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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乡县水利工作纪实

兴一方水利 增民生福祉

车德红 冯 宇
水是生命之源、生存之本、生产之

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
我国治国安邦的大事。地处洞庭湖区
腹地的安乡县北顶长江“三口”（松滋
口、太平口、藕池口），西连澧水，南抵洞
庭，是长江泄洪与澧水注入洞庭湖的必
经之地，素有“洪水走廊”之称，老百姓
形象地称之为头顶三瓢水，脚踩一盆
水，腰上还挎着一袋水。

水情是安乡最大的县情。近年来，
安乡全县上下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
治水方针，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千方
百计强化各类保障，倾力打造民生水
利、生态水利、资源水利和工程水利，有
力保障了全县防洪安全、饮水安全、用
水安全、河湖生态安全。

安乡县以兴水利、除水患，保护水
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实践，心系民生福
祉，为治国安邦大事贡献县域力量，正
在绘就治水安乡的壮丽画卷。

众志成城保安全
兴修水利利长远

安乡是典型的湖区县，防汛是每年
的标配，防汛抗灾是每年要念的经、要绷
紧的弦。作为“洪水走廊”更有它的特殊
之处：全县共有一线临洪大堤420公里，
居全省各县（市区）之首，分别占全省和
全市一线临洪大堤总长的八分之一和五
分之二，有各类穿堤设施213座。

今年 7 至 8 月，受长江中游，特别
是沅澧流域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安乡面
临自 1998 年以来最严峻的防汛形势，
全县 16 个水文站点全部超过警戒水
位，其中，超过警戒水位一米左右的站
点达13个，超保证水位站点2个，安乡
是长江洪水入洞庭的“北大门”，率先进
入警戒水位，是全省防汛的重点区域和
前哨阵地，由此，安乡防汛成为洞庭湖
防汛的“风向标”。此次洪水水位高、持
续时间长、超警站点多，迎战高洪 42
天，召开汛情会商会50多次，出动劳力
30多万人次，处理各类险情153处，以
车代仓 1200 辆 4000 吨、以船代仓 10
艘2万吨防汛砂石，取得了防汛抗灾保
卫战的圆满胜利。

汛期就是命令，7 月 3 日清晨，县
城站水位达到警戒水位后，县委书记、
县防指政委张阳立即作出指示，要求
全县迅速启动防汛应急Ⅲ级响应，全
县各级各部门取消休假，全力以赴防
汛抗灾。县委副书记、县长、县防指指
挥长陈德立即赶到县防指坐镇指挥调
度全县防汛抗灾工作，每天召开一次
防汛会商会，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
变化。

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汛情情况，
副县长、县防指常务副指挥长周宏林
精细调度、精准施策，指示县防指先后
下达了关于各级领导到位、明确查险

要求、做好农业救灾补损等各类指令、
通知、通报近300多份，科学调度各分
指、乡镇指挥所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为防汛抗灾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全县上下闻令而动，与洪水展开一
场殊死搏斗。

71岁的曾广柏与43岁的曾建华父
子同时上堤，防守大鲸港镇松滋河堤
段。父亲曾广柏曾担任大鲸港镇五合
剅社区副书记，参加过1998年抗洪，还
获得“1998 抗洪救灾先进个人”称号。
曾建华接过父亲的接力棒……

安康乡仙桃村70多岁的孙银清是
五保户，反复要求参加防汛值守。大鲸
港镇小湾社区建档立卡贫困户李厚洋
主动申请加入防汛志愿者队伍。

安乡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和志愿者众志成城迎战此次
高洪，取得了防汛抗灾的决定性胜利，
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大局稳定。胜利来自于上下勠力
同心，来自于科学调度有序统筹，也来
自于驰而不息的水利建设。

近三年来，安乡县克服一切困难，
筹措资金6.5亿元，投入洞庭湖北部水
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完成主干渠疏挖

990多公里，新建和改建各类水利工程
建筑物 58 处，新建和改建豆港、毛耳
渡、书院洲、祝家渡等泵站 10 处 30 台
9500千瓦，同时有45处水利工程建筑
物、15处机埠及其配套工程已开工。

