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完成水利总投资 1176 万元。

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及灌区工程、
莽山水库、毛俊水库等国家重大水利
工程加快推进，流域洪水调控能力和水

资源配置能力有效增强。

22 个蓄洪垸堤防加固工程基本完成，
城陵矶附近 3 处重要蓄滞洪区安全建设全
面开工，蓄洪垸近 1100 公里堤防防洪标准
由 3-5 年一遇提高到 5-10 年一遇。

推进 23 条主要支流、330 条中小河流治理和
35 个城市防洪工程建设 ， 除险加固病险水库
8174 座。

解决 2520 万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 是前 5 年
的 1.97 倍。

●完成 156 个“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县）项目，节水改造
大中型灌区 64 处，更新改造大型灌排泵站 27 处。

●累计在 1.7 万个村实施“五小水利”建设行动，新增和恢
复灌溉面积 704 万亩。

●实施重点治理项目 2768 个，清水塘、竹埠港、水口山、锡矿山、
三十六湾等重点区域整治取得突破性成果。
●2016 年，湘江流域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93%，Ⅱ、Ⅲ类水质占总

河长的比例达到 98.7%。

●有效应对了 2013年超历史特大干旱， 成功抗御了 2014年沅水中下游
超历史洪水、2015年 13次强降雨过程和湘江中上游罕见冬汛、2016 年 15 次强
降雨过程及河湖长时间超警洪水、2017年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

●与上一个 5 年相比，近 5 年我省受灾人口减少 16%，农作物受灾面积减少
20%，倒塌房屋数量减少 54%，因灾死亡（失踪）人口减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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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水利改革发展成就纪实
王琳 柳德新

� � � � 9 月 24 日上午，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电站首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 我省
水利“一号工程”———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经过 5 年多的建设后，进入蓄水
发电运行阶段。

此前，在抗御今年夏天湘江流域超历史特大洪水过程中，涔天河
水库扩建工程就已发挥了巨大的防洪效益。 从 7 月 2 日 8 时至 7
月 4 日 14 时，涔天河水库拦截洪水 1 亿立方米，相当于拦蓄了一
座大型水库的水量，极大减轻了湘江下游防洪压力。

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由开工到建成发挥效益， 是湖南水
利砥砺奋进的 5 年的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水兴
水的重要战略思想，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水方针，坚持“夯实农村水利、加
强城市水利、注重生态水利”的思路，以水利建设、水利
管理、水利改革“三位一体”为总抓手，把水利作为基础
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注重科学治水、依法
管水，突出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大力发展民生
水利，不断深化水利改革，促进水利可持续发
展，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湖南特点
的水利现代化道路。

� � � �江河，总能留下历史的印记。
39.51 米！ 2017 年 7 月 3 日凌晨 0 时 12

分，湘江长沙站水位再一次涨到新高度，超历史
最高水位 0.33米。

39.51 米，不仅是湘江超历史特大洪峰的新
高度，更是我省持之以恒开展水利建设、力保江
河安澜的新刻度。

在今年夏天，湘江干流 2/3河段水位超历史
最高水位；资水干流 653 公里河段、沅水干流全
线超保证水位。 湘江、资水、沅水洪峰相继汇入
洞庭湖， 最大入湖组合流量达 81500 立方米每
秒，为有资料记录以来之最。 洞庭湖 3471 公里
全线超警戒水位，其中 1/3堤段超保证水位。

与此前的大水年相比，还是那些江河，还是
超警戒、超保证甚至超历史记录的洪水，还是防
汛抗洪这个主题，但今年变了模样。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
团结一致，戮力同心，迎难而上，奋起抗灾，把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夺取了今
年抗洪救灾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谱写了湖南抗
洪救灾史上新的壮丽篇章。

持续大规模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为今年
抗洪救灾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建设撑起了“保护伞”。
湖南水系发达、水网密布，各类水库多达 14121
座，占全国水库数量的七分之一，水库总数居全
国第一。 作为防洪抗灾的重要工程设施，各类水
库在发挥防洪、供水灌溉、发电等功能的同时，也
因病险问题，成为汛期的“心腹大患”。 为数众多
的病险水库，犹如悬在老百姓头上的一把刀。

在水利部、财政部支持下，我省 2011 年以
来完成国家规划内 1070 座小(Ⅰ)型和 9049 座
小(Ⅱ)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约占全国除险
加固水库总任务的 1/5。 尤其是去年由省、市、县
各级地方财政自筹资金组织实施的 4036 座一
般小(Ⅱ)型水库，在今年特大暴雨洪水洗礼中安
然无恙。

昔日的病险水库，不再是当地的沉重包袱，
而成为各地防汛保安的重要保障。 7 月 1 日，沅
水及其支流辰水同时暴涨， 辰溪县南庄坪水库
因洪水倒灌，整体被洪水淹没。 事后当地干部表
示：“幸好去年对这座水库进行了除险加固，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

省水利厅建管处负责人感触更多：“在水库
大规模除险加固之前，汛期水库出险是常事，我
们部门有时是三四个组在外指导抢险。 险情频
发的时候甚至可能无人可派了， 因为大家都出
去指导抢险了。”今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3 日，超
历史暴雨洪水导致各类水库蓄水猛增， 其中
624 座中小型水库一度蓄满溢洪。 但各地仅上
报 2 起水库险情，且均得到有效控制。水库险情
大幅减少，可以节省大量的防汛资源，集中精力
抗洪抢险。

