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饮水安
全，乃民生大事。

数据显示，2015年底，怀化依然有
122万余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56.12万人。

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怀化市
委、市政府坚持把农村安全饮水工作作
为助推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
一项政治任务和最直接、最现实、最紧
迫的民生工程，书记、市长亲自抓、亲自
督。先后召开多次专题会议研究部署，
成立专门领导班子，制定实施《怀化市
农村安全饮水全覆盖两年行动计划

（2017-2018年）》。
2017年3月，该市印发《怀化市农

村安全饮水全覆盖两年行动计划》，并
将农村安全饮水全覆盖工作列入市重
点民生实事和绩效考核内容，通过制定
考核细则、召开调度推进会、开展拉网
式督察、下发督办函、全市通报等方式，
层层推动工作落地落实。

同时，怀化市纪委市监委、市委市
政府督查室等多次组织暗访和督查，严
肃查处农村安全饮水精准扶贫工作中
不担当、不作为，落实政策措施不力、工
作推进缓慢等问题，并在全市通报。

怀化市委书记、市长多次召开专题
会议调度、以“四不两直”方式督导农村
安全饮水工作，协调解决农村安全饮水

中的难点问题。
2017 年，麻阳、通道、靖州、中方、

新晃、芷江、洪江区等 7 个县区率先实
现农村安全饮水全覆盖。

2018年1月，该市印发了《怀化市
2018年农村安全饮水全覆盖工作实施方
案》，同年2月和6月，又分别下发交办函
和督办函，并组织两次对各县市区的专项
督查，有效推动农村安全饮水工作。

2018年底，怀化市在武陵山片区率
先实现了农村安全饮水全覆盖。但该市
仍没有停下脚步，2019年继续开展农村
安全饮水工程巩固提升行动。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专题研究部署，深入
一线调度指导农村安全饮水工作。

“把安全饮水问题作为最大的民生
工程，一定要解决好农村群众喝水的问
题。”今年4月16日至17日，省政协副主
席、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以“四不两直”
方式在溆浦督战脱贫攻坚工作时，检查
安全饮水工程、随机走访部分村民，要求
加强供水设备检验检修，加强水质检测，
强化水源地日常监管，普及群众用水安
全知识，切实保障老百姓饮水安全。

今年4月27日，怀化市委副书记、
市长雷绍业以“四不两直”方式深入沅
陵县督导脱贫攻坚工作时，仔细察看了
当地安全饮水工程是否达标，强调安全
饮水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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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下愚公移山志立下愚公移山志 引来引来 润民心润民心

赵志高 孙郁林 肖竹林

三湘区域之广，莫过于怀化。

三湘山地之大，莫过于雪峰。

近年来，崇山峻岭的五溪大地，一座座

水源工程润泽大地，一处处甘泉滋润民心。

“3年前，我们村用上了自来水，日子越

过越红火。”5月12日，麻阳谭家寨乡楠木桥村村民谭显清高兴

地说，国家政策真的好，让农村群众告别了“喝水难”和“喝泥巴

水”的年代。

2018年底，怀化在全省乃至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率

先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全市417.24万农村人口都喝上

了“安全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4.89%，为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怀化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胡金华说，怀化农村饮水安

全这项民生工程之所以走在前面，得益于省、市主要领导将解

决贫困地区农民饮水安全摆在精准扶贫的首位，亲自抓、亲自

督。同时，全市干部群众以愚公移山的斗志和豪情，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全力推进。

2018年11月，中央第九巡视组巡视水利部脱贫攻坚工作

时专门深入怀化市调研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对怀化市农村安全

饮水全覆盖给予充分肯定，满意率100%。省委、省政府对怀化

饮水安全全覆盖的做法和经验高度评价，并在全省推介。

5月11日，通道万佛山镇石壁村村
民代天稳开车从县城下班回到家，打开
自来水龙头淘米煮饭，吃上香喷喷的白
米饭；饭后，烧一壶开水，泡上香气馥郁
的绿茶；品完茶，走进卫生间，打开喷头，
冲个热水澡，洗去一天的疲惫……用水
的方便，让他过着舒适又惬意的生活。

“自从通了自来水，咱侗乡百姓的
日子越过越幸福。”代天稳说，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让贫困户喝上了“安全水”，让
非贫困户解决了饮水难问题。同时还
解决了侗寨防火的大难题，寨子里每隔
10米安装用于防火的消防栓。