水利建设的“高筑墙、广积粮”，才
使得几乎每年必打的防汛一战胜得从
容不迫，并且将胜利延续。

今年 10 月，安乡又掀起了一年一
度的水利建设热潮。到目前为止，6处
新建的砂砾围子、引水调枯、四个重点
中型灌区(仙桃灌区、六角尾灌区、安造
灌区、安昌灌区)节水改造项目和涝区
建设全面开工建设，机电常规维修，沟
渠常规疏浚养护有序推进。

村村都通自来水
安全饮水全覆盖

安乡是名副其实的“水窝子”，和湖
区一些县一样也存在着“水窝子”里喊
渴的现象。由于季节性缺水、水质性缺
水等其他原因，安全饮水问题时常困扰
着安乡，特别是占全县总人口82%的农
村地区比较突出。

按照“城乡供水一体化、区域供水
规模化、工程建管专业化”要求，将全县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布局分成黄山头水
厂、县二水厂和同
兴水厂供水区三大
片区，由三个规模化大水厂供
水。

2019年8月19日黄山头
大水厂建成通水，彻底解决了北部20
万农村居民的用水问题。

2019 年开工建设同兴水厂，2020
年建成通水，可解决安保垸 16 万农村
居民用水问题。

2020 年，该县实施的安障乡城乡
供水一体化工程可解决 2.5 万农村居
民用水问题。县二水厂区域内 9.5 万
农村居民用水对接后，该县农村 48 万
人供水将水量充足、水质达标。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部分地区自来水
供应达不到群众需求，百姓呼声不断。
为此，安乡县积极争取上级项目支持、
自筹融资，在投资近2亿元的黄山头大
水厂建设完毕、投资近1.5亿元的同兴
水厂正在抓紧建设的基础上，投资
1000 多万元对小水厂升级改造，得到
了群众的高度认可。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穷财政也要
干大水利在安乡全县上下形成了广泛
共识。通过上级投，县级配，群众筹，社
会融等方式，“十三五”以来，全县共投
入建设资金近6.6亿元，建成24座农村
水厂和1处县城自来水延管工程。

截至目前，安乡县 172 个农村村
（居）全部接通了自来水，自来水通乡、
通村率均达到100%，自来水普及率达
98%以上，处于全省、全市的领先地位，
实现了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

“我们将积极做好‘十四五’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规划，争取上级资
金投入和项目支持。”据介绍，安乡县计
划投资10 亿元，用于小水厂管网升级
改造、水质检测中心建设、信息化系统
建设及二水厂农村部分水源建设等。
工程建成后，可将不安全的地下水饮用
水源统一替换为地表水水源，全县农村
居民用水将与城镇居民用水“同网、同
质、同价、同服务”。

河湖长制“蹄疾步稳”
河湖再现水清岸绿

近年来，安乡县按照上级河长制工
作要求，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
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在全县湖泊实施

湖长制的意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
河湖长体系，全面落实好了河湖长制工
作要求，开启了协同推进水资源保护、
水生态改善、水环境优化，确保水安全
的新局面。

河长干什么？安乡结合自身特色，
成立的县、乡、村三级河长制工作委员
会，明确了河长工作职责，逐级落实了
河长制工作任务。同时，全面完成了

“一河（湖）一策”的编制工作。针对安
乡县境内河湖众多，水网复杂的特点，
还率先建立了河湖警长制度，县公安局
8名班子成员分别担任全县8条主要主
干支流河道警长，协调领导河流沿线乡
镇派出所警力，维护河湖安澜。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河长制，凝聚起
最广泛的共识，形成全社会支持河长工
作、共同保护赖以生存的水资源的浓厚
氛围。连续 3 年来，安乡县利用“世界
水日”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通过
宣传展牌、流动宣传车、骑行活动，对居
民特别是各中小学学生发放宣传手册、
致全体安乡人民的一封信，让“河长制”
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按照常德市河长办统一
规划，全县制作安装了300多块县、乡、
村级河湖长制公示牌，实现了河湖全覆
盖，接受公众监督。此外，安乡多次利
用手机报、电视台等媒体，对河湖长制
工作进行广泛宣传，做到河湖长制工作
人尽皆知、全民参与。

