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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桂阳县农

村人口饮水安全建设
任务空前繁重，计划解
决农村饮水不安全人
口 7.95 万人，占郴州市
任务的 1/5。 其中，陶家
河流域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建设涉及方元镇、
浩塘镇、舂陵江镇 3 个
乡 镇 20 个 行 政 村 ，
24471 人如今全部告别
不安全饮水。

有了自来水，
生活更甜美

在方元镇燕塘水
厂，3 月 6 日开始实施
管网延伸工程，6 月已
经竣工， 共铺设主管
10.5 公里， 支管 21 公
里，周家村、花果村、大
塘村等 9 个村 5395 人
全部喝上干净水。

大塘村 2 组村民
邓石辉说，他们 3 个组
村民联合打了 4 口井，
从井里抽水到岭上的
水池，再自流到户，但水
量不足，夏天干旱时只
能干着急，有时正在做
饭或洗澡时就突然没
水了。水质也不能保证：
水井边就是农田，农药、
化肥渗入地里，极易渗
透到井中。 7月底，自来水终于接到他家门口，
他从墙上打个孔，就把自来水接到家里了。 我
们到他家，他拧开水龙头，水哗哗直流。 他说：
“有了自来水，生活更甜美！ ”

桂阳县水利局局长曹远棕说，8 月底，陶
家河流域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已全部通水，
24471人都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以日保旬，以旬保月
桂阳县今年农村饮水安全建设任务占全

市的 1/5，而且分布多个乡镇，工期紧，任务重。
特别是陶家河流域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涉
及方元镇、浩塘镇、舂陵江镇 3 个乡镇 20 个行
政村，是既难啃又必须啃掉的“硬骨头”。 他们
采取“提前规划、提前设计、倒排工期、抢抓施
工”的模式建设，以日保旬，以旬保月，确保如
期完成施工。

县里出台 2015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劳动竞赛活动方案， 决定于 2015 年 3 月 1 日
-8 月 31 日在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
设中开展以“比进度、比质量、比安全、比管理”
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活动。

落实各级项目责任人。 明确了县领导、县
水利局、乡镇（街道）和农林场所的相关责任
人，实行县级领导包乡、乡级领导包工程的责
任制。 各乡镇（街道）、农林场所实行行政首长
负责制，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的任务
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向社会公示。

切实加强督查考核。 县政府将年度农村饮
水安全项目建设完成情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内容。 各乡镇、街道、农林场所建立领导分片联
系督导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制度，加大督查督办
力度，并将督查情况进行通报，在保证质量安
全的前提下，强力推动建设进度，确保全面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

一户一表，水畅其流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 ”桂阳县将农

村饮水安全作为水利工作首要任务， 发改、财
政、水利、卫生等部门各司其职，形成强大合
力。 各施工方晴天加油干，雨天不偷懒。

浩塘水厂管网延伸工程（扩建），依托浩塘
水厂， 完善附属设施， 新设加矾机， 新铺设
DN250供水主管 12.6 公里， 进户管道铺设全
部完成。 舂陵江镇新建水厂工程、燕塘水厂管
网延伸供水工程（扩建）等，均按时间节点完成
建设任务。

水管入户后，全部实行“一户一表”、计量
收费，既提高了农户的节水意识，也确保了工
程正常运行。 方元镇花果村 8 组侯四力说，以
前缺水，生活用水全靠下山去挑，当地农家每
逢红白喜事都要请好几个人专门负责挑水。如
今，一户一表，水畅其流，省心省事。

桂阳县水利局总工程师黄文平说，该县还
建设 2 个标准的常规水质检测化验室，采取定
期或不定期对区域内供水工程的水源地、出厂
水和管网末梢水的水质进行动态监控、 检测，
主要负责检测感官性状指标、PH 值、细菌学指
标、消毒控制指标等每日需检测的指标，其他
指标定期取样委托县疾控中心检测，确保从水
源地到水龙头的全过程饮水安全。

