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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动态

黔东南州积极发展生态渔业

稻香鱼肥 “丰”景如画
郭红宇

稻田鱼游鸭叫，湖库鲢鳙跳。入秋后的黔
东南州处处是丰收景象。

氵舞阳河畔稻鱼肥

黄平县旧州镇依托丰富的稻田和水资源，
在稻田的四周修建宽 1米、深 1米的水渠开展
传统的稻花鱼养殖，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多
收”，提升稻田利用率，增加农民收入。

47岁的田仁福是旧州镇大碾房村人，7年
前为照顾家人回乡创业。

“过去田地分散，稻米和鱼种植养殖后只够
自己吃。”田仁福说，我们承包了200亩地，就是
希望能壮大规模，带着大伙种植养殖获增收。

据了解，稻花鱼养殖是每年 5月投苗，8月
捕捞。期间，稻花鱼可吃飘落稻花和虫卵，一
般长到 1斤时可捕捞，全程无饲料喂养。该养
殖基地每年产量万余斤，吸引了凯里、西江等
地的客户来采购。

“完全不愁销路。”田仁福说，春天收洋芋，
秋天有鱼和稻谷，一年下来有三次收成，产值
超过 100万元。

在田仁福等 7 个合伙人的带动下，旧州
“稻+渔+洋芋”模式覆盖超过 1000亩地，越来越
多的都市人得以品尝稻花鱼的美味，大碾房村
的居民也因此增收。

“我们正在努力发掘，培养更多龙头企业、
致富带头人，扩规模、增产量，然后是建立标
准，让更多人因为稻渔产业受益。”黄平县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刘卫江说。

梯田里的稻鱼鸭

黔东南州从江县加榜梯田，是中国景观最
好的梯田之一，世居于此的苗族人民坚持“稻
饭鱼羹”，也创造了稻鱼鸭种养共生模式。

谷雨前后，人们把秧苗插进稻田，随后投
入鱼苗，待鱼苗长到两三指宽，放入鸭苗。水
稻收割前期，迁鸭捕鱼，稻谷收割后再将鸭迁
回田里。2001年，这套代代传承的循环农业模
式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指定为全球重要
农业遗产系统遗址。

在保持传统模式的同时，近年来，从江县

还引进科学的养殖技术和管理模式，以提高产
量和效益。

“这亩稻谷还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割。”吴老
向是加榜乡加页村人，今年他拿出一亩地给该
县水产站做试验田，种香禾糯，还增加了鱼苗
投放数量。

“秧苗和鱼苗都是县里给的。”吴老向说，
他打算把试验田收的糯米和鱼都卖掉，收入能
增加六七千元。

从江县农业农村局高级水产工程师顾泽谋
介绍，今年全县规划了10个示范点，通过在稻田
里开挖沟溜、增加水体深度，提高鱼产量，等到
试验成熟，会在更多区域推广，帮助农民增收。

