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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动态贵州省水库监测监管系统（一期）上线运行

实时监测确保水库运行安全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冉阿建

近日，贵州省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管理业
务培训视频会在贵阳召开，会上，由贵州省
大坝安全监测中心研发的贵州省水库运行及
安全监测监管系统 （一期） 正式亮相，现场
做了应用操作培训。该系统于近期上线运
行，我省水库大坝，尤其是小型水库大坝安
全监测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极大增强了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

据悉，贵州省水库运行及安全监测监管系
统具有综合查询、雨水情及视频监控、安全监
测、设备运维、风险隐患等八大功能，一期的
八大功能模块的架构开发已基本完成。系统通

过汇聚雨水情、安全监测、视频监控等终端设
备的监测信息，实现数据的采集、汇集和共
享，并结合行业标准和规范对采集的数据进行
挖掘、分析、统计、预警，实现水库安全及运
行风险的自动识别，有效监管大坝运行安全。
系统分为省、市、县及单个水库四级使用权
限，各水库运管单位通过系统，可实时了解水
库的运行状态，监视水库的现场情况，提高各
管理单位的运营效率，减少管理成本。

水库工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保
障，截至 2021 年底，贵州省有小型水库 2455
座，其中有 70％左右为上世纪 50至 70年代修

建，由于历史原因，建设标准低、设计深度不
够、建设质量差，存在年久失修、运行管护人
员及经费极度缺乏等安全隐患，水库大坝也存
在监测手段落后、监管手段不多等问题，不能
及时掌握水库大坝运行工况及安全形态，现有
的监测方式已不能适应水利高质量发展要求。

贵州省大坝安全监测中心主任余再康表
示，水库运行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提升水库运行及安全监测工作信息化能
力，实现及时信息汇集、挖掘风险隐患、实时
测报、科学调度，实现并提升“四预”功能，
确保水库运行安全非常必要。2021年 6月，贵

州省水利厅按照中央和省相关要求，全力推进
智慧水利建设，健全水库安全运行监测设施和
系统，落实常态化监测机制的有关要求，编制
了 《贵州省“十四五”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
安全监测设施实施方案及 2021 年度实施计
划》，按照省级统一实施、统筹建设原则，推
进监测设备终端建设和系统集成建设。目前，
2021年度计划的 367座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
181 座小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已完
成，贵州省水库运行及安全监测监管系统 （一
期） 和省级北斗卫星 GNSS变形监测解算试点
项目也基本开发完成。

“这几天天气好，河里面的鱼都成群结
队在产卵，到处都看得见。”“经常有人来
巡河保洁，河流环境好了，来旅游的游客
也 多 了 ， 我 们 的 生 活 是 越 来 越 有 盼 头
了。”……这是赤水市大同镇四洞村村民对
大同河河湖长制工作的肯定。

大同河位于赤水市大同镇，是赤水河
的一级支流。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近
年来，大同镇着力织密河长工作“三张
网”，打好生态保护“组合拳”。

织 好 “ 基 础 保 障 网 ”， 打 好 “ 制 度
拳”。按照河湖长制工作制度，大同镇相继
制定完善了河长述职、督查督办、信息报
送及通报等 6 项制度。大同镇现有县级河
长3名，镇级河长7名、村级河长 14名，三

级河长依照职责开展河道管理和日常巡河
工作。2021 年，大同河河长巡河 304 次，
发现问题 59个，整改问题 59个，清理河道
垃圾 1.5吨，与四洞沟景区、丹霞溪谷景区
形成了“鱼儿水中游、旅客岸上走”的旅
游发展格局。

织 牢 “ 生 态 保 障 网 ”， 打 好 “ 治 理
拳”。为治理污水直排现象，大同相继建成
了 8 个农村小型污水处理站，和原有的镇
污水处理厂形成了点、线、面全方位覆盖
的农村污水处理管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
到 95%以上。同时，根据“一站一策”退
出方案，精准摸排、分类实施开展镇内小
水电站退出拆除和复垦复绿工作，治理河
道生态系统。污水和水生态环境得到有效
治理，保护和修复了河流生态系统和独特

的自然、人文环境，为赤水河流域生态健
康贡献了力量。

织 细 “ 综 合 执 法 网 ”， 打 好 “ 监 管
拳”。组织建立由镇政府牵头，片区水务
站、农业服务中心、综合执法分局等单位
为成员的河流综合执法监管体系，负责开
展水环境应急事件处理、协调流域保护管
理、水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推进全流域
综合治理。依法关闭大同社区非法采砂
厂、清除网箱渔船和采砂船、清理非法捕
鱼竹筏、竹毫、地笼等，协调关闭了大同
河上游四川省合江县今九支镇向林造纸厂
等一批污染企业。

通过多方面、全方位构建大同河流管
理保护网络体系，大同河正在实现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绿色发展目标。