从无水到有水，从苦水到甜水，从挑水到
自来水，桂阳县陶家河流域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成
为新农村建设的亮点。

（肖红兵 袁琼）

动手布置早，工作措施实
陶家河上游三十六湾地区由于有色金属

采选，大量废水、矿渣和尾砂随地表径流进入
河床，造成河道淤塞、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
质重金属超标。 近几年来，郴州市共筹集 2283
万元解决了 4.5万人饮水不安全问题， 但全流
域仍有 10 多万群众饮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早日喝上干净的水， 成为沿河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省政府推进湘江保
护与治理“一号重点工程”， 给当地带来了契
机。

“陶家河流域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群众期
望值更高，要作为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的头等
大事来抓，要抢抓机遇，力争提前率先解决！ ”

2014 年 2 月，郴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瞿海在现
场调研三十六湾地区综合治理时强调。 为此，
去年 4 月开始，郴州市水利局先后编制完成陶
家河流域饮水安全工程规划报告和实施计划。
2014年 9月，省发改委、省水利厅下达批复，工
程总投资 6905 万元（中央和省投资 5303 万
元、市县配套 1022 万元、群众自筹 580 万元），
新建工程 24 处， 改扩建和管网延伸 12 处，解
决临武、嘉禾、桂阳 3县 13个乡镇、137 个行政
村、138099 人的饮水安全问题。“这是有史以
来，集中解决陶家河流域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范
围最宽、资金投入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一项
民生工程。 ”郴州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邓广
兴说。

今年 2 月，郴州市政府建立农村饮水安全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市水利、财政、发改、卫生
等部门采取“两集中三同时”工作方式，“集中
审查、集中审批”，加快项目审批；按照“同步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的要求，严格把关水
质净化工艺。

3月 10日，郴州市副市长雷晓达在临武县
香花镇主持召开三十六湾地区陶家河流域农
村饮水安全工作现场推进会。 市政府印发
《2015年陶家河流域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劳
动竞赛方案》，决定在临武、嘉禾、桂阳 3 县开
展以“比进度、比质量、比安全、比管理”为主要
内容的劳动竞赛活动。 市财政安排 500 万元，
以县为单位， 每季度进行一次考核评比奖励。
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广小型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四自两会三公开”建管模式的指导意
见》和《关于加快推进以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为
重点的中小型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的意见》要
求，分类组织实施：对不需要招标的小型供水
工程，由村组自建自管；对需要招标的供水工
程，打捆集中招标，简化程序，优化流程，加快
建设。

监督管理严，建设成效精
陶家河流域饮水安全工程大部分位于自

然条件差、居住分散地区，施工难度大，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 加上“十二五”规划内剩余的
85562 人，临武、嘉禾、桂阳 3 县 2015 年建设
任务达 22.37万人，占全市总任务的 58.01%。

建设任务空前，监督力度也空前。 为率先
全面完成陶家河流域农村饮水安全建设任务，
郴州市、县两级从资金、责任、宣传、监管方面
保证“四个到位”。

———资金到位。 市、县两级政府及相关部
门实行“两个优先、两个确保”，即：农村饮水安

全建设资金优先安排、优先到位，确保地方财
政配套资金到位， 确保不因资金影响工程进
度。2015年市财政预算安排市本级财政配套资
金 500 万元，比往年增加 150 万元；市、县两级
落实配套资金 2731万元。

———责任到位。 市、县、乡、村层层签订责
任书，将责任传导到村、到组、到项目单位。 基
层组织及时妥善处理矛盾纠纷，为加快工程建
设进度创造良好施工环境。

———宣传到位。 通过电视、报纸、手机短
信、 宣传标语等各种形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乡村干部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发动广
大群众理解、支持、参与工程建设。

