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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霄 陈志强 向 峰 宁翠晚

一座座巍然屹立的蓄水大坝，一

项项惠济四方的水源工程，一条条通

向田间地头的标准水渠，一畦畦长势

喜人的禾苗庄稼……仲夏时节，雪峰

山下，蓼水河畔，处处呈现出一幅人水

和谐、生机盎然的动人景象。

洞口县位于雪峰东麓、资江上游，

雨水充沛，水系发达，境内 5 公里以上

河流97条。“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

高效利用水资源，造福百姓，长期以

来，该县坚持全县灌区一盘棋，打破行

政界限，实行分层管理、精准调度、科

学供水，按照自然水系，以引蓄水工程

为骨干、以输水配水渠道系统为藤、以

小型水库和山塘为瓜，形成了长藤结

瓜式水利灌溉系统，打造出治水管水

用水的“洞口样本”。

涓涓清流，滋润大地，万顷良田，

稻菽飘香。目前，该县总蓄引提水量

达 3.42 亿立方米，旱涝保收面积 35.5

万亩，先后8次荣获全省“芙蓉杯”水利

建设先进单位，灌区管理模式也多次

在全省推介。

分层管理：水权调度一张网

洞口县水利灌溉工程管理单位由

八大规模灌区组成，分别为蓼水灌区、

大业灌区、黄泥江灌区、平溪灌区和大

圳灌区洞口县管理所等 5 个公益类水

管单位，以及田凼坝水轮泵站、团结坝

水轮泵站和鸟竹元水轮泵站等 3 个准

公益性水管单位，形成了完整的灌溉

管理体系。

八大灌区均为县水利局管辖的

二级机构，县政府统一定岗、定员、定

责，灌区骨干工程都安排专门机构

（管理站）进行管理，根据工程管理需

要设立了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加强了

水库大坝安全巡查、水雨情预报、大

坝位移观测、蓄水引水等工作，规范

日常管理，保证了骨干工程正常发挥

效益。

为了更好地管理灌区，洞口县统

一了灌区范围内水利工程的水权调度

管理，骨干工程开闸放水由县防汛抗

旱指挥部和县水利局统一调度，由各

灌区管理机构具体执行。

各灌区建立了汛期值班制度和水

情日报制度，确保信息畅通、调度及

时。科学调度蓄水、用水，做到防汛、

灌溉两不误，确保灌区灌溉范围内农

业安全生产。

对灌区内的各村进行用水调查，

制订用水调度计划。灌溉抗旱前，灌

区组织各管

理站召开会

议，摸清所辖

区域的水库

水量，水利工程设施、水

田用水情况及所需灌溉

的农田面积。灌溉、防

汛期间，灌区机关人员尽锐出战，深入

一线，协助各管理站做好水量分配、灌

溉管理及防汛保安工作，水政监察人

员则日夜巡查，全力维护用水秩序，对

偷抢水、扰乱用水秩序的依法查办。

炎炎夏日，平溪灌区的南景水库

碧波粼粼，水光山色，相映成趣，特别

是从水库延伸出来的一条条水渠，如

银色飘带一样蜿蜒于青山绿水之间

……7 月 6 日，笔者站在南景水库的大

坝上，被眼前这幅意境优美、山水相依

的美景所惊诧。

大坝上，水库管理站的几名工作

人员正顶着烈日绕坝巡查，个个大汗

淋漓。“一年 365 天，我们每天都要巡

查水库，超过警戒水位就要立即上报

灌区，灌区管理人员须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指导通过引水渠的泄洪闸泄

洪。当泄洪后水位依旧很高，灌区将

上报县水利局，通过水库涵洞向下游

泄洪。”平溪灌区南景水库负责人介

绍。

以小带大：灌区管理一盘棋

穿行于洞口黄泥江灌区，但见一

山山橘林郁郁葱葱，碧色连天；一垄垄

稻田绿浪滚滚，畦稻遥芳；一条条水渠

流水潺潺，滋润无声……好一派丰收

在望的景象!

