局，河道生态功能逐渐恢复，生态优
势更加突显，城市品位得到极大提升。

“南水北调不仅带来了甘甜的丹江水，更给许昌社会全
面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许昌 2018年全市生产总值总
量和增速分居全省第 4位、第 2位，综合经济竞争力在全国
排名第 66位、居全省第 2位。”许昌市南水北调办主任张建
民说。

南水到来，不仅为中原大地涂抹上了绿色发展的基调，
也提供了更加澎湃的发展动力。

生态补水 环境大改善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渠清水永续北
送”，水源地和沿线水质保护是关键。

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
跨河南、湖北、陕西3省，涉及我省南阳、洛阳、三门峡3个省
辖市6个县（市）。2015年，我省划定了丹江口水库（河南辖
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护区面积1595平方公里。

沿线水源保护任务也异常重要。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段
总干渠长 731公里，水源保护区范围涉及 8个省辖市 42个
县（市、区）。2010年，我省率先划定了总干渠两侧水源保
护区，2018年 6月进行了调整。我省总干渠两侧共划定水
源保护区面积970.24平方公里。

我省强力推进保护区环境综合整治，加大对水源地保
护力度。2014年以来，水源区及干渠沿线各县区共关闭或
停产整治工业和矿山企业 200余家；封堵入河市政生活排
污口433个，规范整治企业排污口27个；清理库周及汇水区
违法建筑35处；对丹江口库区渔民的 51279箱养鱼网箱全
部予以取缔，成立了 2000人的水上清漂和岸上护水队伍，
对水库区域进行常态化巡查、打捞、清理。

切实控制面源污染，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水源区各县
市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绿色、
低碳、循环经济，初步形成了一批茶叶、金银花、猕猴桃等生
态产业带，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南水北调总干渠从淅川县九重镇唐王桥村穿过，为了
保护渠水不受污染，2011年起村民放弃种植玉米和小麦，
改种起金银花等中药材。“金银花根系发达，非常有利于渠
首水土保持。”河南福森集团副总裁周书平说，公司对基地
金银花种植实行统一管理，用的是有机肥和生物肥，防治病
虫害也用物理办法，切实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

在鲁山县辛集乡八里坡，软籽石榴遍布岗坡，石榴树下
套种迷迭香，不仅调整了产业结构，涵养了水源，减少了水
土流失，而且改善了土壤，保护了生态环境。5年来，我省水
源区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704平方公里，有效地控制了
水土流失，水源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加强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在环库区建设了 12个水质
自动监测站和 3 个浮标站，实现了对整个汇水区水质的
自动在线监测监控。渠首环境监测应急中心通过不间断
的监测、预警、巡查，5年来共出具监测数据 55万余个，监
测结果表明，库区水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各断面监测结果
均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Ⅱ类水质标准，其中流入干渠的 I类
水质比重，从 5 年前的 21.6%提升至 82.2%，南水水质持
续向好。

从库区周边到干渠沿线，保护南水、爱护南水在我省已
经深入人心。源源不断的南水向北流淌，饱含着渠首和沿
线群众的深情厚谊，呈现出盛世人水和谐的生动图景。

水源保护 让清水长流

移民生活 他乡成故乡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本报通讯员 余培松 彭可

淅川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

雄伟的沙河渡槽

临颍黄龙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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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水后的白龟山水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