———监管到位。 为强化责任，郴州市推行
质量管理分级负责制：日供水 500 立方米以上
的供水工程，由郴州市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监
督；日供水 500 立方米以下的供水工程，由县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分站监督。 每处工程都进村
入户现场调查，因地制宜选取水源、计算水压、
选定厂址、勘测线路，编制了“从水源源头到用
户水龙头”的精细化设计方案。 材料进场、设备
采购、施工进度、水源保护、水质检测、竣工验
收等关键环节都严格把关。 市水利局在继续实
行局领导和科室对口联系督导制度的同时，采
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陪同接
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四不两直”方式开
展督导检查。“每个月要到现场至少督促检查
一次。 ”郴州市水利局副局长苏丁贵说。

以一流作风推进“一号重点工程”，陶家河
流域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实施进度最快，建管质
量最高。 截至 9月上旬，建设任务已完成 95%。
预计 9月底，沿线 13.8 万人将全部喝上干净的
自来水。

（胡双成 王仁书 邓亮斌）

好水润万家 清泉惠民生
———郴州陶家河流域率先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建设任务

饮水安全，民生之要。 省政府推进湘江
保护与治理“一号重点工程”，把饮水安全
作为首要目标、重点任务。

郴州市陶家河流域属湘江三级支流 ，
横跨临武、桂阳、嘉禾 3 县，全长 57 公里，

流域面积 592 平方公里， 因处三十六湾矿
区下游，曾经饱受重金属污染，沿线群众饮
水不安全问题十分突出。 今年来，郴州市以
一流的作风，立足于抓早抓实，抓严抓精，
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全力推进陶家河流域
农村饮水安全建设。 如今，这份民生大考，

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今年 9 月底，陶家
河流域 13.8 万人将全部喝上干净的水！

为展示陶家河流域农村饮水安全建设
成果， 营造合力推进省政府 “一号重点工
程” 的浓厚氛围， 本报今天特推出宣传专
题，敬请关注。

临武县陶家河流域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设， 涉及 6个乡镇 23个行政村，56457人。 由
于正处三十六湾核心区，确保水源可靠、水质
优良成为饮水安全工程成败的关键。 该县广辟
水源，坚持水质优先，在郴州市 2015 年陶家河
流域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劳动竞赛第 1、2
季度考核评比中，取得可喜成绩，特别是在第 1
季度考核中获得第一名。

打井的钱可喝 100 年的水

临武县万水乡寨脚下村，位于三十六湾地
区，加之属于石灰岩地区，居民饮水水质、水量
均无保证。 在今年实施的陶家河流域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建设中，临武县从万水洞水厂铺设 10
公里输水主管， 管网延伸到寨脚下村， 并于 7
月 3日通水。

寨脚下村 7 组村民周儒山，在通水后特意
作了比较：原来的井水烧开后，有一层水垢；而
自来水烧开后没有水垢，这说明水质好，我们
放心喝。 去年，他的邻居周辛安先后打过两口
井：第一口井，打到 80 多米还没有水，就放弃
了；第二口井，打到 130 米，抽一次也只有 1 立
方水，总共花了 2万多元。 看到这种情况，本来
也想打井的周儒山也就放弃打井了，“现在通
了自来水，一个月水费不到 20 元，光打井的钱

就可喝 100年的水了！ ”
临武县水务局副局长陈进说，依托万水洞

水库，将万水洞水厂管网分别向麦市镇、万水
乡两个乡镇延伸， 一举解决了 2.6 万人饮水安

全问题。 今年 3月， 万水洞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动工，两条线输水主管达 20 公里，均严格按照
规范施工，户外看不到管线，既可防冻，也可防
止人为破坏。

千方百计寻找安全水源

“饮水安全，首先是水源安全。 我们千方百
计寻找安全水源。 对每一处供水水源都进行取
样化验，并根据水质化验情况，采取相应的水处
理措施。 对不合格水源，坚决不用，而是采用另
辟水源或管网延伸的方式解决， 确保群众喝上
洁净、卫生的自来水。 有些水源偏远，铺设引水
管成本高，我们尽量优化设计，尽可能降低运行
成本。 ”临武县水务局局长刘忠德说，工程建成
后，还将采取自检、县水质检测中心巡检和县疾
控中心抽检等措施，严格监控水质，坚决杜绝不
合格的自来水进入农户。