“以前很困难，大家都是背着蓑衣斗笠
趁下雨犁田，就是半夜三更也要出门，要
不雨停了就不能犁了。”凤冈县天桥镇齐心
村村民罗寿回忆起过去的艰辛，仍然记忆
犹新。

春季正值农耕时节，齐心村红油沙米
基地铧田机声响彻山间，村民们抢抓农时
犁田整理苗床、播种覆膜，为秧苗栽种做
好准备。

罗寿介绍，自从响滩子水库建成投用
后，给村民们带来了极大方便，土地灌溉
随时保障，粮食丰产增收。

响滩子水库灌区工程位于凤冈县天桥

镇龙凤村，地处乌江水系辉塘河右岸一级
支流——车米河。“十三五”期间，该工程
建成蓄水运行，解决了凤冈县天桥镇齐心
村和龙凤村、余庆县关兴镇沙堆村共两镇3
村 21组 3.65 万亩土地灌溉及辖区人畜饮水
问题。

齐心村依托响滩子水库充足的水源，
大力整治撂荒地，推进旱改水，发展稻油
轮作、玉米大豆复合种植，持续推进粮食
安全工作。还采取“党建+公司+合作社+农
户”组织方式，种植优质红油沙米，带动
当地群众创业就业，助推乡村振兴。

据了解，响滩子水库灌区工程于 2013

年 1月正式开工建设，2020 年 12 月竣工投
用。水库工程总投资 1.58 亿元，总库容达
295万立方米。

目前，凤冈县共建成具备灌溉功能水
库 32 座，续建水库 3 座，其中“十三五”
期间建成投用 4 座，库容达 2500 万立方
米，占全县总库容43.8%，为全县粮食安全
生产保驾护航。

凤冈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覃信文
表示，县水务局将紧扣新国发 2 号文件，
新谋划洋子溪、官田沟、白皂坝水库等重
点水源工程，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夯
实乡村振兴水利根基。

凤冈

加快水库建设 护航粮食安全
潘娅 马顺强 罗国松

本报讯 （罗冬梅 王利花） 近日，黔东南
州水务局为锦屏县敦寨镇集镇供水工程颁发了全
州首张全网上流程电子取水许可证，实现“一网
通办”将电子证照直接通过互联网送达至申请人
手中，真正实现了“零跑腿”，标志着黔东南州
正式步入取水许可电子证照“一网通办”时代。

取水许可电子证照是国务院确定的首批高频
推广应用的电子证照之一，是落实国务院深化

“放管服”改革、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全
面实行取水许可“一网通办”的具体行动，是黔
东南州水务局为落实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
措，是提升黔东南州取水许可政务服务规范化、
信息化、便利化水平的重要抓手，是提升黔东南
州取水许可审批制度、提升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的重要手段，本次“一网通办”服务工作颁发的
电子取水许可证对优化黔东南州营商环境和提升
行政服务效能具有促进意义。

黔东南州

实现取水许可电子证照

“一网通办”

本报讯 （张著豆） 近日，凤山水库大坝工
程提前完成 2022年度汛节点目标，为 2022年防
洪度汛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也为全面完成总体
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凤山水库大坝工程为碾压混凝土重力坝，主
要由左右岸挡水坝段、表孔坝段、电站坝段、取
水口坝段等 11个坝段组成。为了确保完成大坝度
汛高程，贵州省水投集团积极组织参建各方群策
群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想方设法提高
工作效率。针对现场实际，采取召开专题会、研
讨会等方式，及时解决在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难
题，科学组织、精心施工，加大人员配置和设备
投入，采取 24 小时人休机不停连续作业，有效
克服了各种困难，为确保工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年度度汛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该节点的顺
利完成，为今年年底前大坝填筑至 898米高程的
目标及工程整体建设全面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凤山水库大坝工程参建单位将以此次节点目
标提前完成为契机，持续优化资源配置、不断优
化施工方案、精心组织施工，在确保安全质量的
前提下，全力以赴推进工程整体建设。

凤山水库大坝工程

提前填筑至度汛高程

本报讯 （徐方晴） 近期，贵州水利水电职
业技术学院收到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关于学
院与美国贝佛大学合作举办的大数据技术专业专
科教育项目备案的正式复函，有关信息在教育涉
外监管信息网公布。此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自
2022 年起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年招生规模
为80人，学制3年。

该项目的获批，是继贵州水职院丝路学院成
功率先实现“走出去”办学且获得“中国—东盟
职业教育双百旗舰计划项目”之后，该院国际化
办学又一重要突破，标志着该院“双高”建设之

“国际交流与合作”子项目进一步取得阶段性重
要成果。

贵州水职院将严格按照 《中外合作办学条
例》 及其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依法依规办
学，加强合作办学的教育教学管理，保障合作
办学质量，提高双方全方位合作水平，更好地
利用所引进的美方优质教育资源，借鉴美方先
进教育理念和模式，使更多学生通过该项目获
得更大收益。