黄泥江灌区主要灌溉黄泥江流域

至西洋江以西范围内农田，以中型水

库龙江水库、山门拦河坝引水工程和

祖塔、岩塘 2 座小一型水库为骨干工

程，灌溉面积达 5.46 万亩，为周边 4 个

乡镇提供水源灌溉。

“灌区每月都会组织两名管理人

员不定期对域内的 7 个水库和拦河坝

进行工程性巡查，确保水库管理人员

到位。”黄泥江灌区主任李季东介绍，

每个管理站一般都有 6 名工作人员轮

流值班，每天巡查水库的引水渠和放

水渠。

一直以来，洞口县各大灌区均采

取“以大带小”管理模式，通过中型水

库带小型水库，建立专业的技术团队，

对灌区内水库进行统筹调度管理，确

保工程发挥最大效益。

乡镇范围内结瓜工程小山塘、小

水库、小河坝和一般灌溉渠道都纳入

了乡镇统筹管理范围，由乡镇按行政

管辖范围负责维修养护，县水利局进

行技术指导，县财政拨付专项资金。

灌溉模式灵活多样。采用普灌和

轮灌相结合的方式，各灌区管理所及

收益乡镇在灌区灌溉渠道沿线送水、

护水、守水、配水，在枯水期或冬春时

节，支渠、干渠清淤、扫障由乡镇负责，

总干渠由灌区负责。

专人专管，技术团队定期检测。

各灌区由分管水利的副县长和灌区

法人担任中型水库的行政责任人，班

子成员担任各小型水库行政责任人

和技术责任人，管理站站长担任水库

巡查责任人，对水库实行专人专管。

同时专业的技术团队定期对水库建

筑物及各渠道进行检查观测、维修养

护，水库及渠道一旦出现险情，专业

技术人员能在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

排除隐患。

强化目标管理。灌区对各管理站

实行工作目标管理，将管理目标分解

到各站，各站再量化到每个职工，并制

定目标考核办法，工作业绩与效益挂

钩。极大地调动了灌区干部职工的工

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了从“要我

干”到“我要干”的思想转变，改进了工

作作风，提高了水的利用率和灌溉服

务质量。

科学供水：惠民服务一条龙

上善若水，惠泽苍生。八大灌区

通过延伸服务范围，管水到支渠、送水

到斗渠，把汩汩清泉送到田间地头，满

足广大群众的用水需求。

“灌区直接依托水利工程,分段管

理,按田分水,充分利用水资源，更好地

服务百姓农田灌溉和日常饮水。”蓼水

灌区主任肖卫军介绍。

蓼水灌区是洞口县最大的灌区，

主要灌溉平溪河以南、蓼水河以北的

农田。为了科学供水，该灌区精打细

算，周密制订供水计划，严格按照分配

表分配水量，做到不浪费一滴水，将水

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严格管控，提升用水效益。八大

灌区积极协调辖区内各乡镇、村组农

田 灌 溉 用 水 矛 盾 ，科 学 推 行“ 轮 灌

制”。按照“发电服从灌溉、养殖服从

抗旱、保苗服从人畜饮水”的原则，落

实调水、配水和用水计划，全面提高输

配水效率和灌溉保证率。

加大执法，规范用水秩序。结合

水法宣传周活动，灌区组织水政执法

人员及各站管水人员，到各乡村大力

宣传水法，强化公民的守法意识和法

制观念。积极做好水事纠纷的调解，

严厉打击非法取水用水、破坏工程设

施等行为，确保灌溉用水的规范化、有

序化。

“长藤结瓜”的“洞口样本”
——洞口县水利灌溉系统管理经验综述

龙
江
水
库
。

超美水库。（图片由洞口县水利局提供）

颜石敦 罗 徽 邓和明 刘元伟

7 月 3 日，嘉禾县第一中学书

声琅琅。该校高一学生雷嘉艳说，

学校学风很好、设备先进，她很高

兴能在这么好的环境里读书。

雷嘉艳来自普满乡板山村一

个贫困家庭，2019年考上嘉禾县一

中。正当父亲雷跃生为女儿的学

杂费发愁时，驻村帮扶工作队干部

为雷嘉艳申请了助学金，并免除部

分学杂费，雷跃生眉头舒展开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让贫困

户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

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的重要途径。

据介绍，嘉禾县现有普通中小

学校 49 所，在校学生 58208 人，其

