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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建昌县水利建设#

助力扶贫攻坚的探讨
张基霞

!建昌县水利局" 辽宁 建昌!#J"K$$#

!摘!要"!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农业基础设施"也是生态基础设施$ 水利建设滞后将会制

约社会经济发展$ 为了实现建昌县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现就建昌县水利建设提出几点建议"同时供其他地区

参考$

!关键词"!精准扶贫& 融资& 生态水利& 景观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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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昌县水利建设现状

建昌县是辽宁省 #" 个贫困县之一#贫困人口达

"TLRJ 人( 近年来#在省市政府的支持下#水利建设明

显加大力度#在生态建设&民生水利&防洪减灾等方面

成效显著#为建昌县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基础设施

支撑(

目前建昌县蓄水工程有大&中&小型水库共 J# 座#

其中大型 # 座#中型 # 座#小型 #O 座/农灌水源井 "R$J

眼/河道整治工程包括堤防长度 JTRQJ$P?#穿堤建筑

物 T 处#跨河建筑物 #T# 处#拦河闸坝 LK 处/抗旱基础

设施有浅层地下水井 OKJ 眼#其中配套 #KK 眼( 全县

农村饮水安全普及程度为 LLS( 水土保持措施治理

面积 K""JJQ#JB?

J

#谷坊 J#$J 座#塘坝 ## 座#作业路

JR$QLLP?#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占总面积的 #MQL#S#占

水土流失面积的 #"QLTS(

但是#建昌县气候干旱#水资源紧缺( 山多地少#

基础设施薄弱( 缺少产业支撑#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

.)&.



深(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命脉#是农业基

础设施#也是生态基础设施( 水利建设滞后将会制约

社会经济发展( 为了实现建昌县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

标#水利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

建昌县目前缺水问题十分严重# 总体是地表水利

用不足#地下水过度开采( 地下水位下降 # V"?( 有

井无水&有水无配套工程的现象普遍存在( 建昌县城

区与葫芦岛市用水矛盾也十分突出( 建昌县正处于农

业产业化初期#土地流转#集约经营#产业结构调整都

需要水利基础设施支撑#但是个别地方却走入以需定

水的误区( 建昌县河道众多#工程治理和河道的生态

建设相对滞后( 为了助力建昌县打赢扶贫攻坚这场硬

仗#水利建设需全面发力#深度发力(

#(扶贫攻坚建议

JQ#!以精准扶贫的理念谋划%十三五'水利建设

项目

!!)建昌县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紧紧围绕%生态利

县&农业富县&工业强县&旅游兴县'四大发展战略#统

筹安排策划了一批水利建设项目#共 ##J# 个#全县%十

三五'规划总投资 JOT"ROQ$O 万元#其中防洪减灾工程

M$ 个&水资源配置 TOK 个&农村水利工程 JL" 个&水土

保持与河湖生态修复工程 L" 个#并将重点项目纳入

省&市%十三五'规划项目库( 在此基础上#将精准扶

贫的理念落实在每个项目上#积极主动做好项目的勘

测设计评审等前期工作#促进项目尽早成熟&落地生

根#建设一处#成功一处#在%十三五'扶贫主战场发挥

应有的效益0#1

(

JQJ!以争取上级资金扶持作为助力扶贫攻坚的

第一手段

!!建昌县的财政极其薄弱#建昌县的基础设施建设

也极其薄弱( 有一位专家说得非常好!%融资最重要的

是融好国家的资#大家各炒一盘菜#凑成一桌席'( 因

此需要我们熟知国家的投资方向#包装项目#主动作

为#密切沟通#讲究诚信#确保项目保质保量#用好用活

国家的项目资金#抓住国家投资的契机( 其中滦河流

域国土江河整治试点项目国家投资 #QJO 亿元#共计完

成 T 个项目#分别为建昌县水龙河水源涵养调蓄工程&

建昌县清水河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建昌县水龙河生

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建昌县滦河流域水土保持工程&建

昌县山洪沟治理工程及滦河流域山洪灾害监测及运行

管理( 在%十三五'期间#将全县的水利基础设施提高

到一个新的水平(

JQK!加强生态水利建设#改善建昌县生态环境

J$#R 年)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将建昌县定

位为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 J$#" 年 M 月 JL 日#

建昌县通过生态县考核验收#成为葫芦岛首个省级生

态县( 随后又被国家林业局列入京津冀生态协同圈(

建昌县是四条主要河流的发源地#是辽西生态屏障(

"