从网箱到大水面及综合种养

三板溪水电站，位于清水江下游的锦屏

县。2006年建成蓄水，形成近 80平方公里的
水域面积，周边村民开始在水库进行网箱养
鱼，现年 54岁的河口村村民张文安就是其中
之一。

“从我太爷爷那辈起就在江上打鱼。”张
文安说，以前都是在江里捕捞野生鱼，水库
建成后大家就用网箱养鱼。

高峰时，仅锦屏县内的三板溪库区，就
有 2 万多个网箱。饵料和鱼类排泄物日积月
累，库区总氮含量严重超标，水体富营养
化，自净能力大幅降低。

为修复水生态，锦屏县决定全面拆除库
区水域的养鱼网箱。到 2018 年 6 月，库区养
鱼网箱及相关养殖设备全部拆除上岸。

2019年，贵州省生态渔业锦屏县有限责任
公司成立，在库区开展大水面生态增养殖，上
岸渔民张文安成为公司的一名护鱼队员。

“去年，我们捞到一条 60 多斤重的花
鲢，现在还在上级农业科研部门展览。”张文
安说，他已经 20 多年没捞到过这么大的鱼
了。

经过两年发展，贵州省生态渔业锦屏县
有限责任公司不仅获得有机鱼认定，其以
鲢、鳙等鱼类滤食库区水体浮游生物，“以水
养鱼，以鱼净水、以鱼控藻、以鱼增效”的
增养殖模式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既要保护生态、也要壮大产业，帮产区
居民增收。”贵州省生态渔业锦屏县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赵谱远介绍，除三板溪库区、卦
治库区、白市库区 8 万余亩的水面作为大水
面增养殖项目外，他们还实施了稻田综合种
养、山塘生态渔业、水产苗种场等项目，与
群众、村集体建立利益联结，解决临时用工
300余人次。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走进赤水市长期镇凤仪村，金钗石斛基

地内，村民袁富国打开水闸，基地内的管网
立刻喷出水花，金钗石斛在甘泉的喷灌下欢
快生长。

近年来，赤水市充分利用林下闲散荒山
荒地，结合金钗石斛喜阴喜湿特性，创新采
取林下的自然栽培和垒石栽培方式，全市金
钗石斛种植面积近 10万亩，年产鲜条约 6000
吨、鲜花 1000吨，年供苗能力 2500万丛，全
市金钗石斛种植面积和产量已占全国 90%以
上。

在赤水市金钗石斛产业蓬勃发展的背
后，离不开赤水进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促
进灌溉方式的改变。

自 2006 年 1月以来，赤水市中小型灌区
就基本不再收取水费，“无偿用水”渐渐地在
广大农民群众的心里扎根。

长期的“无偿用水”，导致水利工程损毁
无钱维修，管道破损，存在跑水漏水现象，
水利工程无法发挥效益。加上不少用水群众
节水意识不强，水资源浪费严重。

2018 年 4 月，赤水市列入省级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试点县，积极谋划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的各项工作，着力推动农业用水“大锅
水”变为“商品水”。

先算收入，再谋项目。赤水市成立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强化组织保障，还
出台了改革方案，以水价机制为核心，以奖
补机制为保障，以工程和计量设施建设为硬

件基础，以“总量控制、定额管理”为制度
基础，以工程管护机制为重要依托，统筹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形成促进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政策合力。

在 管 理 服 务 方 面 ， 赤 水 市 建 立 了 以
“农民用水户协会+村水管员”的管理服务
体系，将工程的管护职责和水费计收明确
给用水户协会，发挥用水户协会在水费计
收和工程管理上的优势，制定管理制度和
管水人员。同时，窗口缴费成功入驻乡镇
政 务 大 厅 ， 方 便 用 水 群 众 缴 费 。 通 过 协
会，架起灌区与农民用水户之间的桥梁，
提升管理水平。

此外，为鼓励灌区群众节约用水，赤水
市印发了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相关办法，确

定额内灌溉用水价格、精准补贴标准、节水
奖励标准和超定额用水累计加价标准，督促
用水户由过去的粗放式灌溉向节约型灌溉转
型。

赤水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本着“节奖超
罚”的原则，通过节水精准补贴机制，发挥
价格杠杆作用，激发节水潜能，倒逼节水动
力，有效遏制了地下水超采，促进农业节约
用水，对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过三年多的推广，赤水市农业用水
“商品水”概念已深入人心，农业灌溉实
现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有效灌溉
面积逐年增加、节水效率逐年提升，成效
显著。

赤水市农业：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
万 陶

本报讯 （张著豆 李明锋） 近日，凤山水
库工程大坝齿槽及垫层混凝土 834高层以下最后
一仓坝段常态混凝土开仓浇筑完成，标志着大坝
基础工程垫层混凝土浇筑完工，将全面进入碾压
混凝土施工阶段。

凤山水库工程大坝为碾压混凝土重力坝，主
要由左岸挡水坝段、表孔坝段、电站坝段、进水
口坝段以及右岸挡水坝段等组成。坝顶高程为
912 米，坝基最低高程 822 米，最大坝高 90 米，
坝顶长度 281米，从左岸到右岸共分 11个坝段。
主河床布置溢流表孔坝段，左、右岸布置挡水坝
段。挡水坝段坝顶宽度 10米，上游向外侧悬挑 1
米，坝顶设 1.2米高防浪墙，墙顶高程913.2米。

