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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求 贺万峰 柳德新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 饮水安全，实乃
民生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把饮水不
安全问题带入小康社会”。 在省十一次党代会
描绘的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发展愿景
中，农村饮水安全就关系到人民生活幸福指数。

从最初的“8 件实事”到“为民办实事”再
到“重点民生实事”，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
视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并将其作为全面小康社
会建设以及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全力推进。特
别是进入“十三五”以来，我省启动实施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在加快建好工程的同
时，更加注重保障水质安全，更多措施确保工
程长效运行，广大农村群众对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合力攻坚，民生水利开新局

经历 11 年持续大规模建设， 到 2015 年
底我省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两个“五年规划”全面完成，并且完成了洞庭湖
区规划外 256 万人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设。 在此基础上，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成为我省“十三五”期间民生水利的首要
任务，并把贫困地区饮水安全工作作为重中之
重。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县级为主、政府主
导，以奖代补、严格考核”的原则，按照“城乡供
水一体化，区域供水规模化，工程管理专业化”
的思路， 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
设，并将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作为小康社会建设
重要考核指标。

首要任务，合力攻坚。
省水利厅围绕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实施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会同省发改、财政、
卫计、住建、环保等部门，联合编制了《湖南省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十三五”规划》，
并经省政府批复。 规划项目总投资 110亿元，
并明确了目标任务：到 2020 年，实现 100%的
乡镇、85%的行政村通自来水； 新增农村自来
水人口 800 万人，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80%
以上， 全面解决 45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
水安全问题；自来水水质达标率年均提高 5 个
百分点以上。

财政加大投入，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设。“十三五”期间，全省已落实中央和省级奖
补资金 41.48 亿元，并将结合易地扶贫搬迁解
决 80 万贫困人口饮水问题。 同时，各级政府
利用 PSL贷款(抵押补充贷款)、地方债券等积
极筹资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各贫困县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优先投向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建设。 各地进一步创新投融资体制机
制， 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工程建设运营，
大力推行农村饮水安全 PPP 项目，全省有 36
个县计划采取 PPP 模式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总投资规模达 120亿元。 目前已有 9个县
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列入了省财政第 4 批 PPP
示范项目库。

同时， 我省积极落实国家相关优惠政策，
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营成本降低、建设进度
加快。 切实落实用电、用地、税收等优惠政策，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和运行用电执行居民
生活用电价格；切实落实国土资源部、水利部
《关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用地有关问题的
通知》，简化报批手续，缩短报批周期；切实落
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建设运营税收政策的通知》， 明确税
收优惠政策；省物价局、省水利厅联合出台《湖
南省农村集中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规范农村
供水工程价格管理， 大力推行两部制水价制

度，并进一步完善供水价格和收费制度，合理
核定水价，实行包干水费和超量收费相结合的
水费制度，利用价格杠杆促进农村集中供水工
程良性运行。

省水利厅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对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整改工作
进行持续督导。岳阳市认真梳理在农村饮水安
全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制订整改方案，强化
督察督办， 严格考核问责。 截至 11月 24日，
岳阳市 11 个县(市、区)累计完成投资 3.2 亿
元，已解决 55.2 万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
占年度计划的 90.9%。

聚焦贫困人口，水利扶贫引活水

湘潭县射埠镇高凤村林泉组贫困户冯元
满，患小儿麻痹症，行动不便。 家里原有一口水
井，水量不够、水质浑浊，饮水成了长期困扰的难
题。最近，湘潭县水务局派人来到她家，将水井加
深 3米，并安装水泵，建造一座小型水塔，自来水
管道接到厨房。“我一分钱都没出，自来水就进屋
了！ ”说起这事，冯元满眼里闪烁着泪花。

湘潭市水务局副局长贺丰炎介绍，湘潭市
针对农村建档立卡特困人口，专门出台饮水安
全补助实施方案。对尚未解决饮水安全的 3495
名特困人口，按照 2000 元 / 人的标准，由省、
市、县三级财政补助入户管网或打井建设费用，
在 2017年底前完成供水入户， 确保贫困人口
饮水安全工程建得成、用得起、长受益。

