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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动态以担当实干彰显为民初心
——贵州构建水利新格局的战略思考

樊新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水利举全行业之力，强力推进水利建设大会战、饮水安
全攻坚战、水旱灾害防御战、水生态保卫战、水利改革突围战和疫情防控阻击战

“六场战役”，在破解水利短板、助力脱贫攻坚中彰显了水利担当，创造“黄金十
年”的水利辉煌，被誉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

“十四五”开局，贵州人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新的向往和追求，对水资源、水安
全、水生态、水环境、水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由于贵州尚未形成水资源配置格
局和防洪减灾体系，水生态保护修复任务艰巨，兴水动力不够强劲，水利发展任重
道远。贵州水利发展如何定位布局，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命题。

总体布局 构建“一张大水网”

贵州水网是国家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
水网构架上以江、河、湖、库为骨干水源，以天
然河道和重要输配水工程为主干，以城乡供水管
网、灌区田间工程等为分支，以山塘、山泉等分
散水源为补充。区域布局上以黔中经济区为核
心，西北、西南、东南、东北为四翼，形成“一
核四区”贵州水网。

一核即黔中水网。以黔中水利枢纽、夹岩水利
枢纽、黄家湾、红枫湖、凤山等水库和洪家渡、引子
渡、东风、乌江渡等水电站及乌江、三岔河、六冲河
等天然河流为主构建水网，形成南北两条输水主动
脉，南部以黔中调水为主，北部以夹岩调水为主，远
期规划建设黔夹连通工程调剂黔中和夹岩两大水
源，统筹解决贵阳、贵安、安顺、遵义和毕节东部、都
匀、凯里等区域水安全保障需求。

四区即黔西北、黔西南、黔东南和黔东北区域
水网。以玉龙、彭家桥、双桥水库加高、双河等水
库和草海及洛泽河等天然河流为主构建黔西北水
网，主要覆盖解决六盘水市中心城区、威宁自治县
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安全保障。以马岭、英武、
美女山、兴仁、五嘎冲等水库和马别河等天然河流
为主构建黔西南水网，主要解决黔西南州和盘州
市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安全保障。以忠诚、下
江、黎平、黔东水利枢纽等水库和清水江、都柳江
等天然河流为主构建黔东南水网，主要解决黔东
经济区和黎从榕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安全保
障。以车坝河、花滩子、岩口、大兴等水库和锦江
等天然河流为主构建黔东北水网，主要解决铜仁
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安全保障。

发展动力 找到“两把金钥匙”

一是水价改革。水价改革是破解水利可持续
发展瓶颈的关键之举。我们应坚持节水优先，大力
推进水利工程水价改革，加快建立完善与市场需求
相适应、与水利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水价形成机制，充
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推进水资源高效配置和节水
型社会建设；要加快推进水利项目纳入基础设施
REITs试点，进一步盘活水利资产、提升水工程效益
和水资产价值，实现以水养水、以水兴水。二是依法
治水。推动贵州水利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法为器，科
学治水。“十三五”时期，贵州已出台《水资源保护条
例》《河道管理条例》《节约用水条例》等一系列地方
性法规，法治建设作用不断凸显。“十四五”时期，我
们应加大依法治水力度，积极推进农村供水保障、水
生态修复等方面的立法进程，加大执法监管，坚持铁
腕治水，全面建立行政权力精简高效、法规制度科学
完备、行政决策科学民主、行政执法严格规范的水利
法治保障体系。

治水思路 谋划“三大水战略”

一是留住区域有限水资源。贵州水资源相对
丰沛，但蓄水保水能力弱，水资源利用率不到全

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黔西北威宁、纳雍、赫章等
县区，年均降雨量只有 900 毫米，“十年九旱”，
发展受限。围绕“一核四区”水网布局，启动

“百库大会战”，全力推进水库工程、引提水工
程、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建设，进一步优化水资源
空间配置，尽量蓄引利用区域有限水资源，全面
提高水利工程供水保障能力。

二是保障高质量发展水需求。进入新发展阶
段，全社会对水量、水质需求将不断增长。下一
步，要加大投入，加快建设，构建水网体系，强化现
有水利设施运营管护，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抓
好农村供水保障，通过水价改革，运用大数据及企
业化管理手段加快水务一体化，创新水利投融资
体制，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保护水资源、改善
水生态、优化水环境、确保水安全，更好满足生活、
生产、生态用水需求，以水利高质量建设保障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是保护自然良好水生态。贵州生态底色
好，但水土流失严重，石漠化问题突出，保水保
土、生态修复任务依然较重。我们必须坚守两条
底线、肩扛上游责任，全面推行五级河湖长制，
铁腕推进“清四乱”，加快推进水土保持、重点
河湖水生态治理修复、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等工
程建设。坚持治山与治水相结合，坚持水利建设
和生态建设协调推进，建设一处水工程，打造一
处水风景，幸福一方百姓，持续在水生态文明建
设上出新绩。

区域水利 聚焦“四个主抓手”