山咀水库及六股河流域是葫芦岛市饮用水源保护

地#大凌河流域又是白石水库&阎王鼻子水库的水源

地#白石水库&阎王鼻子水库是朝阳市&阜新市的饮用

水源地( 大凌河&六股河流域面积占建昌县总面积的

MJQJJS( 因此#建昌县的生态水利建设不仅是%生态

立县'战略的要求#也事关下游三个地级市的饮用水安

全( 一方面#要加强河流源头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及

河道生态建设与管理/另一方面#为使革命老区人民脱

贫致富#不发展任何会污染水质的企业#必须申请建立

生态补偿机制#给老区人民以生态补偿( 这应该是省

市政府对建昌人民有利的扶持#也是建昌人民应该享

受到的待遇0#1

(

JQR!加强旅游景区的水利建设#探讨旅游扶贫新

模式

!!按照%旅游兴县'的战略部署#建昌县将首先闯出

一条旅游扶贫之路#以旅游产业带动农民致富&农村繁

荣&农业发展( 为此#必须围绕旅游景区的基础设施建

.*'.



设谋划水利项目#争取资金#并且将生态水利&景观水

利的理念融入到水利建设中来#让水利建设成为景区

靓丽的风景线0#1

( 比如在龙潭大峡谷石林景区&金葫

芦瀑布景区建设 K 处钢筋混凝土溢流坝#使石林景区

水面向里延长至 #J$$?#为金葫芦瀑布提供了充足的

水源保障#新建钢筋混凝土溢流坝层层的跌水景观也

成为景区的新亮点( T 道拦沙坝及 K$ 道谷坊从根本

上治理了泥沙灾害#保护景区安全#延长景区使用寿

命( 清水河生态修复工程将打造 #LP?河道绿色长廊

及 KP?湿地景观( 滦河流域水土保持工程的高标准梯

田为旅游景区规模化果园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毛

河&云山洞河道工程&唐王谷水库工程&圣宗庙山洪沟

等一系列工程的实施将为龙潭大峡谷&桃花源&画廊谷

的景区建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有水才有景#不仅

要积极建设景区#还将以水利工程为主形成的风景区

"如龙潭大峡谷&万亩梨园&桃花源&画廊谷$申办省&

国家级的水利风景区#成为景区的又一张名片( 旅游

景区的景观水利建设#有利地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在

旅游扶贫中起到基础设施的支撑作用(

JQ"!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助力农业产业化发展

进程

!!建昌县地处辽西干旱地区#水资源紧缺愈演愈烈(

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要大力发展节水灌溉#以水利科

技引领#助力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 抓好项目及资金

整合#将项目向农业产业示范园区&经果园区&蔬菜园

区&生态园区倾斜#以节水为目标#农民受益为导向#抓

大户#树典型#成规模#同时对已经取得成功的示范工

程加大宣传力度#推广普及节水技术及管理经验#使节

水灌溉工程推动特色农业&高效农业的提速发展0J5K1

(

如六股河流域的优质玉米高产示范区#雷家店乡的核

桃&和尚房子乡的白梨&新开岭乡的山楂以及魏家岭乡

柴木沟村的野山榛子林源地等等经果园区#养马甸子

乡的蔬菜园区#建昌镇轿顶山的生态园区(

JQT!加强河道生态建设与管理#扶持柳编新产业

建昌县是大凌河&小凌河&六股河&青龙河的发源

地#河流众多( 流域面积在 J$$P?

J 以上的河流 T 条#

#$$P?

J 以上的 #" 条#"$P?

J 以上的 JM 条( 这些河流

大部分常年断流#很多河道成为村民杂物5秸秆及垃圾

堆放场地#影响行洪#污染水质#恶化农村环境( 为了

加强河道生态建设与管理#探讨采用河床租赁的方式#

将两岸堤角内侧种植 J VK 行杞柳#发展柳编企业( 杞

柳是最适合河道两侧生长的树种#柳条产量高#属灌

木#不影响行洪( 受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嫩江柳编新

故事'启发#嫩江柳编企业已经与十六个国家签订订

单( 这是一个集扶贫产业与河道生态管理为一体的好

项目0R1

#既可解决农民就业&发家致富#同时保护了河

堤#美化了河道堤岸#如雾如烟的岸柳使河道干枯的景

象变得生机勃勃(

%(结(语

通过精准扶贫的理念谋划%十三五'水利建设项

目#争取上级资金扶持作为助力扶贫攻坚的第一手段#

加强生态水利建设#改善建昌生态环境#加强旅游景区

的水利建设#探讨旅游扶贫新模式#加强农田水利建

设#助力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加强河道生态建设与

管理#扶持柳编新产业#最终使建昌县早日脱贫奔小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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