在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中，“不
愁吃”首先要保障饮水安全。 湖南省水利工程
管理局局长周新章介绍，2016 年，全省巩固提
升了 286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124万人。 今年，从全省各地反馈的
工程进展来看， 巩固提升 320 万农村人口饮
水安全的目标任务可确保在 12 月之前完成，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20万人。

今年 10 月，会同县沙溪乡木寨村 7 组的
110多名村民，彻底告别了喝水难、用水难。会
同县水利部门提供价值 5万元的材料，并帮助
勘探水源、 提供设计建议， 村民们踊跃投劳
200多个工日，一个建在山麓较高处的集中供
水工程很快就投入使用。 难掩喜悦之情，村民
们特意买了一面鲜红的国旗，插在集中储水的
罐体旁。

喝水不再愁，用水也不再“伤脑筋”。 木寨
村 7组以木房子为主，火灾是心腹之患。为此，
这个贫困村里的村民小组“破天荒”建起了消
防栓。 一户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正忙于建新
房。户主说：“如果没有水，就搅拌不了混凝土，
建不了新房， 我们就只能想办法到外面买房
子，村子就会一天比一天衰落。 ”

在国家级贫困县平江县，农村饮水安全被
提升到关系群众生命健康的高度。

2016年 10月 21日上午， 平江县余坪镇
张市中学一些学生陆续出现发热、头晕、呕吐、
腹泻等不同程度的症状。经省、市、县疾控部门
调查、采样检测，判定此次学生病情系学校自
备饮用水水源———水井被污染所致，主要为宋
内氏志贺氏菌引起的痢疾（俗称“拉肚子”）。经
过几个月紧张建设，今年 7 月，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覆盖到张市中学，干净、安全的
自来水流进学校所有的水龙头。平江县今年投
入 5000 万元，全县 449 所中小学师生饮水不
安全问题全部得到解决。

汩汩清泉， 顺着水管流入广大贫困户家

中。 这样的喜事，如今在三湘大地几乎每天都
上演。

保障水质，饮水安全得提升

在解决有水喝、取水方便的同时，我省致
力于不断加强水质保障能力。

水源保护不断加强。 凡作为饮用水水源的
水库、湖泊等，由县级人民政府按规定制订工作
计划，明确划定时限，按期完成农村饮用水源保
护区或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并在保护区边界设
立地理界标和警示标志，做到“建一处工程，保
护一处水源”。去年完成“千吨万人”以上规模供
水工程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 今年对“百吨千
人”以上规模供水工程水源保护区实行划定。

水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2014 年以来，
全省投入水质检测中心建设资金 1.58 亿元，
兴建 98 处县级水质检测中心和 13 处区域水
质检测中心， 服务范围覆盖 122 个县级行政
区域。 通过水利部门新建，依托各级水文、疾
控中心等形式， 基本建成了覆盖全省所有县
市区的水质检测站网。 县级水质检测中心初
步具备了检测 40 项指标的能力；市级区域中
心具备 60-106 项指标的检测能力。水利部门
和卫生部门联合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农村饮
水安全水质保障联动工作机制， 在项目建设
上加强协作、水质监测上强化沟通、水质保障
上协调联动， 协同做好水质安全保障各项工
作。 同时，推行规模水厂自检、县级水质检测
中心巡检、 卫生疾控部门抽检的三级水质检
测制度， 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全
覆盖，保障水质安全。

维修养护不断完善。各地建立县级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基金，通过财政补助和水
费提留等多渠道筹措资金，确保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长久和良性运行。 鼎城区、慈利县等部分
区县已初步建立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
护专项资金制度， 工程管理逐步向规范化、科
学化、专业化管理迈进。

通过近两年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建设， 我省贫困地区供水保证率得到提升，
供水水质达标率在 2015 年基础上有较大幅
度提高。怀化市洪江区及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在
2016年底已整体脱贫，预计 2017年还将有炎
陵县等 12个县(市、区)整体脱贫。

水通心通，幸福生活新起点

农村安全供水工程采取自来水入户的方
式，送水到家，用水非常方便，给农村居民带来
了生活上的便利，同时也提高了农村环境卫生
质量，减少了介水性疾病的传播，提高了农民
健康水平，节省了农民的医疗费用。