“群众利益无小事，百姓幸福心才
安。”通道侗族自治县水利局副局长吴
章满说，市委、市政府实施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时，要求各地要因地制宜科学建
设，千方百计解决贫困户的饮水难问
题，并统筹兼顾非贫困户。

为确保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接地
气”、高质量，2017年1月份，怀化对全
市25户以上集中居住区的农村饮水现
状进行摸底调查，并组织专家对全市农
村水源进行考察和论证，做到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设计，绘就了农村饮水安全
新蓝图。

在工程推进上，采取“一村一案”的方
针，设计单位深入到每个项目实施村进行
了解调查，由村组召开引水工程方案听证
会，根据村组提供的意见确定实施方案，

确保设计方案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近年来，该市实施“四个一批”，科

学解决群众饮水难题。通过城乡供水
一体化延伸解决一批，采取城市管网延
伸、建设加压泵站等措施，基本解决近
郊农村人口安全饮水问题；通过区域供
水规模化扩展解决一批，整合利用现有
骨干水厂实行联网扩建、巩固提升和扩
容提质，实现多乡镇（村）一网；通过农
村供水集中化重点解决一批，对人口居
住相对分散的行政村或自然村，按照

“多村、单村或联组解困”的思路，兴建
联村、单村和联组小型供水工程；通过
农村供水均等化攻坚解决一批，对居住
偏僻水源缺乏自然村和农户，采取单户
或联户打深水井、建引蓄水池（窖）。

据统计，怀化全市城市管网延伸
14 处，受益人口 19.81 万人，千吨万人
以上规模饮水工程 36 处，受益人口
52.3万人；百吨千人以上规模饮水工程
586 处，受益人口 131.31 万人；其余均
为百吨千人以下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和
分散式供水设施，受益人口 218.55 万
人。

引来幸福水，滴滴润民心。如今，
五溪大地上一座座中小型水厂充满生
机，一股股清泉流进千家万户。过去一
遇旱，沅陵县大部分农村就要依赖政府
部门送水喝。去年沅陵连续干旱几个
月，村民一直没有“喊渴”。

科 学 决 策 绘 就 蓝 图

5月10日清晨，溆浦县观音阁镇颜家
垅村自来水厂管理员向继华像往日一样，
来到自来水厂巡查，并清洗沉淀池。

向继华是村支两委选出来的“水厂管
理员”，专门负责村里526户2039人的供
水、检修、抄表、收费等各项工作，收取的
水费资金用于饮用水工程维修及管理费
用，做到专款专用。该村党支部书记吴华
说，村里按照市、县出台的《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管理办法》，也出台了水厂运营管理
细则。村里水厂自去年10月份正式运营
以来，管理维护到位，群众主动交纳水费。

“三分建，七分管。”怀化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杨林华说，建好农村饮水工程之
后，管好用好工程，保障良性运行，才能彻
底实现饮水安全。

为确保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成后发
挥实效，怀化严格落实市、县、乡三级地方
人民政府主体责任、水利行业监管责任和
供水单位运行管理责任，明确了各级和每

个工程的责任人，在市县两级人民政府网
站、乡村宣传栏公示了各级各地各工程

《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人名单》。
出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办法，明

确水源管理、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制水管
理、水质检测、维修养护经费、水价制定、
水费计收等运行管理制度，建立管理责任
台账制度，并向社会公示责任人和供水服
务电话，广泛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建立市、县两级水质检测中心13处，
强化水质检测、监测，确保农村饮用水的

水质达标和供水安全。仅 2019 年，该市
共落实检测经费 1200 多万元，检测水样
5462个。全市13个县市区财政提供100
万到 200 万不等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
修养护基金。注重水源地保护，全市 36
处千吨万人供水工程已完成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划定工作。

按照管理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
要求，各县市区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探索
创新运行管护模式，成立县级、区域供水
公司或实行农民用水户协会管理。

加大对农村饮水安全管理人员的培
训。去年 9 月，靖州通过采取实地操作、
现场讲解、专家授课、发放资料手册等形
式，分批次对全县320余名饮水安全工程
管护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目前，怀化市、县、乡、村、供水单位
“五位一体”，确保了农村饮水工程的正常
运转。今年疫情期间，怀化农村群众足不
出户或者在家门口都能喝上“安全水”。

“感谢政府为民办实事。”洪江区桂花园乡
优胜村村民蒋凤兰高兴地说，今年疫情期
间，大家不像往年一样到山下挑水喝，也
避免了被感染。

近 5 年励精图治，引来甘泉润民心。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城乡饮水一体化、美丽
乡村建设，“甜甜的怀化”农村饮水安全建
设必将跨上新台阶。

