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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房水库水源地保护措施研究
杨!月

!大伙房水库管理局"辽宁 抚顺!""I%%T#

!摘!要"!大伙房水库是全国城市供水九大重点水源地之一"是辽宁省中部七个城市 #I%% 多万人口的饮用水源

地"水源保护工作尤为重要$ 本文分析了水源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重点叙述了水源地水质保护的具体措施"并

对水源保护工作提出了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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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伙房水库是全国城市供水九大重点水源地之一#

担负着辽宁省中部七个城市的供水任务#涉水人口达

#I%%万% #%%F 年#辽宁省批准成立了大伙房水源地保

护区#保护区以 "ISJS=等高线为主要参考标准#划分

为一级&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 大伙房水源地涉及

抚顺市三县一区和本溪市桓仁县#总面积 SPTSJPY=

#

%

#(水源地保护现存的主要问题

7J农村畜禽养殖和垃圾等点源是威胁水源水质

安全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在水源保护区内成规模的畜

禽养殖有上百家#年产畜禽粪便 $% 万1#年产农村垃圾

S% 万 1% 大伙房水源保护区养殖污水年产量达

#$I"JSF 万1#其中以养殖猪污染水排放比量最高#其

次是养殖肉牛%

BJ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农业发展水平不高#农

业面源污染严重% 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使污染物累

积性增加% 水源保护区内每年施用化肥约 T"V"1#各类

农药 PSFJ$1% 大伙房水源区共有耕地 V$J$ 万亩#主要

使用的化肥是氢氨&硫氨&尿素#而且使用量有逐年增

加的趋势%

2J保护区范围内矿山开采造成的植被破坏亟待

恢复#水土流失严重#入库河流带来较大泥沙#产生大

量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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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污水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严重不足#部分企业

将废水直接排入河道或通过渗坑排出#进入水库支流%

%(水源地水质保护措施

IJ"!工程措施

IJ"J"!设立封闭围栏和生态隔离

为控制人为因素对保护区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

逐步建立水生态安全屏障#沿一级区勘定界限建设围

栏封闭工程#严格限制人&畜在水源地一级区活动%

#%"P 年#大伙房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实施封

闭隔离工程#投资 SI%% 万元#沿水库 "ISJS=高程线进

行了全部封闭#封闭长度 IF%JSY=%

IJ"J#!建设漂浮物清理工程

#%"P 年大伙房水库在库区投资 T"TV 万元建设了

漂浮物清理工程% 该工程共修建 $ 座清漂工作平台&#

座码头及 P 条清漂道路#配置高效的清漂设备#有清漂

船&推拖船&打包机&叉车&电气设备&清漂网具和浮漂

等#在水库上游布设 T 道拦漂网% #%"S 年水库上游发

生两次大量漂浮物涌入水库事件#拦漂网将库区水面

漂浮物控制在远离取水口的上游#通过清漂设备对漂

浮物进行及时清除#提高水质监管能力和清漂工作

效率%

IJ"JI!建设河口湿地

加强河道整治及生态建设#进入大伙房水库的三

条主要河流分别为浑河&苏子河&社河#需要进行生态

防护的河段#现已全部启动或建成河流生态带% 目前

水库库区有两个湿地公园#一是抚顺市政府 #%"# 年建

设的社河河口湿地"S%%>=

#

$#二是抚顺市林业局 #%""

年建设的浑河&苏子河河头的大伙房国家湿地公园

"I%%%>=

#

$%

IJ"JP!安防工程

#%"P 年大伙房水库完成了安防工程的建设% 该

工程共设有 VI 处视频监控点&" 处监控中心和 # 处监

控分中心#实时全面掌握水库运行情况#实现管理区域

全覆盖% 辽宁省水源公安分局在水库库区及周边设置

P$ 个点位#T$ 个视频监控点#对水库库区周边道路监

控全覆盖#实时掌握道路车辆运行情况#避免可能对水

库水体造成污染% 在工程区域各个入口&大坝&溢洪

道&输水洞&取水口等重要部位分别设置 #P> 值班岗

位#确保工程安全% 对枢纽工程区进行了封闭#防止无

关人员随意进入#避免破坏工程设施事件的发生%

IJ#!非工程措施

IJ#J"!法规体系的建设

#%%F 年#随着大伙房输水工程的竣工#大伙房水

库水源保护工作日益引起政府及社会的高度重视#先

后出台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大伙房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的批复. "辽政2#%%F3"T#$&-辽宁省大伙房

