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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
研河南时提出“构建兴利除害的现代
水网体系”的重要指示，2021年 5月
14日在南阳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
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提出

“要加快构建国家水网”的重大要求。
不久前，水利部计划开展省级水

网先行区创建工作，这是国家水网建
设以来的重大举措。河南占“四横三
纵”国家水网中的“两横一纵”，且处
于国家水网的中心位置。

“河南争创这个先行区，有机遇、
有优势。”省水利厅厅长孙运锋表示，
通过工程建设，立足“三横一纵四域”
的省级水网布局，密切结合区域自然
水系和引调水工程等，科学规划市、县
水网，建设纲、目、结清晰的水网“一张
图”，全面增强我国水资源统筹调配能
力、供水保障能力、战略储备能力。

这“一纵”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总干渠，是国家水网的主骨架和大

动脉，也是全省水资源时空调配的重
要通道。

“五一”假期过后，郑州工大高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振波每
天中午都为在家上网课的外孙准备
午饭，所用的水就来自丹江口库区。
目前，郑州中心城区90%以上居民生
活用水为南水北调水。作为外墙保
温行业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无机塑
化微孔保温板”的主要发明者，赵振
波正在谋划在清丰县投资建厂扩大
规模，他所看重的就是当地政府民生
为先的情怀。

濮阳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是濮
阳市政府与河南水投集团联合打造
的民生工程，实现了包括清丰县在内
的丹江水全域覆盖。近一段时期，负
责濮阳项目的河南水投集团中州水
务副总经理车奇星又开始穿梭在郑
州和开封之间，即将开始的郑开同城
东部供水工程就是南水北调供水效

益不断扩大的体现，不久的将来开封
也将用上丹江水。

以城乡供水一体化为目标，这一
年，河南省进一步扩大南水北调规划
供水范围，舞钢、淮阳、濮阳、台前、范
县等 5个县（市、区）供水工程建成通
水，郑开同城东部等 18个市、县（市、
区）新增配套供水工程建设提速。“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与配套工程
在河南省形成了南北一纵线、东西多
横线的供水水网，形状像一个鱼骨
架。”省水利厅二级巡视员雷淮平说。

“建设国家水网是国家治水布局
下的一盘大棋。在这个棋盘上，南水
北调东中线和西线都是关键棋子，是
决定国家水网棋局走向的点睛之
笔。”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水资源专
家王浩这样评价。

这条人工天河，已是国家水网
中 造 福 华 北 、润 泽 京 津 的“ 幸 福
河”！③7

□张占仓

2021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

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国

经过多年艰苦努力建设的南水北调工程的重大历史意

义，明确提出继续科学推进实施调水工程的总体要求，

对全国持续做好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建设的重点任务作

出全面部署。一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经过

各个方面的持续研究与实践探索，我们认为以绿色低碳

理念科学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建设，需要进一

步强化以下四大战略举措。

第一，积极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适应全球绿色

低碳发展的历史趋势，积极配合我们国家“双碳”战略实

施，在持续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中，必须坚定不移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从具体的工

程设计与建设做起，充分尊重自然规律，适应各地的自

然地理特点，以更高要求加强南水北调工程水源区和沿

线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布局与优化调水线路、在试

验探索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总体调水规模、精准把握一年

四季的调水时序，既充分发挥南水北调工程为沿线地区

补水润心的生态效应，促进更大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又

最大限度发挥南水北调精神的人文效应，弘扬资源共

享、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优秀文化品质，让南水北调精神

普照中华大地，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

第二，全面实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的“牛鼻子”。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

必须始终如一地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优

秀人才作为第一资源，以更加充足的研发投入，在吸收

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加强理念创新、科技创新、

工程创新，在大型水利工程实践中努力培养造就新一代

热爱南水北调工程的战略科技人才与青年科技人才，为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设计与高标准施工提供科技

人才支撑，为创造更高水平的重大水利工程科技成果打

好人才基础。

第三，高质量统筹调水与节水的关系。从国内外的

实践与经验看，尤其是充分考虑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缺

乏的基本国情，高质量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建设，调

水与节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继续科学

推进实施调水工程，要在全面加强节水、强化水资源刚

性约束的前提下，统筹加强需求和供给管理。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合理调水的同时，积极

响应国家节水行动，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规划论证中加

强节水评估，积极推进优水优用、节约用水，治理污水，

不断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妥善处理好开源和

节流、存量和增量、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坚决避免过度调

水和浪费用水现象发生。

第四，充分利用市场与政府高效配置资源的两种力

量。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

调控作用，两种资源配置方法互相配合，最终形成高效

配置资源的机制。对于工程宏观调控层面的“国之大

事”，必须发挥政府战略谋划的特殊功能，高瞻远瞩，高

质量部署；对于工程设计与建设、管理、运行中的具体事

宜，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灵活机制，引导和支持更多

社会资本参与工程投资运营。

我国的南水北调工程已经享誉全球。在习近平总

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进一步科学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一定能够为全球大型水利工程建

设作出更大贡献。③6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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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低碳理念
科学推进南水北调
后续工程高质量建设