中在县内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2615人。

近年来，该县坚持以教育精准

扶贫为抓手，严格落实精准对象、精

准目标、精准保障等要求，深入开展

扶贫助学活动。实行“三帮一”劝学

工作责任制，建立镇、村、校、生四级

联络体系，实现建档立卡贫困生资

助全覆盖、辍学问题全清零目标。

自 2018 年以来，嘉禾县每年

发放各类教育扶贫助学金 510 万

元，减免学费 150 万元，发放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 1750 万元，帮助

180 名建档立卡贫困生圆了大学

梦。

嘉禾县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

县里对建档立卡贫困生实行动态

管理，通过“奖、贷、补、免”等形式

进行精准资助。今年来，全县已发

放助学资金 298 万元，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生3200多名。

同时，该县完善建档立卡贫困

生资助办法，在落实国家“奖、贷、

助、补、免”政策资助基础上，继续

新增财政预算和教育基金预算，对

非寄宿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

困生发放生活补助；对非普惠性幼

儿园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生发放

入园补助；对在省外就读未在当地

受资助的由户籍地资助。

扶贫攻坚，教育为先。舂陵河

畔，占地 215 亩的嘉禾一中东校区

已初具雏形。教学楼、科技楼等10

栋主体工程正在装修，报告厅、图

书信息综合楼等6栋主体工程接近

完工，400 米环形跑道田径场已平

整……

“一中东校区计划 8 月上旬投

入使用，可提供普高学位 4500 个、

初中学位 2500 个。”县教育局工作

人员说，县里还计划投入 1.8亿元，

在新城区建设一所九年制学校和

新建、改建7所幼儿园，可以增加义

务教育阶段学位 3900 个、公办幼

儿园学位2000个。

在增加城区学位的同时，该县

继续抓好“两类学校”建设，今年计

划投资2000万元，建设2所农村寄

宿制学校和改造6所乡村小规模学

校。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不仅要

让孩子“有学上”，还要让孩子“上

好学”。为此，嘉禾县着力提升教

师待遇，让教师有满满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县里按学校行政村（含自

然村）所在地、乡镇政府所在地每

人每月300元、150元标准，发放乡

村教师人才津贴；根据教师在乡镇

工作时间，发放每人每月 200 至

500 元不等乡镇工作补贴；按照小

学每班每月 120 元、初中每班每月

140 元标准，发放班主任工作津贴

……

教育扶贫，一个都不能少。广

发镇 11 岁的李跃（化名）性格越来

越开朗，每天保持着笑容，还能认

识一些简单的字了。李跃是一名

智力障碍学生，老师每周都会到他

家中进行康复指导和教育教学。

看到老师到来，李跃高兴得手舞足

蹈，面部表情和眼神交流也越来越

丰富。

据了解，在嘉禾县像李跃一样

的“折翼天使”有 133 人，为保障他

们能上学受教育，该县出台特殊教

育送教上门工作实施方案，建立残

疾儿童教育保障制度，完善适龄残

疾儿童“一生一案”，压实责任，细

化措施。各乡镇、相关部门及学校

齐抓共管，让“折翼天使”也能接受

高质量教育。目前，该县已对 133

名残疾儿童实施送教上门。

斩断“穷根”点亮希望

“在厂里和师傅真刀实枪地学习数控维修，收获特别
大。我们可以掌握不少岗位技能，增加就业‘砝码’。”7月
13日，常德财经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筹）智能制造系数控技
术应用专业学生王欢，兴致勃勃地分享跟岗学习体会。王
欢也是中联产业学院中联一班的学生。6 月 5 日开始，中
联一班第一批 20名学生来到常德中联液压有限公司跟岗
实习，提升技能。