自来水入农户，也带来了与水有关的生活
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许多农户用上了洗衣
机、坐便器、淋浴器等，使厨房清洁、浴室整洁、
厕所干净。 而饮水工程的综合利用，为适量发
展庭院经济和加工业提供了水源保障，促进了
种植业、养殖业等产业发展，成为农村贫困人
口脱贫致富的有效措施，极大地提高农村群众
生活幸福指数。

在平江县三阳乡新合村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小区，贫困户钟牡丹今年 5月刚刚从山上搬
到新家。 他说，以前在山上要到几公里外的山
下挑水喝， 每天光是挑水就要一两个小时，哪
有心思搞生产？如今，自来水接到家，家里热水
器、洗衣机、水冲式厕所一应俱全，“过上了城
里人的生活”。

被饮水难题困扰多年的衡阳县金兰镇城
坪村，如今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 今年 8
月初，这个贫困村实现了集中供水，村民个个
喜形于色。 城坪村位于衡阳县城坪冲水库“尾
巴”方向的山区，全村 1600 多人，有四分之一
属于当年修建水库时搬上山的移民。村党支部
书记刘胜平说，由于住在半山腰上，只能去山
间小溪舀水喝。“遇到下大雨，山间溪水混着黄
泥、砂子、树叶，根本喝不得；遇到干旱，山间小
溪就断流， 只能去挖沙凼， 等着渗点水出来
喝。 ”“喝水难”，让村里留不住劳动力。 随着青
壮年纷纷外出谋生， 漫山遍野的南竹自生自
灭，城坪村也就毫无悬念地戴上了“贫困村”帽
子。今年 75岁的村民曾老太，生平第一次用上
了自来水。 她让小儿子赶紧给厕所也装上水
箱，“家里贴了地板，用自来水冲厕所，到处干
干净净，令人心情愉快。 ”40 多岁的村民邓新
良，看到喝水难题解决了，决定不再外出打工，
留在村里发展产业。

从无水到有水，从苦水到甜水，从挑水到
自来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成了名副
其实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成为我省全面
小康社会建设的亮点，成为农村群众幸福生活
的新起点。

今年以来， 湘潭市创新体制机制，大
力推进城乡统筹供水 PPP 项目， 着力构
建高标准农村饮水安全网络，率先打造全
省典型示范。

根据湘潭市政府常务会议部署， 湘潭
市今年全面启动城乡统筹供水项目，在
2019 年基本实现城乡统筹供水一体化全
覆盖，并确定了城乡统筹供水“工程统筹、
责任下沉、模式规范、成本可控、机制长效、
监管有力”的原则。 随后，湘潭市成立城乡
统筹供水工作领导小组， 市长谈文胜任组
长。 10月 18日，湘潭市政府办将 2017年
城乡统筹供水工作任务向各县(市、区)政

府、各有关市直部门进行了集中交办。
截至目前，各县(市、区)政府反应迅

速、积极推进。 其中，湘潭县自 2016 年 9
月开始积极开展城乡供水一体化 PPP 项
目的前期工作；2016 年 12 月完成了湘潭
县城乡供水一体化 PPP 项目规划；2017
年 2月 28日成功纳入湖南省第四批 PPP
示范项目；4 月 20 日，县政府常务会议同
意项目投资规模，并成立县城乡供水一体
化 PPP项目领导小组；8月 4日， 县政府
常务会议批准《湘潭县城乡供水一体化
PPP 项目的实施方案》；8 月 23 日， 上网
公示项目资格预审文件；9 月 29 日，社会
资本招标文件上网公示；11 月 15 日，最
终确定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与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
体为中标人， 中标金额为 73048.23 万元
（最终以财政评审中心出具的财政评审报
告为准），合作期限为 30 年（包括建设期
3 年和运营期 27 年），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为新建 3 个水厂（白石镇水厂、花石镇水
厂、石潭镇水厂）、扩建 1 个水厂（石鼓镇
铜梁水厂）、 新建 5 个加压泵站和新建
1278公里给水管网。

按照建设计划，湘潭县第四供水区铜
梁水厂项目已于 11月 18 日预开工建设。
这标志着湘潭市城乡统筹供水项目正式
进入实施阶段，为该市实施“连心惠民”实
事工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
坚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悉， 到 2018
年，湘潭市将确保全面解决 59 个贫困村、
9.53 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到 2019
年，实现 85%的行政村通自来水，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达 85%以上。

