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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5周年，淅川县交出后调水时代发展答卷

绿染渠首万顷波 生态富民好风光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杨振辉

“通水五年来，丹江口水库水质持续稳

定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II类以上，符合调

水要求。其中，流入干渠一类水质比重，已

从五年前的21.6%提升至当前的82.2%以

上，增幅超过60.6%，这表明丹江口水库水

质持续向好。”12月 7日，在淅川县渠首大

坝，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渠首分局局长尹延

飞向受邀参加“中线通水五周年，京豫协作

共发展”采风活动的媒体朋友介绍。

“丹江水清澈明亮，纯净绵甜。只有您

亲临了，你才能感受到真的来之不易，我们

必须要珍惜它、爱护它，才能对待起这片土

地的老百姓！”12月7日，北京市政协委员张

凤敏女士在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游船上由衷

感叹。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

工程正式通水。五年来，累计输水260亿立

方米，相当于向北方搬运了1848个西湖的

水量。在北京，74%的居民生活用水来自丹

江口水库，几乎所有重要水源地皆有中线工

程生态补水，北京市地下水回升2.73米，生

态有效改善；在天津，南水北调成为生命线，

14个区的居民用水全部来自丹江口水库，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向白洋淀生态补水2.22亿

立方米，为雄安新区发展助力；在河北，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改善民生用水，超过400万人

告别高氟水苦碱水；在河南，37个受水区实

现全部通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在成为

24座大中小城市的主力用水，直接和间接受

益人群达到了 1亿人。是谁呵护着清洌甘

甜、沁人心脾的一库清水，滋润广袤的华北

平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清洗、分级、灌装、杀菌……大口“吞”
进新鲜的香菇，“吐”出经过精致包装的罐
头，12 月 7 日，在淅川县福之源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线正“废寝忘食”地工作。

“这些香菇罐头，是经营养专家精心调制
而成，口味独特、营养丰富、口感极佳……”企
业负责人郭新彦介绍，年底了，公司争分
夺秒赶订单。

郭新彦原是淅川县丰源氯碱公司总
经理，拥有一家年销售收入超２亿元的化
工企业，员工 400人。由于生产用水影响
丹江口库区水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
前夕，淅川县在国家尚未出台补偿政策的
情况下，在丹江口库区两省六县（市）中率
先开始了关停污染企业攻坚行动。

“这等于砍断了‘摇钱树’。”经过一番
痛苦而激烈的思想斗争，郭新彦在 2013年
底拆除了自己亲手创办的企业。这一切，
都因为他门前这一库清水，将源源不断地
奔流向北。“咱不能为了自己，让大家喝被
污染的水。”郭新彦说。

郭新彦自筹近千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创办了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绿色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品主要销往俄罗
斯、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年销售收入 5000 万元，只相当于过
去的四分之一。”郭新彦说，“收入是低了，
但南水北调是大事，个人的是小事。”

像郭新彦一样，淅川人民深知，对南
水北调这项工程来说，自己的事再大也是

小事。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

和 渠 首 所 在 地 ，全 县 2820 平 方 公 里 ，
56.6%被划进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内，
80.3%被列入生态红线以里。丹江口库区
一级水源保护区全部在淅川境内，96%的
二级保护区、99%的准保护区均在淅川境
内。“确保一渠清水源源不断、永续北送，
是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治污的事，给
钱，我们干；不给钱，我们也要干！”淅川县
委书记卢捍卫的话掷地有声，全县人民的
行动实实在在。

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和工作模式，5 年
来，累计投入超过百万元，淅川儿女用无
私奉献诠释着使命担当——

净里子：关停 380家污染企业，投入 6
亿多元完成工业点源治理，建成治污设施
300 余台；取缔库区水上餐饮船及 5 万余
箱养鱼网箱，全面取缔禁养区内 300余家
养殖场、200 多个养殖户；投入 7 亿余元，
对鹳河、滔河、淇河、、刁河等 5条河流实行
大规模整治。

穿绿衣：投资 9.02 亿元在库区 15 个
乡镇建立了完善的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
在农村建成人工湿地 20 多处；推进户用
沼气“一池三改”，已建设 3 万座，每年将
200 万吨的人畜粪便转化为有机肥，有效
控制了人畜粪便污染；投资近亿元，对
500 个村庄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垃圾靠
风刮，污水靠蒸发”的场景一去不复返；

率先在全国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
式，北京首创集团等国内知名生态环保企
业及专家融入淅川各个领域的污染治理
日常工作中。

建体制：实行“一河一策”，建立健全
日常巡查、工程管护、综治联防、应急处
置、联席会商等水质保护长效机制，实现
常态化、制度化治水；组建 2000人的专业
护水队，建立网格化的水污染防治责任体
系；创新“扶贫+护水”机制，设立扶贫公益
性护水员岗位，安排库区贫困群众参与护
水。