水库，只是近 5年来我省加大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的一个方面。 为更好地保障江河安澜，
2013年至今， 我省完成水利总投资 1176 亿元，
办成了多年想办而未能办成的事。 其中，中央水
利投资 393.61 亿元， 一大批水利工程建成并发
挥效益，极大提升了防灾减灾能力。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加快。2013年以来，全省
一大批骨干性控制性工程相继建成。特别是涔天
河水库扩建工程及灌区工程、莽山水库、毛俊水
库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加快推进，流域洪水调控
能力和水资源配置能力有效增强。

洞庭湖治理稳步实施。 22 个蓄洪垸堤防加
固工程已基本完成，城陵矶附近 3处重要蓄滞洪
区安全建设已全面开工，蓄洪垸近 1100 公里堤
防防洪标准由 3-5 年一遇提高到 5-10 年一遇，
黄盖湖防洪治理项目今年 9月启动实施。

四水防洪能力不断提升。 推进 23条主要支
流、330 条中小河流治理和 35 个城市防洪工程
建设，完成主要支流项目 277 个、中小河流治理
项目 274个，除险加固病险水库 8174座。

非工程措施建设力度持续加大。 初步建成
110 个县市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云平台
+微应用”的防汛抗旱业务“云化”新模式全面应
用，防汛抗灾科学化、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这 5 年，我省有效应对了 2013 年超历史特
大干旱， 战胜了 2014 年沅水中下游超历史洪
水、2015年 13次强降雨过程和湘江中上游罕见
冬汛、2016年 15次强降雨过程及河湖长时间超
警洪水以及 2017年历史罕见的特大汛情。 与上
一个 5 年相比，这 5 年我省受灾人口减少 16%，
农作物受灾面积减少 20%， 倒塌房屋数量减少
54%，因灾死亡（失踪）人口减少 20%。

� � � � 保障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
生，我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水利问题，推动
民生水利新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 无论
是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还是
农田水利， 或者是水利扶贫
工程， 都以其新的成就诠释
着民生水利的新跨越。

这 5 年， 农村安全饮
水工程持续推进 。 投资
128.8 亿元，建成各类农村

供水工程 9475处，解决
了 2520万（包括国家规

划外 的洞 庭 湖 区
256 万人）农村人口
的 饮水 不安 全 问
题， 是前 5 年解决
人数的 1.97 倍，目
前全省已有 3755
万农村人口解决了

饮水不安全问题，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由
2012 年 的 43% 提 高 到 2016 年 的
76.6%。

在郴州市三十六湾地区， 陶家河流
域横跨临武、桂阳、嘉禾 3 县，流域面积
592 平方公里，曾经饱受重金属污染，流
域内群众饮水不安全问题十分突出。

2015 年 9 月底， 陶家河流域 13.8
万人全部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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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负责人说。

临武县万水乡寨脚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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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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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水， 打井总共花
了 2万多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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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儒山一脸的笑意。

这 5年，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大规模
展开。 全省累计完成投资 102 亿元，完
成 156 个“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县）项
目、328 个维修养护项目，节水改造大型

灌区 20 处、中型灌区 44 处，更新改造
大型灌排泵站 27处。 连续 5 年，累计在
1.7万个村实施“五小水利”建设行动，新
增和恢复灌溉面积 704 万亩，改善灌溉
面积 689万亩。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从
2012 年的 0.472 提高 到 2016 年 的
0.505， 相当于增加蓄水 6.6 亿立方米，
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4.33亿公斤。

“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然是影响农
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
伤。 ”这是 2011年中央 1号文件对于农
田水利当时现状的科学判断。 在 2013
年大旱中，农田水利这块“短板”暴露无
遗。

从水库到田间，“干、支、斗、农、毛”，
5级渠道缺一不可。 在农田水利中，如果
把干渠、支渠比作“动脉”，那么斗渠、农
渠、毛渠就像“毛细血管”。

从 2014 年起，浏阳市启动“农田水
利畅通工程 3 年行动”， 全民动员治疗
“最大硬伤”，第一年投入“五小水利”的
财政奖补资金就超过 1.7 亿元。 浏阳市
水务局局长邓华介绍， 经过连续 3 年大
干农田水利，浏阳市农田灌溉的“毛细血
管”得以打通。

这 5年，水利扶贫连年发起攻坚。 省
水利厅累计安排贫困地区农村安全饮水
省级以上投资 35.64亿元，解决 436万贫
困人口安全饮水问题。 特别是国家实施
精准扶贫战略以来， 我省已解决 207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占 450
万贫困人口的 46%， 超额实现了预期目
标。 我省对贫困地区符合条件的水利项
目实行“三个优先”，即优先列入规划、优
先安排计划、优先落实投资，支持贫困地
区补齐补强水利基础设施短板， 提升水
利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2017年已安排贫
困地区中央水利投资 29.5 亿元， 发放
PSL 贷款和专项建设基金达 51.6 亿元，
分别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19%、21%。

在罗霄山区的宜章县天塘镇台霄
村， 村委会主任袁远牛对水利扶贫项目
体会很深。“以前一到汛期，农作物都泡
在水里，经常颗粒无收。”他说，在水利扶
贫项目支持下， 如今该村建成高标准农
田 944亩，土地综合效益显著增加，村民
收入也跟着显著提高。 许多人通过土地
流转将昔日的荒土种上了烤烟， 并实行
烟稻轮作。

保江河安澜
为新湖南撑起“保护伞”

以人民为中心
推动民生水利新跨越

气象新水利三湘

（下转 15 版）

涔天河水库库区风景如画。 童迪 摄

� � � �实施洞庭湖区沟渠塘坝清淤增蓄行动后，
南县农业呈现丰收美景。 李平 摄

� � � �除险加固后的衡南县斗山桥水库。 童迪 摄

� � � �嘉禾县盘江水厂，让当地农村居民喝上干净的自来水。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