（冯凌辉）

11月 6日， 在平江最偏远的乡镇龙门镇
的杨林村， 施工人员正在铺设 110 毫米口径
的末级水管。 由于水管挖沟，5 组村民黄旧英
家的前坪被占用近半米。 80 岁的黄旧英说：
“早就盼着喝自来水，无条件支持工程建设！ ”
平江县水务局副局长兼自来水公司经理陈文
中介绍， 杨林村由平江供水枢纽工程管网延
伸过来，今年内就要通水。

国家级贫困县平江县正在建设的平江供水
枢纽工程， 堪称我省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的“大手笔”：计划投资 9.98亿元，以库容
近亿立方米的黄金洞水库为主水源，沿 S308省
道，以重力自流的方式，将平江县长寿、安定、城
关、瓮江、伍市等东、中、西部 14个乡镇 60万人
纳入供水范畴，其中包括 13个贫困村。

平江县委书记汪涛说：“平江供水枢纽工
程是我县自 1949年以来最大的惠民工程。 ”

平江供水枢纽工程由平江县县长黄伟雄
担任指挥长， 一期工程覆盖 14 万人， 已于
2016年 4月顺利通水。 平江县水务局局长李
立明介绍，当前正在进行的是二期工程，2017
年建设沿线 3个配水站及相关水厂碰通、信息
化工程、铺设长寿至县城 45.7 千米供水管道，

计划 2018 年春节前向城关镇供水，可使沿线
11个乡镇约 48.7万人喝上更加优质、安全、放
心的自来水；3期工程将于 2019年竣工，从县
城安装 57.5千米供水管道至伍市、 向家等西
部乡镇， 建设沿线 4 个配水站及相关水厂碰
通、信息化工程，最终实现 60万人安全饮水。

据悉，平江县有 137个省级贫困村，其中，
该县 2016 年有 22 个贫困村建成饮水安全工
程，2017年将完成 60个贫困村解决饮水安全
问题，2018年还将完成剩余的 55个贫困村饮
水安全建设任务。 届时，将实现 137个贫困村
饮水安全全覆盖。 (胡建中 徐振宇)

到今年 12 月底，邵阳县将实现农村饮水
安全全覆盖，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 96.8%。

邵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农村饮水安全
是脱贫攻坚的“必答题”之一。 为此，该县将农
村饮水安全作为“一号工程”，用最强的力量，
攻克最难的堡垒。 县级层面成立了由县委书
记任政委、县长任指挥长的工程建设指挥部，
乡镇和村两级明确党政“一把手”及村支两委
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将整个工程建设的
担子压在“一把手”身上，并实行“一票否决”。
工程建设指挥部一周一调度、 县长半月一调
度、县委书记一月一调度，每次综合考评被通
报的单位要约谈其负责人， 约谈后整改不到
位的严肃问责。

在当前融资政策收紧、 自身财力有限的
情况下，邵阳县通过向上争取资金、整合涉农
资金等方式， 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邵阳县提
出，“能集中的不分散，能联网的不单村，能扩
建的不新建”。 距离县城、乡镇自来水厂较近
的村组，通过延伸供水管网接通自来水；距离
较远的村庄兴建联村供水工程为主， 建设规
模供水工程；地处偏僻、人口居住分散、水量
不足的地方，修建单村供水工程。 目前，该县
“千吨万人”水厂供水覆盖人口 67 万人，占农
村人口的 71%。

建好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更要管护好
才能长久发挥效益。 邵阳县采用“水费收入提
一点、县级财政补一点”等办法，建立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维修基金。 乡镇用水户协会按照
水费的 5%至 10%提取统筹金， 用于跨乡、单
乡、跨村集中供水工程的维修和养护；县财政
每年对规模水厂按受益人口 10 元 / 人的标
准进行补贴， 乡镇财政每年对辖区内的集中
供水工程视情况予以支持。 (柳德新)

“不能把饮水不安全问题带入小康社会”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的湖南实践

湘潭市 大力推进城乡统筹供水 PPP项目 平江县“大手笔”建设惠民工程

邵阳县 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

冷水江市周头水厂厂区。

平江县供水枢纽工程沉淀池。

(本版图片均由省水利工程管理局提供)

湘潭县花石镇龙潭村饮水安全工
程管网建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