贵州水职院

首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获批

本报讯 （张汉书）“镇里建起了污水处理
厂，我们的生活污水通过管道直接进污水处理
厂，彻底告别了村子里的污水和臭水！”谈起正
式运行的镇污水处理厂，德江县共和镇的居民纷
纷称赞。

共和镇污水处理厂位于和平村，总投资
1400余万元，2020年 7月启动建设，2021年 11月
正式运行。目前，该污水处理厂已接入 689户居
民化粪池，日处理污水量达500吨。

“我县正在运行的城镇污水处理厂，采用氧
化沟、SBR、AAO等工艺处理后，出水水质均执
行一级 A 标。”德江县绿环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熊洪华介绍。

该县已投入运营的乡镇污水处理厂 14座，污
水处理规模为 1.17 万吨/日，配套污水主管管网
63.99公里，支管网 24.69公里，由乡镇人民政府和
县绿环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运维管理，出水水
质全部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县城污水处理厂 3
座，污水处理规模为 3.10 万吨/日，出水水质全部
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

据统计，该县 17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建成
投运，彻底改变污水的直排、乱排现象，有效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目前，县城污水处理率达
98%，城镇污水处理率达86%。

德江

17座城镇污水处理厂

建成投运

本报讯 （张愿） 近日，红花岗区海龙水库举
行2022年防洪抢险应急演练。

此次演练模拟海龙水库上游集雨区域内普降大
到暴雨，水库水位急剧上涨，海龙水库防洪抢险应
急预案和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启动，依次开展灾情上
报处置程序、防洪应急响应、指挥调度、紧急撤离
等演练科目。在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情报信息及巡
查组、抢险救援组、技术运行组、安全保卫组、医
疗救护组、后勤保障及疫情防控组等组织有序，迅
速就位，分工协作，圆满完成演练任务。

通过实战演练检验预案方案编制的合理性，进
一步磨合应急机制，进一步细化完善预案，增强预
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队
伍、物资、装备、技术等汛前准备，全面落实好各
项防汛措施，筑牢防汛防灾“安全堤”。

红花岗区海龙水库

举行防洪抢险应急演练

本报讯 （汪艳玲） 近日，江边窑水电站成功
完成第 1台转子吊装，这是江边窑水电站工程建设
又一重要进展。

此次吊装的 1号机组转子由转子中心体、转子
扇形体支架、大立筋、磁轭及磁极组成，最大直径
4.4 米，高度 4 米，是江边窑水轮发电机组最核心
的部件之一。发电机转子先后完成了转子支架组装
焊接、大立筋加工、磁轭叠装、转子热套、磁极挂
装及耐压试验等 6道主要组装工序。在贵定县江边
窑水电开发公司以及参建各方的精心组织下，确保
转子组装顺利完成并通过验收，各项技术指标满足
设计要求，质量优良。

贵定县江边窑水电站位于盘江镇白龙村，属乌
江水系清水河右岸一级支流独木河下游石板滩处，
是国家资源开发资产收益改革试点项目，投资 3.2
亿、装机 30MW，于 2018 年 12 月开工建设，此次 1号
机组转子吊装成功，为7月试机发电创造了条件。

江边窑水电站完工后，可为当地村民带来
1300 多万元的劳务费增收，同时采取集体土地入
股分配、财政贴息资金入股分配、中央财政补助资
金参股分配方式，支持项目涉及的长江村、白龙村
乡村振兴工作开展及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贵定

江边窑水电站

顺利完成1号机组转子安装

本报讯 （闫华 王健） 近日，台江县空寨水
库坝后电站成功并网发电。

据悉，该水电站位于台江县台盘乡巴拉河上，
总装机容量 10000 千瓦，水库总库容 6000 万立方
米，电站总投资 6885万元，其中中央小水电扶贫
资金 3000 万元，设计年均发电量 2531 万千瓦时。
空寨水库坝后电站建成发电并网，标志每年为台江
县台盘乡产生 180万元收益，直接及间接帮扶低收
入群体 1551户，受益近6871人。

台江县空寨水库坝后电站是水利部小水电扶贫
项目，业主为黔东南州水利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施工过程中，业主单位以党建为引领，凝聚共
识、汇聚力量，成功克服了超标洪水、冬季凝冻天气、
深基坑等重重困难，坚持质量安全环保优先原则，发
扬了诚实、求实、务实、崇实的精神，厚植工匠文化，
恪守职业道德，稳步推进。

台江空寨水库坝后电站

并网发电

赤水河畔大同镇岸绿景美。 付树湘 摄

航拍台江空寨水库。
（黔东南州水投集团公司供图）

赤水

织密河长工作“三张网”
打好生态保护“组合拳”

蒲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