一是编制好区域水规划。2021 年是“十四
五”开局之年，在我省 《“十四五”水利发展规
划》《“十四五”节约用水规划》《“十四五”水
及水产业发展规划》《“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
规划》 布局下，市县两级要结合区域发展实际和
需求，抓紧研究编制区域水利发展规划，按照

“五个结合”原则，为“十四五”贵州水利高质
量发展定好位、布好局，选好项目，算好发展大
账。

二是建设好区域水工程。推进以供水安全、
防洪安全、生态安全为目标，兼顾水电、水运、渔
业、旅游等水需求，以大中型水库为骨干、小型水
库为重点，统筹重点引调水工程，加快城市应急备
用水源建设，逐步构建合理配置的水资源格局，基
本解决区域性水资源短缺和工程性缺水问题。同
步推进中小河流治理、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农村供排水等工程，打造适应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水利工程保障体系。“十四五”，贵
州在加快推进夹岩、黄家湾、凤山等工程的同时，
加快推进“百库大会战”，新开工 100 座以上骨干
水源工程。

三是打造好区域水企业。充分利用各市县水
资源优势，打造以贵州水利投资集团为龙头，以
市县水利投资公司为支撑，以水利工程运行管
理、城乡供排水、生态渔业、天然饮用水、水利
风景等为重点，做强水企业，做大水产业，盘活
水资源，发展水经济，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水

动力。
四是运行好区域小水网。坚持以县域为基本

单元、市州为区域网络，统筹推进市县区域水网
建设和区域间水网协调联动，形成“省有省网、
市有市网、县有县网”纵横交汇、曲直随向、网
网相连、融会贯通的水网体系，推进水资源空间
配置更加优化。由市县政府通过水网和管水企业
统筹调控，在保证区域水安全的基础上，保障粮
食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实现水资源效能
最大化。

规划原则 坚持“五个结合”

贵州山地和丘陵占国土面积 92.5%，地形切
割较深、海拔落差较大、水资源时空分布不
均，加上山区农村群众居住分散，人高水低的
矛盾较为突出。因此，要有效破解贵州山区水
利保障问题，在规划上必须坚持“五个结合”
的原则。

远近结合上，合理配置当地水源和外调水源，
先当地后外调，近期配置方案要统筹考虑远期发
展用水需求，对年际来水蓄水用水放水要动态监
控、统筹调配。大小结合上，统筹江河湖库、山塘
山泉等大、中、小、微不同规模水源，连通互济，以
大补小，以丰补枯，确保区域供水安全。蓄引结合
上，统筹规划实施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
等不同水源类型，实现动态调配、优势互补，完善
供水格局。城乡结合上，统筹考虑城镇、工业、农
村、农业等不同用水对象，城镇供水向农村供水延
伸，扩大供水范围，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生产生
活生态用水结合上，既要考虑城乡居民生活生产
及渔业水运等用水，又要留足生态环境用水，根据
需求统筹调配，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好水
源综合效益。

行业作风 强化“六见”要求

“十四五”是贵州水利进入又一个发展“黄金
期”，省委、省政府明确要加大投入、加快建设。为
扩大投资、拉动内需，围绕“强省会”战略水安全保
障，即将启动“水利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工程项目
多，建设任务重，工作压力大。水利干部必须扛起
担当，强化见人、见事、见时间、见责任、见终端、见
成效“六见”求，确保每件事都有人具体抓、有时限
要求、有责任体系，每项工作都见到终端、落到实
处、看到实效。

发展理念 跳出水利“七看水利”

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上看。兴修水利、防治
水害历来是中华民族治国安邦的大计。党的十八
大以来，明确提出了一套系统科学的新时代治水
方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悟，重新审视水利发展
所处的历史方位、面临的机遇挑战和担负的时代
使命，胸怀“国之大者”，在更广阔的视野、更多的
维度、更大的格局中认识水利、思考水利，进一步
明确水利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

全和能源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和基础作用。
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历史转折点看。近年

来，贵州坚持以脱贫攻坚为统揽，加大投入建设
力度，加快破解水利短板，在助力贵州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时代大考中交出了圆满水
利答卷。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现代化的水利保障，水利不仅在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中持续发力，而且在乡村振兴、城镇化
建设中更是不可或缺。

从尊重自然的生态系统理念看。水，始终是
生态系统中最为核心的基础要素。贵州应坚持以
水定需、量水而行、因水制宜，重视节水治污，
重视生态修复，重视系统治理，统筹解决好因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坚决保
护好良好却又脆弱的自然水生态，不断做好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

从水安全保障的底线思维看。江河安澜、工
程安全关乎民生福祉和发展大局。当前，贵州正
处在水利基础设施补短板的关键时期，部分已建
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安全隐患较大，在建工程点多
面广线长，水利工程运行安全、度汛安全、施工安
全责任重大，要树牢安全红线意识，健全安全责任
体系，强化安全监管手段，提升安全保障能力，这
是水利发展的根本底线。