河长怎么干？安乡县确保了县级
河长巡查每月至少一次，带动了基层乡
级河长巡查每旬至少一次、村级河段长
巡查每周至少一次，发现问题立即交
办、立即处置，维护了全县河湖生态环
境安全。联合环保、水利、渔政等部门
全面整治“僵尸船”13艘，建立了“僵尸
船”集中锚泊区，确保了全县河道水域
航运、防洪、生态安全。目前，全县完成
了县级 9 条和乡级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任务，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已于
2018 年年底完成建设任务并通水试
机。

河长制工作点多面广，如何抓住主
要矛盾，做到突出重点各个击破？安乡

统筹推进治污治岸治渔，强化了自来水
取水口的污染防治措施，拆除了位于取
水口附近的桂林、政鑫砂砾码头、鑫业
环保砖厂、鑫胜搅拌场，责令络维服装
公司停产搬迁，保护了自来水水源安
全；拆除了安障乡新剅口外洲养鸡场、
陈家嘴四分局外洲养殖场，清除了堆放
在堤防范围内的畜禽养殖垃圾。

县里出重拳积极开展河湖“清四
乱”工作，砍除河道外洲违法栽种的欧
美杨 30 多万根；严厉打击了非法采砂
行为，加强河道巡查，抓获非法采砂现
场共 7 次，扣押非法运输船只 4 艘，非
法吸砂船只 2 艘，非法改装运输船 1
艘，非法挖砂铲车一辆，按照相关法律
进行水事案件处罚共计 32 万多元；强
制清除河外洲矮围网围4处，清除河道
内渔网28482米，开展了非法捕捞专项
整治，确保每年开展联合执法行动4次
以上，日常巡查检查每周 2 次以上；全
面清运了违规堆放在河道沿岸的全县
88 处砂砾 625080 吨，全力建设新的 6
个砂砾堆场。

全县每年投入大量河道保洁整治
资金，并成立河道保洁工作领导小组，
全面开展河湖垃圾专项清理，做到不留
死角。成功收回县境内哑河、湖泊公益
性水面。通过加强领导、加大宣传、加
速治理、全民参与，安乡县各级河长们
正努力把河道变得水更清、岸更绿，景
更美。

今后，该县将落实上级指示精神，
按照县委、县政府“绿色发展、水韵安
乡、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工作部署，围绕防汛保安、水利建设、水
环境治理等，争取重点垸堤防加固、洞
庭湖北部水资源配置、灌区、涝区治理
项目落地实施，进一步完善“十四五”水
利、水安全、农饮、水土保持规划编制，
为县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努力实现

“水韵安乡”的美好愿景，提供水利基础
保障和资源支撑。

真抓实干在湖南

黄山头水厂效果图。

安乡县豆港泵站。

安乡县委主要领导考察蔡铺溪堤防滑坡险情。

(本文图片由安乡县水利局供图)

湖南体彩
官方微信

·体彩之家·

近日，由湖南省体育局组织开展
的“2019-2020 年度体育新闻优秀
作品征文活动”结束评选。在所有符
合参评条件的 81 份新闻作品中，最
终共有55份新闻作品获奖。由红网
体育选送的作品共有四件荣获一等
奖，其中一件为《公益体彩 在你身
边》专题。

“2019-2020 年度体育新闻优
秀作品征文活动”旨在为系统整理湖
南体育宣传的优秀成果，认真总结全
省体育新闻报道工作的先进经验，调
动广大新闻工作者宣传湖南体育的
积极性。评选通知发出后，共收到包
括新华社（湖南分社）、中国体育报