5月11日，麻阳尧市镇黄连坡水厂施
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净化厂区施工
及供配水管网铺设，群众质量监督员全程
监管，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怀化市
水利局副局长蔡定辉介绍，怀化每一处安
全饮水工程都聘请了有施工经验、责任心
强、群众威信高的村干部或村民代表为工
程质量监督员，对工程实行全程监督，形
成了以工程监理为主，工程质量监督员为
辅的管理体制，使工程处处有人查，事事
有人管。市、县、乡、村（群众）4级都设有
监管制度，层层压实责任，全程“阳光操

作”，严把质量关。
强化工程设计，所有项目均由有资质

的设计单位组织规划设计。严格执行建
设程序，落实项目法人制、合同制、监理
制、招投标制“四制”管理，督促项目法
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履行
质量管理责任。加强对水源工程、水质净
化和消毒设施设备、管网工程的施工等重
点环节的质量监管，严格执行村镇供水工
程技术规范要求，确保水质达标率和供水
保证率。

严格工序管理，单元（工序）工程质量
检验评定不合格的，不得进行下一单元

（工序）施工，确保每道施工工序质量。严
格原材料质量检测，杜绝不合格建筑材
料、管材进入施工现场。

严把工程质量验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和技术标准开展质量评定和验收工作，
将工程质量作为工程验收的重要内容。
工程质量达到规定要求的，方可通过验
收；工程质量未达到要求的，应及时采取
补救措施，直至符合工程相关质量验收标
准后，方可通过验收，确保竣工项目发挥
效益。

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回头看”和
专项督查，确保农村饮水工程发挥实效。

溆浦县均坪镇金屋湾村是一个“十年九
旱”的小山村。2019年，该县在“回头看”
时对该村饮水安全工程进行巩固提升，直
接从地下200多米的溶洞取“甘泉”，全村
440 户 1471 人彻底告别“天旱时，消防
车、洒水车送水”的现状。

据统计，2019年，该市市级层面共督
导交办整改农村饮水安全问题195个。

节 水 优 先 创 新 管 护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怀化在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方面累计投入建设资金15.5
亿元，其中国家、省级专项补助资金只有4.4
亿元。

剩余的11.1亿元投资，对于全市13个
县市区都是贫困县的怀化来说，这是一笔

“天文数字”，该市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排在第一位

的是“不愁吃”，而“不愁吃”首先要解决的就
是饮水安全。2016年初，怀化深入调查研究
后发现，怀化农村人口散居在山区，解决一
户的农村安全饮水至少要2000元，资金缺
口太大，但还是果断决策：再穷，“砸锅卖铁”
也要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把农村安
全饮水精准扶贫列入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
并通过整合涉农资金、融资代建、政策性贷
款等方式全力保障农村安全饮水资金。

2016年，因国家政策变化，农村饮水工
程专项资金投入不足往年的1/5，怀化各县

（市、区）强化责任担当，多措并举破解建设
资金困局。芷江、新晃落实争取信贷投入
3500 余万元；沅陵、辰溪整合城投等资金
3300余万元；洪江市、鹤城区通过财政垫付
资金800余万元；靖州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

充分发动群众积极投工投劳，户均筹资500
元；麻阳探索采用 PPP 模式引入社会资本
拓宽资金渠道……

2017 年，怀化全市多方筹措资金 8.53
亿元，在各个县市区全面推进安全饮水工
程建设，帮助76.01万(其中贫困人口29.36
万人）农村人口、962 个行政村告别饮水难
历史。

随后，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该市通过
整合多个涉农部门的财政资金，做到“多个
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
优先保障农村饮水工程的建设资金。

沅陵县 2016 年至 2019 年累计整合涉
农资金1.38亿元，用于全县153个贫困村饮
水安全工程建设和中心水厂的改造，实现
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和巩固提升。

高 位 推 动 齐 心 发 力
——书记、市长亲自抓、亲自督

多 方 筹 资 众 人 拾 柴

——通过整合涉农资金、融资代建、政策性贷款等方式落实资金

——兼顾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因势利导分类推进

——政府引导，因地制宜保运营

百 年 大 计 质 量 至 上

——怀化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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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厂技术
人员定期对水
质进行检查和
消毒

——多方监管，严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质量关

新晃侗族
自治县凉伞水
厂全景。

溆浦县低庄镇自来水厂。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甘棠镇农村安全
饮水工程供水入户。

甘泉进农家。

农村自来水厂全自动净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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