强监测：在中线工程渠首陶岔建成环
境监测应急中心，配置 300套设备，具备饮
用水 109项指标分析能力，并与国家、省环
保厅自动监控系统联网。在环库及入库
河流上建成 12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了
水质全天候自动监测。

严执法：从公安、水产、湿地等部门抽
调人员组成库区水上综合执法大队，跨部
门跨区域常态化实施水环境联合执法巡
查。突出库区水上执法、环境违法行为打
击等重点，查处各类生态环境案件 230多
起，刑事立案 108起，刑拘 72人、起诉 127
人、刑事判决 33人。

“一库好水，离不开生态红线的保护。”
淅川县县长杨红忠对此深有感触，如今，淅
川在守红线、治污水过程中探索出了“截
污、控污、清污、减污、治污、管污”系统性治
理措施，确保了一江碧水清洌可鉴。

重拳治污 守护一江碧水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大水缸”
和“水龙头”所在地，淅川至今仍是国家级
贫困县、河南省深度贫困县，却有树不能
伐、有鱼不能捕、有矿不能开、有畜不能
养。“守山守水，不能守穷。”卢捍卫说，“我
们以‘两山’理论为指导，以绿色发展理念
为引领，持续推进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
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富民增收的‘幸福
靠山’。”

12月 7日，位于“出水口”的淅川县九
重镇张河村，村民们正在软籽石榴基地内
清园、涂白、施肥、冬灌。张河村曾是有名
的辣椒村，最辉煌时，带动周边 7县市发展
鲜椒种植 20多万亩。鲜椒上市季节，村里
云集客商数百家，日交易量上千吨。如今
为啥改种石榴？

“因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张河村党
支部书记张家祥介绍，这里是核心水源区，
种辣椒施农药化肥会让丹江水里氮、磷超
标，县里号召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减少农业
化肥使用。经过考察后，开始发展软籽石
榴。“植的树能保持水土，开的花能观赏，结
的果能卖钱，关键不用施化肥农药，既是环
保产业，还是增收产业，种着放心。”

村里 6000亩岗坡地流转给公司，农户

拿土地入资，在获得 800 元/亩地租基础
上，村委会、公司和农户按 1:4:5的比例分
红净利润。

部分村民留在石榴林当工人，负责日
常除草、施肥、浇水、剪枝等，“只要不下雨，
每天都有活，一年能干 10个月，加上地租
和分红，年收入近2万块。”张河村贫困户王
洪才说，收入比以前多，环境也变美了。“每
到石榴花开季，放眼望去，整个村庄红红火
火；9月果实成熟了，一望无垠的‘红灯笼’
挂满村子，游客络绎不绝。”。

石榴扮靓张河村，映红村民致富路。
乡村采摘游悄然兴起，村里的农家乐如雨
后春笋，“2019 年 9 月，县里还举办了‘中
国淅川首届石榴节’呢。今后的好日子，
会像石榴一样火红甜美！”张家祥一脸幸
福。村口矗立的大标语——“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在张河村兑了现。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注重品牌建设、
不遗余力拓宽销售渠道，近年来，淅川以
软籽石榴为代表的生态产业蓬勃发展，编
织出渠首农民的幸福梦。

五年来，淅川县已在九重、香花、马
蹬、老城、盛湾等库区乡镇新发展软籽石
榴、杏李等高效生态农业 33万余亩，在丹

江沿线建成 32 个精品生态观光示范园，
6.5 万渠首农民端上“生态碗”，带动 1.2 万
名贫困户年增收近两万元。

南水北调，持续靠生态。“我们还通过
创新多元融资、合同造林、专业队造林、市
场化造林等机制，加快生态建设步伐。”淅
川县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武建宏介绍。
统计显示，近年来，淅川实行合同化造林
治 理 荒 山 53.2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45.3%，人工造林面积更是连续 11年位居
河南省县级前列。

生态建设的快速推进，引发了生态旅
游“同频共振”。

九重镇武店村位于中线渠首附近，随
着丹江旅游的升温和京宛协作项目“北京
小镇”的建设，20 多户村民办起了农家
乐。每逢周末，小村庄里游客如潮，生意
火爆。

“咱这儿山青、水甜，生态环境好，游
客自然多！”武店村村民邹会奇笑着说，农
家乐，乐农家，鼓起的钱袋够咱花！

“青山和碧水，咋看咋都美！”饱览着
清澈剔透的一湖清水，眺望着层林尽染的
万顷库区，北京市西城区居民王雪琳、陈
丽磬女士流连忘返。

12月9日，走进位于淅川县北部新区的新示范高
中，不禁为该县加大投入、培养人才的手笔所折服。
占地717亩的校园气势恢宏，楚文化、水文化等特色
文化元素的融入让校园更显优美雅致。