（驻湖南记者站）、湖南广电、湖南日
报、湖南红网等各大新闻媒体选送的
新闻作品近百件。优秀作品奖分为
文字类、广播电视类、图片类和新媒

体类四大类。
“公益体彩 在你身边”专题是

“公益体彩 在你身边”特色宣传报道
与传播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为了进
一步宣传体彩公益金的使用，让老百
姓们看到身边的“公益体彩”，让社会
感受到“责任体彩”的分量，2020 年
3 月至 10 月，在湖南省体育局的指
导下，湖南省体彩中心联合红网，组
织媒体采访团持续开展“公益体彩
在你身边”特色宣传报道与传播活
动，在全省各市州走访采风，对市州
体彩代销者，湖南省体育局定点扶贫
点朱溪村村委会、村民，张家界杨家
溪体育公园、邵阳雨溪社区、株洲湘
江风光带、道县文体公园等体彩公益
金支持的全民健身场所，省体育局下
属运动管理中心等多个单位及个人
进行走访采访，就“公益体彩 在你身

边”这一主题进行了融媒体专题报
道，梳理了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脉络，全方位展示了体彩公益
金的使用途径以及取得的成效。

2020年11月27日还举行了“公
益体彩 在你身边”新闻通气会、沙龙
论坛暨“公益体彩助力奥运 百万图
书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展示本次
活动成果，以及体彩公益金背后的温
暖故事，并发布湖南体育彩票 2019
年社会责任报告书、展示体彩吉祥物

“乐小星”等，并邀请湖南省体育局相
关领导、湘籍奥运冠军、体彩从业人
员、普通运动员代表、体育场馆管理
员等体育行业代表参加，通过分享鲜
活事例、翔实数据，集中展示体彩公
益金惠及民生、惠及百姓的成就。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体育
彩票以“来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发行
宗旨，致力于建设“负责任、可信赖、
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汇
聚万千购彩者的公益爱心，筹集公益
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
发展。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到为社
区捐赠体育器材、助力全民健身活动
开展，体彩公益金已经悄然进入大家
生活的方方面面。公益体彩就在大
家身边，让更多快乐和美好发生。

（孙 涛）

12 月 21 日，冬至时节，“中国体育
彩票”2021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湖
南会场）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武陵
源景区黄石寨举行。本次新年登高吸
引了 5000 名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参与，
选手们呼朋引伴，登高远望武陵源绝美
风景，共同迎接 2021 年的到来。本次
活动得到了中国体育彩票的大力支持。

上午10时40分，活动开幕式在张
家界武陵源景区森林公园门票站广场
举行，极具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点燃
现场氛围。随着发令枪的响起，户外
爱好者们摩拳擦掌，怀着对新年的美
好憧憬与祝福，途经大氧吧广场、前山
游道，最后抵达黄石寨山顶。

“新年登高非常有意义，既可强身
健体，也能饱览武陵源美景，以后我还
会坚持参加这类登山健身活动。”60岁
的赵爷爷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经过激烈角逐，叶朝阳以 20分 50
秒的成绩成功登顶获得男子组第一
名，熊思思以 26分 36秒的成绩拿下女
子组冠军。

在活动现场，随处可见“中国体育

彩票”字样，大家身穿的运动坎肩上更
是写着：全民健身 体彩同行；在沿途
线路指示标上，同样写有“中国体育彩
票”字样。让参赛者在享受冬季武陵
源美丽风光、锻炼身体的同时，通过体
彩宣传标语，来了解到中国体育彩票

“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感
受体彩“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公益
理念，对中国体育彩票有更多、更深的
认识。

今年已是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

第五次落户张家界黄石寨。本次大会
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国家体育总局
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湖南
省体育局承办。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作为国家
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
金广泛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
的发展。截至 2020 年 12 月 26 日，中
国 体 育 彩 票 已 经 累 计 筹 集 公 益 金
5645.68亿元。 （周雨墨 关 宁）

“中国体育彩票”2021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
（湖南会场）在张家界武陵源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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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2021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湖南会场）在张家
界武陵源举行。

“公益体彩 在你身边”专题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