麦市镇滩边村，并不在河滩边，而是在一片
石灰岩山脚下。 村口有一处山泉，名叫滩边泉。
“山泉从来没有干过，2013 年大旱时也有水。 ”
村民蒋家圣说。 然而， 滩边泉方圆 6公里的清
塘、农丰、独石等５ 个村都是干旱死角，一到枯
水期经常喊渴。 为此， 县水务局选址滩边泉附
近山头，将这一汪清泉提引至水厂，以解决这 5
个村 6000多人饮水安全。 笔者看到，滩边泉水

厂的重力无阀滤池等主体工程全部都已建好，
施工人员正在安装机电设备，9 月中旬就可通
水润万家。

位于万水乡儒风村的塘官铺万水水厂，日
供水 600 立方米，万水乡儒风村、塘头村等 5
个村 6245 人受益。 他们先后寻找了 4 个水源
点，综合比较后，塘官铺一处山泉水，水量足、
水质好，虽然距水厂 13 公里，建设成本高，但
长远来看，由于地势高，水源可自流到水厂，经
处理后自流到各户，降低了运行费用，减少了
群众负担，遂决定以塘官铺山泉水为水源。

挂图作战 倒排工期

面对翻倍的建设任务，临武县把农村饮水
安全建设摆在各项水利工程建设之首， 县委、
县政府建立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并成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协调指挥部。 县
水务局负责水厂主体工程及输、配水主干管网
建设，乡镇作为入户部分的责任主体。

3月启动工程建设后， 临武县坚持挂图作
战、倒排工期，控制节点，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建设热火朝天。 该县还安排 60万元资金，在
陶家河流域饮水安全项目中，开展以“争创一
流业绩，建设精品工程”为主题的农村饮水安
全建设劳动竞赛，比进度、比质量、比安全、比
管理， 陶家河流域 18 个农村饮水安全建设项
目形成你追我赶的建设高潮。

临武县还创新推行水利项目建设“二次监
理”制度，推举受益群众代表组建质量监督小
组，加强建设过程跟踪监控，形成“政府 + 监理
公司 + 受益群众”的“三位一体”监管体系，突
出打造精品工程、优良工程。

（黄珠玲 雷丹 袁琼）

从水源头到水龙头严格把关，6个乡镇 56457人受益———

临武县：广辟水源 水质优先

2015 年， 嘉禾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计划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 7.04万人，涉及
龙潭镇、行廊镇、普满乡、肖家镇等 9 个乡镇 74
个行政村、6所学校。 其中，嘉禾县陶家河流域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涉及行廊镇、 龙潭镇、
普满乡、 肖家镇 4 个乡镇 58 个行政村 57171
人，占该县全部任务的 80%以上，可谓“硬骨
头”扎堆。

嘉禾县大手笔、高起点推进农村饮水安全

建设，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同网同质同服务。
在郴州市 2015 陶家河流域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建设劳动竞赛中，嘉禾县第 2 季度考核获得第
一名。9月底，嘉禾县将实现陶家河流域农村安
全饮水全覆盖，全县今年实际可解决饮水不安
全人口将达 10.3万人，规模超计划、超历史。

城乡一体，同网同质同服务

嘉禾县按照“干精品、创一流、争第一”的
要求， 在全省率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
并于 2010 年 8 月被省水利厅确定为“湖南省
城乡供水一体化示范县”， 累计投入资金 2.49
亿元，建成安全饮水供水工程 6 处，日供水能
力达 5.63 万吨，全县 273 个行政村(社区、居委
会)、30 余万群众喝上自来水。 特别是金山水
厂、盘江水厂、江里水厂 3 个水厂实现互联互
通，可保证 20多万人饮水安全。