凤山水库工程是国家 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
利工程之一，是贵州省“十三五”水利规划建设
龙头项目，同时也是黔南州首座大型水库工程。
工程总投资 45.4 亿元，工期 48 个月，水库总库
容 1.04亿立方米，工程任务以城乡生活和工业供
水为主，兼顾发电，并为退还挤占的生态、农业
灌溉用水创造条件。水库建成后，将有效缓解福
泉市、瓮安县经济社会发展对供水的迫切需求，
进一步提高区域城镇居民生活用水保障，助推新
型城镇化进程。

黔南

凤山水库工程大坝

基础工程浇筑完成

本报讯 （孟乘帆） 近日，三穗县金昌沟水
库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金昌沟水库工程位于三穗县台烈镇，属长江
流域沅江水系清水江一级支流岑松河上游平溪河
段，主要任务是供水及灌溉。工程概算总投资
2.46 亿元，工程规模为小 （1） 型，于 2016 年 2
月正式开工建设，2019 年 9 月通过下闸蓄水验
收，于近日顺利通过竣工验收，项目法人为黔东
南州水利投资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可保
障台烈镇及周边村寨2.3489万人以及三穗鸭产业
示范园区 1.05万亩灌溉面积，有力保障人居饮水
安全，推动三穗县“一县一业”产业发展壮大，
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水动力。

三穗

金昌沟水库工程

通过竣工验收

本报讯 （张汉书）“想得真周到，这张供
水保障明白卡让我们一下就清楚喝的水从哪里
来，怎么来的。同时，上面有责任联系人和电
话，遇到问题可以精准找到人，真是太用心
了。”走进德江县钱家乡曹家村，村民李政权指
着张贴在自家墙上的供水保障明白卡，满怀感慨
地说。

为提高群众饮水安全知晓率，德江县在 22
个乡 （镇、街道） 344个村2926个组家家户户屋
前醒目位置张贴饮水安全“明白卡”，积极引导
群众关心了解参与到安全饮水管理当中，持续提
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农
村饮水安全“明白卡”，宣传内容包括工程名
称、水源地、供水方式、供水范围、供水流程、
水质标准、管理服务及监督电话等，“明白卡”
既畅通了群众饮水安全的监督渠道，也提高了饮
水安全监管水平。

据了解，该县全面落实了县、乡级政府主体，
水务、卫健、环保等部门行业监管、农村饮水安全
运行管理机构“三个责任”制度机制，全面加强了
农村饮水安全规范化运行管理，形成了“以水养
水”良性循环。全县 795 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落
实了运行管护人员，制定了运行管理制度。并采
取发改核定批复、群众一事一议讨论等方式确定
水费收用管理制度，全面提高了农村供水保障服
务水平，健全完善了各项工程运行管理责任体系。

德江

发放饮水安全“明白卡”

畅通监管渠道

本报讯 （王廷健） 近日，开阳县水务局、
农业农村局、贵州省生态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单
位在开阳县东风水库投放6万余尾鱼苗。

据悉，此次投放鱼苗品种以花鲢、白鲢为主。
鱼苗投放后，可以保障东风水库滤食性鱼类的种
群密度，达到净化库区浮游生物、有效防治藻类和
富营养化的目的，从而增强水体自净能力。

东风水库位于开阳县城东南，周围开发有多
个住宅项目，还有环湖公园、开阳·麒龙城市广
场、开阳县第一中学、开阳县第五小学等，鱼苗
的顺利投放，将进一步改善东风水库生态环境，
确保水质安全。

开阳东风水库

投放6万余尾鱼苗

确保水质安全

锦屏县三板溪水库航拍。 杨良强 摄

锦屏县三板溪水库养殖基地起鱼现场。 杨良强 摄 黄平县旧州镇稻田鱼开捉。 郭红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