近年来，常德财经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筹）实施大企业
合作战略，探索“产教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该
院与常德中联重科液压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双
方在校企对接、人才培养、产线建设、培训班级安排、员工
培训需求、技能等级鉴定等方面达成共识，并成立中联产
业学院“中联冠名班”。双方根据用人单位岗位需求，共同
制订培养计划，实现精准办学。

为落实产教融合，提升跟岗实习效果，该院将“中联班”
学生分成两批送入企业，采取一对一的现代学徒制方式跟岗
实习，每批实习两个月。同时，企业总经理和一线经验丰富
的技师将来学院上课，包括企业文化、制度与产品共计71课
时。该院老师也将去企业顶岗学习，与实践接轨，真正实现
师资、课程、实训等院内外人才培养资源共享，以培养高素
质、高技能人才，服务区域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李德珑）

常德财经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筹）

校企合作出实招 精准育人谱新篇

脱贫攻坚看嘉禾

杨雄春 梁 辉 严万达

“彩线、五金等配件材料园
区直接供货，包装盒就近订制，
大大节省企业时间与成本，保障
了所有订单顺利落地。”7 月 11
日，永州市蓝山经济开发区永州
信一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肖松
林高兴地说。依托本地产业配
套和供应链优势，蓝山县轻纺制
鞋（皮具玩具）产业链来势强劲。

近年来，蓝山县积极承接粤

港澳大湾区皮具玩具产业转移，
竭力打造中国皮具箱包创新之
都。推行强链工程，规划建设总
投资60亿、占地4000多亩的皮
具箱包科技产业园，能容纳皮具
箱包及上下游配套企业 400 多
家。开展产业链招商，出台系列
优惠政策，先后引进皮具箱包和
玩具企业 80 多家，落地投产 50
多家，实现集群式、抱团式发
展。强化服务，创新采取“边建
设、边装修、边招商、边招工、边

生产”工作方法，使标准厂房二
期比原计划提早100天竣工，帮
助 8 家皮具玩具企业提前复工
复产。今年该县已为企业减免
各类税费2000多万元。

蓝山皮具玩具产业逆势上
扬。今年上半年，该县集中开工
签约重点项目中，60%为轻纺制
鞋（皮具玩具）产业链项目。全
县轻纺制鞋（皮具玩具）产业链
企业发展到120余家，占全县企
业总数70%。

蓝山县：皮具玩具产业来势强劲

近年来，农业银行永州江
华支行认真落实金融扶贫责
任，突出以国定贫困县贫困妇
女为主体的信贷扶贫，取得较
好成效。至 6 月底，妇女贷投
放达到 1.19亿元，8918名贫困
妇女受益。

该行瞄准全县建档立卡贫
困妇女超过万人的关键环节，
在上级行的鼎力支持下，深入
落实联动贫困妇女、县扶贫组
织、扶贫实体的三方协同扶贫
机制，着力为贫困妇女量身打
造了具备低利率、免费用、信用

用款的专项贫困妇女扶贫贷。
同时采取受理、调查、审查、审
批、用信“五集中”便捷新模式，
并运用资金集中投放、按人按
年分红受益的稳健扶贫方式，
保证了贫困妇女享受了精准扶
贫的红利。 （雷振华）

农行江华支行突出妇女贷扶贫

今年以来，农业银行永州
新田县支行主动担当脱贫攻坚
重任，致力于国定贫困县项目
扶贫，取得较好成效，至 6 月
底，为当地新增授信 3.45 亿

元，新增精准扶贫项目贷款投
放达 2.1 亿元，提前半年超额
完成扶贫资金投放。

该行着力推进小额贷款扶
贫的同时，把牢提供全县清洁
能源和高质量医疗保障根本

点，创新实施“一把手总负责、
分管领导负细责、扶贫团队负
实责”的“三方连责”新制度，落
实“项目扶贫责任缺失追责到
岗到人”的新考评，同步与三方
人员的绩效工资、个人升迁、评
优评先“三挂钩”，保证了舍子
源风电及县人民医院提质改造
项目扶贫贷款精准落实。

（雷振华）

农行新田支行精准推进项目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