俯瞰中国的江河版图，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出

丹江口水库，自南向北，一

路连通长江、淮河、黄河和

海河流域，形成四大流域相

互连接的国家水网主骨架

和大动脉，构建了“四横三

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

水资源新格局。

奔腾不息的丹江水一

路向北，润泽华北大地。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然成为

北方许多城市的供水安全

生命线、经济发展保障线和

生态恢复水脉线。

来自省水利厅数据，通

水以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供水水质始终保持在Ⅱ类

及以上标准，全线累计供水

近46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

人口 7900万，2021年 5月

14日至今调水量超96亿立

方米，创历史同期最高值。

如今，沿线各受水城市

的生活供水保证率从最低

不足 75%提高到 95%以

上 ，工 业 供 水 保 证 率 达

90%以上，北京城区七成以

上供水为南水北调水，天津

市主城区供水几乎全部为

南水北调水。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核心水源地和渠首所在

地，随着南水北调工程供水

地位逐步由“辅”变“主”、用

水需求由“弱”变“强”，南水

北调水也已成为河南城乡

供水区居民的主水源。

截至5月 13日，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累计向我省供

水超 160亿立方米（含生态

补水），全省 11个省辖市市

区、43个县（市、区）城区和

101个乡镇的 2600万人直

接受益；累计向我省 26 条

河流、8个湖库生态补水约

35 亿立方米，让生态美景

永驻中原大地。

牢记嘱托 守好一库碧水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这一年
河南谋大事、成要事、破难事。

始丹江，出南阳，穿黄河，依太
行，我省南水北调饮用水水源，自南
阳丹江口库区沿总干渠直到安阳。
这一年，我省对这一饮用水水源进行
了立法保护。

从去年 5月 31日成立立法起草
工作组，到今年 1月 8日省十三届人
大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完成立法保护
南水北调饮用水水源仅用时233天。

“南水北调饮用水水源保护实
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省
水利厅政策法规处处长陈德新说，
《河南省南水北调饮用水水源保护
条例》出台后，水质保护更加严格，
执法模式改为综合，水源保护更有
保障。

有了法制，还要建机制。这一
年，南水北调河湖长制应运而生。

南水北调荥阳段 33公里河道静
静流淌，由此穿越黄河，一路北送。

“保障南水北调一渠清水北送，是河
长的职责和使命。”作为荥阳市市长、
南水北调荥阳段河长，王效光深感肩
上责任重大。在按照规定动作开展
巡河的基础上，他想得最多的是创新
方法破难题，仅用 7天时间就解决了
南水北调关帝庙段左排下游排水沟
淤积问题，保障了供水安全。

王效光只是我省南水北调河湖
长中的一员。“河南在中线率先建立
起南水北调河湖长制。”省水利厅河
长处负责人介绍，河南在工程沿线 8
个省辖市 40个县（市、区）全面建立
南水北调水源区和干线工程省、市、

县、乡、村五级河湖长体系，共设立河
湖长987名。

为确保水质安全，渠首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采取自动监测与人工监测
相结合，每月开展例行监测，定期对
库区 8个点位和入库支流 12个断面
实施监测分析，每年开展一次 109项
地表水全因子分析监测。

保水质，植绿护绿很重要。通过
不断植绿，昔日的淅川县石漠化区域
如今已重新披上绿装，淅川环丹江口
水库两岸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环库
森林覆盖率由“十二五”末的 45.3%
提升到如今的 52.4%，库区绿色屏障
初步形成。自通水以来，河南已经累
计完成总干渠两侧生态带面积 23万
亩，在总干渠两侧 970平方公里水源
保护区筑起生态安全屏障。

调蓄有力 护好清水北送

对河南而言，这一年注定不平
凡。

去年 7 月份汛期，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出现了左岸排水不畅、村庄
内涝等情况。针对洪水这一“心腹
大患”，河南规划实施防洪影响处
理 后 续 工 程 ，加 强 总 干 渠 红 线 外
272 处防汛风险点防范，确保度汛
安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直肠
子’工程，配套的调蓄水库工程必不
可少。”郑州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左其亭坦言，南水北调工程
运行 7年多，如没有调蓄工程，水丰
时存不下来，一旦遇到水源区枯水
年份或工程维修时易导致断水风
险。

“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
量发展，确保供水安全，河南正在加
快调蓄工程建设。”省水利厅南水北
调工程建设处处长石世魁介绍，根
据修订完善的《河南省南水北调水
资源利用专项规划》，河南规划了观
音寺等 9 座调蓄工程，总库容约 28
亿立方米；规划了南水北调新建供
水工程、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生态
补水工程等。其中，观音寺调蓄工
程已列入国家 2020—2022 年重点
推进的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项
目，观音寺、鱼泉、沙陀湖 3座调蓄工
程已被列入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
障规划。

一方面调蓄工程建设快马加鞭，
一方面利用已有水库进行调蓄。我

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原规划调蓄水
库有白龟山、兰营、望京楼、老观寨、
尖岗、常庄等 6座。通过调度和工程
措施，燕山、白沙、纸坊等 3座水库已
具备调蓄条件，目前全省共有 9座现
有水库可以调蓄。

“规划新建的 9座调蓄工程全部
建成后，河南将形成以总干渠为纽
带，以供水线路、生态补水河道为脉
络，以调蓄水库为点状保障，辐射水
厂及配套管网、河湖库网的南水北调
供水网络，提高南水北调水资源在我
省的利用能力，实现在南水北调水资
源丰枯变化下的弹性应对，形成‘一
渠清水送万家，多水联调保安全’的
水资源利用格局。”省水利厅党组书
记刘正才说。

幸福民生 建好现代水网

□本报记者 谭勇 刘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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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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