据介绍，这是该县倾力打造的教育新名片。学校
采取组团模式，每个年级组团的教学、生活、食宿等自
成一体、互不干扰。学校建成后可容纳 150个班、
8400名学生。在已交付使用的二年级组团中，朗朗
书声在校园回荡，报告厅、图书馆、操场、宿舍餐厅等
一应俱全。

新示范高中是淅川县北部新区建设的一个缩
影。如今，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上，综合行政服务
区、金融商业服务区、教育体育试验区、文化娱乐体验
区、居民生活宜居区等已初见规模。这里将成为淅川
城市发展的一个制高点，2020年，居住人口将达到5
万—7万人，就业人数2万人。

近年来，淅川县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为契机，
强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突破年和“双创”工作提升年
活动。抓规划、大投入、强规范，城市面貌实现蝶变。

新区建设跑出“加速度”，31 个项目进展顺
利。崇德公园、规划展示馆、金融大厦等项目建成
投用，上亿二期、北客运站等一批工程大头落地，建
业、碧桂园等知名房地产项目进驻淅川，“六纵五
横”路网已经形成。

老城区改造展现新变化，东环路、东滨河路、人民
路等8条道路完成改造提升，高标准建成了环城自行
车道，鹳河景观带成为新亮点。顺风社区等5个棚改
项目进展有序，拆迁安置坚持“以安促拆、拆安同步”，
高标准建设新城润园、铁庙等10个安置点，全年和谐
拆迁4000户，经验在全市推广。

“双创”工作卓有成效，开展了管理秩序整治、“三
线”入地和精品社区打造等工作，数字化城管系统投
入运行，建成开放了一批停车场和公厕，广大市民交
口称赞。

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排排繁华商铺新颖
亮丽，一条条通衢要道平坦顺畅，一个个广场公园多
姿多彩，一处处项目建设火热有序……一幅现代化城
市的绚丽长卷已徐徐展开。

在广袤的农村，同样是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
12月10日，漫步淅川县老城镇杏李基地，满眼望去是
连绵不绝的青山，四周梯田层层叠叠、错落有致，远处
一泓澄澈的丹江水缓缓流淌，虽是隆冬时节，仍吸引
不少游客来此游玩。这只是淅川县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带来蝶变的一个缩影。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淅川县创新产业扶
贫思路，短、中、长三线产业相结合，短线发展食用菌、
蔬菜、光伏等短平快产业，确保当期脱贫；中线发展软
籽石榴、杏李等生态产业，带动贫困群众长期致富；长
线发展旅游业，实现未来可持续，由此形成强大的产
业叠加效应。

目前淅川县“短中长”三线产业体系已基本形成，
短线产业已发展食用菌4000万袋、中药材5万亩，户
均年增收4000元以上；中线生态林果业已达30多万
亩，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培育乡村旅游点和农旅
示范园40余个，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短中长”
产业集群年综合产值达138亿元以上，实现了水质保
护、群众脱贫和企业获利“多赢”。

为建设生态宜居乡村，该县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开展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基
层治理水平，用“美丽乡村”拉动“美丽经济”。抓好环
境综合治理。为打造天蓝水绿宜居生活环境，该县以
创建省级生态示范县为抓手，集中整治水上和农村环
境。全面落实河长制，抓好重点河道治理和湿地生态
修复，瞄准保水与发展双赢目标，大造林、大绿化，造
林合格面积连续11年居河南省县级首位；建立农村
污水垃圾村组收集、乡镇集中处理长效机制，生态环
境进一步改善。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借助易地搬迁、危房改造和
人居环境改善等机遇，突出特色建设美丽乡村，西簧、
厚坡和仓房顺利通过省级卫生乡镇验收，上集镇张营
村获得省级文明村称号。以5A级景区创建为载体，
将全域旅游、乡村旅游和林果业发展、造林绿化有机
融合，高标准打造10个旅游重点乡镇、36个旅游重点
村，山区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该县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开展“两弘扬一争做”教育实
践活动、青少年德育活动，重视精神扶贫，维护信访稳
定，让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蔚然成风。

保水保绿和经济发展同行，城市嬗变与乡村振兴
并进，淅川县走出了一条水源区绿色崛起、转型跨越
的新路子，也交出了一份后调水时代的完美答卷！

绿色发展 绘“浓”转型底色

村美县强 奏响发展和谐音

淅川县社会各界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杨冰 摄

淅川县仓房镇磨沟村村美民富 杨振辉 摄

淅川县护水队员正在渠首大坝清理打捞漂浮物
杨冰 摄

软籽石榴丰收了 胡波 摄

淅川县城北区一片欣欣向荣 张建林 摄

鸟瞰渠首鸟瞰渠首 耿亚伟耿亚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