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上看。进入新发展
阶段，人民群众对水利的需求更高。我们应以高
质量发展为统揽，结合资源综合禀赋、区域发展
目标、流域综合规划，统筹谋划水利建设与生态
文明建设，使水资源空间配置更加合理，节水型
社会建设更加自觉，水生态修复治理更加坚决，
水法治保障更加完善，努力实现从工程水利、资
源水利到生态水利、现代水利的转变，实现水利
的高质量发展。

从经济社会发展大格局中看。贵州是“两
江”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要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坚守两条底线，扛起上游担当，围绕

“生态强省”战略，着力优化水资源空间配置，
构建适应“四化”发展的贵州水网，全面提升供
水保障能力；着力推进水生态环境的治理修复，
构建适应国家生态战略的河湖健康保障体系，实
现“两江”清水东南流；着力加强体制机制、水
利法治、人才队伍、监督体系、智慧水利等建
设，构建政治坚定、机制健全、制度完善、决策
科学、执行有力的保障体系，实现水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从人类治水历史长河中看。中华民族的文明
史也是一部辉煌的治水史。大禹治水、郑国渠、
都江堰、大运河、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都是中
国历史上的治水经典，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治水之
路。我们要科学谋划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水
利发展路径，坚持现实需求与长远发展相结合，
既要尊重历史，也要尊重现实，更要对得起未
来，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推动水利建
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
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让水利成为贵
州历史长河中永远的经典。

本报讯 （郭元志 龚波） 近日，
夹岩水利枢纽及黔西北供水工程传来捷
报，位于黔西市境内的北干 7标大堰塘
隧洞顺利贯通。

大堰塘隧洞总长 1305 米，设计流
量每秒 26 立方米，采用城门洞型。隧
洞穿越薄至中厚层灰岩，溶蚀较严重，
基层裂隙发育等不良地质，先后发生 4
次冒顶，揭露出多个较大规模溶洞。参
建各单位结合隧洞地质特点，采用“超
前预报、短进尺、强支护”等作业方
式，确保了隧洞开挖施工安全。大堰塘
隧洞的贯通，也标志着夹岩工程黔西片
区北干渠 7 标 8 座总长 7.17 公里的隧洞
全部洞挖贯通完成，距离夹岩工程实现
明年通水目标又近了一步。

夹岩工程

大堰塘隧洞贯通

本报讯 （张著豆 李明锋） 近
日，凤山水库工程大坝第一仓碾压混凝
土开始浇筑，标志着大坝工程正式全面
进入碾压混凝土浇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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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按期实现首仓
碾压混凝土浇筑目标，参建单位通力协
作，对碾压混凝土浇筑施工程序、过程
控制、重难点分析等进行了全面的技术
交底，对碾压混凝土现场施工工艺技术
方案进行了评审，确保浇筑过程施工安
全、质量符合标准。

凤山水库工程大坝

首仓碾压混凝土

开始浇筑

本报讯 (蒙啟)日前，荔波县拉毛
水库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拉毛水库工程为小（2）型水库，是
列入《全国抗旱规划实施方案（2014 年
—2016 年）》内的全省 81 座小型水库之
一。批复建设工期为 14个月，批复工程
概算总投资 6283.01 万元。工程于 2017
年 12月 6日开工，今年 9月 16日完工，是
一座以供水、灌溉为主等综合利用的小
型水库枢纽工程。工程建成后，能解决
荔波县玉屏街道时来村 8000 亩果园和
水尧村 300 亩耕地灌溉用水问题，解决
水尧村4183人的饮水问题。

荔波拉毛水库工程

通过竣工验收

系统治理后的威宁草海。 杨良强 摄

本报讯 （高明全） 近日，黔东南
州水务局组织联合验收组前往施秉县白
头旺水库开展截流阶段现场验收工作，
通过实地检查勘测、查阅资料、汇报
后，一致认为白头旺水库导流工程已基
本完成，具备过流条件，同意验收并实
施截流。标志着水库工程取得阶段性成
效，大坝主体工程将进入全面施工阶
段。

白头旺水库是全省在建重大水利工
程，属于中型水库，工程任务主要是防
洪、供水及灌溉，年供水量 7315 万立方
米，项目建成后将惠及施秉县城、城关
镇、杨柳塘镇等乡镇，受益人口约 7 万
多。工程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正式开工
建设，预计2022年 12月底大坝下闸蓄水
验收。

施秉白头旺水库

通过截流验收

本报讯 （王娇） 近日，黔西南州
水务局组织验收组在望谟县召开九羊水
库工程导（截）流阶段验收会议，通过现
场踏勘、查阅资料、座谈交流，听取参建
单位工程建设情况汇报以及讨论后，一
致认为九羊水库工程基本具备导（截）流
条件，同意导 （截） 流阶段验收。

九羊水库位于望谟县边饶镇翁道村
九羊组，总工期为 30个月，总投资 3.2
亿，属小(1)型水库，主要任务为解决边
饶镇集镇供水、产业园区供水以及灌溉
用水，同时利用弃水发电。水库正常蓄
水位 611 米，总库容 533 万立方米，年
供水量 836.6 万立方米，具有多年调节
性能。

工程建成后，可解决边饶镇集镇 2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和产业园区用水问
题。

望谟九羊水库

通过导（截）流阶段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