8月 28日，江里水厂的自来水通到了普满
乡雷家村。 在 8 组村民雷牛牛的家门口，嘉禾
县自来水公司副经理李本益将刚安装的水龙
头拧到最大，自来水喷薄而出。 他说，这是试
水，就是将水管冲洗干净，检查水管是否漏水。
直到自来水清澈透亮时，就可正式通水了。 水
龙头旁边，水表箱上写着“嘉禾供水”，注明了
城区抢修、乡镇抢修电话。 水表则是智能水表，
一表一户，先购水，再用水，大幅节省人工抄表
成本。

嘉禾县水务局局长李奋鸣说，农村的自来

水，与城区的自来水一样，实现同网、同质、同
服务，真正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而对于五保
户等，每月有 5吨自来水免费。

财政奖补，受益群众踊跃筹资

受三十六湾地区采矿选矿影响，陶家河的
水污染严重，已不能饮用。 最初，部分群众对花
钱购买自来水还有些不理解。 嘉禾县通过宣传
发动、财政奖补等方式，改变群众饮水观念，调
动受益群众积极性。

为此，嘉禾县层层召开动员大会，印发公
开信和十问十答宣传单，大讲解决安全饮水问
题的紧迫性。 如，龙潭镇政府印发《告全体农户
的一封信》， 上宅村村支两委组织村民代表到
水厂参观，通过简易检测仪，将水厂的自来水
与村民平时喝的水进行对比。 村民们发现，自
己平时喝的水，烧开后很浑浊，而且有一层厚
厚的水垢，泡茶后甚至变成黑褐色。

通过宣传发动，当地群众意识到了饮水不
安全的危害性，消除了疑虑，达成了共识。

为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进村入户，鼓励群
众接用自来水，嘉禾县采取“以奖代补”方式，
按实际入户所需经费的 50%进行奖补，但最高
奖补金额不超过 2000 元 / 户， 共投入奖补资
金达 3700余万元。 此外，对自来水公司根据每
年进村入户数量按 10 元 / 户的标准补贴管护
经费。

财政奖补带动受益群众踊跃筹资。 在短短

2 个月内，普满乡茶坞村 452 户共筹资 90.4 万
元， 龙潭镇上宅村 500 余户共筹资 100 万元，
户户接通自来水，喝上放心水。

分工负责，施工进度快质量高

面对繁重的陶家河流域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建设任务，嘉禾县委、县政府成立 2015 年陶
家河流域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劳动竞赛活
动指挥部， 县政府拿出 200 万元奖励乡镇，各
部门分工负责，项目建设进度快、质量高。

明确职责任务。 对县级、乡镇指挥机构和
县水务局、县自来水公司、村级等均明确了具
体职责。 如，县水务局负责资金调度拨款，单村
供水工程的规划设计、业务指导、工程资金拨
款和进度督查，检查验收等方面工作。 每个项
目村都在醒目位置立了一个项目公示牌，公示
内容包括：项目名称；主要建设内容、建设规
模；业主单位、设计单位、质监单位、施工单位
名称；开工、竣工日期；县、乡责任人；监督电话
等。

施工质量好、进度快。 在龙潭镇金山水厂
沉淀池，对水质非常敏感的小鱼苗在成群结队
游动。“这说明水质好，至少达到二类水标准。 ”
嘉禾县水务局武装部部长胡建华说，陶家河流
域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达到“四个统一”，即：统
一施工设计、统一发包建设、统一质量监督检
查、统一竣工验收，杜绝豆腐渣工程。

（李志飞 曾宝林 袁琼）

4个乡镇 57171人实现安全饮水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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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郴州市水利局供稿）

嘉禾县盘江水厂全景。

临武县寨脚下村 7 组村民周儒山
用上了自来水。

嘉禾县普满乡雷家村 8 组雷牛牛家
刚刚接通自来水，她第一时间试水。

桂阳浩塘水厂管网延伸工程让周边
6000 多人喝上干净水。 图为浩塘水厂反
应沉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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