水库输水工程保护条例."#%%F 年 F 月 #S 日辽宁省第

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大伙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监察"暂行$办

法."辽环发2#%"%3P# 号$等一系列政府文件% #%"P

年 F 月 #S 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辽宁省大伙房饮用水水源保护

条例.#从 #%"P 年 "# 月 " 日起实施%

IJ#J#!设立保护区

按照-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大伙房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的批复.辽政2#%%F3"T#$规定#保护区分为

三级% 一级保护区!库区设计洪水位 "ISJS=等高线以

下水体和陆地#面积为 "#%JPY=

#

% 二级保护区!库区

设计洪水位 "ISJS=等高线至分水岭之间的迎水坡

"不超过 #%%%=$和回水线末端外延 #%%%="不超过山

脊线$的区域#面积为 #F%JPY=

#

% 准保护区!一&二级

保护区以外的全部汇水区域#面积为 $%%FJPY=

#

"不包

括苏子河输水河道一&二级保护区$%

IJ#JI!生态移民

政府对一级保护区内现有居民和商业网点分布实

施移民搬迁% 第一步#一级保护区内居民"不含商业网

点和跨一&二级保护区有争议的房屋$实施生态移民#

对住宅&宅基地及地上附着物等进行补偿% 第二步#实

施商业网点搬迁工作#研究出台补偿政策&标准%

IJ#JP!生物措施

大伙房水源一级保护区实施退耕还草工作#退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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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以租代征#除特殊敏感区域建设生态湿地外#实行

自然封育% 逐步恢复自然生态环境#切实解决农业耕

种带来的化肥&农药流失污染% 水面下采取生物措施#

每年投入 I%% 万元#投放 $%% 万 dT%% 万尾鲢&鳙鱼苗

用来减少浮游生物和浮游动物#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IJ#J$!减少点源污染"畜禽养殖退出

全力减少保护区内点源污染% 一是 #%"$ 年初顺

利完成了一级保护区内的 S 户畜禽养殖场的搬迁补偿

工作#有效减少了一级保护区内的点源污染% 二是已

完成了对二级保护区内的 "$ 户畜禽规模养殖场实施

搬迁摸底调查工作%

'(建(议

PJ"!完善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标准及工商

户搬迁标准

!!由于-辽宁省大伙房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法规出

台后#保护区内项目受到限制较多#特别是保护区内农

户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影响#上级生态补偿资金十分有

限#建议上级充分考虑抚顺上游各县区为保护水源所付

出的代价#加大生态建设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补偿力度%

一级保护区工商户搬迁没有政策标准#搬迁难度大#上

级应尽快出台搬迁政策#明确补偿标准和搬迁程序%

PJ#!加强入库河流的管护#减少污水&废水直接

排入河道

!!为解决保护区范围内污水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严

重不足#部分企业将废水直接排入河道或通过渗坑排

出#污染入库河流的问题#建议成立镇水源保护工作

站#组建河道管护队伍"可与乡镇保洁员&水管员队伍

整合$#统筹保障资金#做好入库河流的管护工作% 河

道管护运行经费和管护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纳入财

政预算%

PJI!完善减少农村面源污染措施000发展生态

农业]设施农业

!!针对保护区内农业生产结构不尽合理#农业发展

水平不高#农业面源污染严重问题#建议发展有机农

业&生态观光农业&生态旅游业#在土地转换补助&新型

经营主体补贴以及基础设施配套方面给予科学扶持%

PJP!减少点源污染#将柴垛&秸秆等搬离河道两岸

为减少农村生活垃圾等点源污染对水质安全的威

胁#建议将柴垛&秸秆等生活垃圾搬离河道两岸#避免

强降雨将污染物带入河道#涌入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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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通过灌区中&下游盐碱坚井排灌措施#部分废

弃的排碱渠将改造成耕地#间接地节约了大量土地资

源/通过节约水资源#可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通过盐

碱地的改良#可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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