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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隆德县旱情形势分析及发展对策
陈!瀚!张喜云

!隆德县水务局" 宁夏 隆德!FLHI###

!摘!要"!资源型$工程型$水质型缺水已成为制约隆德县发展的瓶颈% 针对近年来隆德县降水量偏少$无有效降

水$旱情日趋严重$城乡居民供水严重不足的突出问题"提出通过境内跨流域调水$客水调入$加快现有工程建设改

造力度等工程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隆德县长期缺水的困境%

!关键词"!旱情分析& 发展对策& 隆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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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隆德县位于宁夏南部六盘山西麓# 总面积

KGL^<

J

#辖 "I 个乡镇#KK 个行政村#"# 个城市社区#总

人口 "GDI 万人#其中县城人口 EDG 万人#是宁夏海拔

最高)人口密度最大)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县"区$之

一#J#"" 年被国家列入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全

县水资源均来自大气降水#无过境客水#多年平均降水

量为 L#J<<#年均水面蒸发量为 GEJ<<#降水时空分布

不均#主要集中在 F(K 月#南丰北枯#东多西少' 年水

资源总量 FJ"E 万 <

I

#人均占有量 E##<

I

#是全国平均

值的 "NH#少于全区 HF#<

I

# 低于国际严重缺水线

L##<

I的标准#实际可利用水资源量 IGG# 万 <

I

#人均

可利用水资源量 J"G<

I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N""' 境

内从南到北分布着水洛河)庄浪河)甘渭河)渝河)好水

河)什字河和唐家河 F 条河流#水量从南到北逐渐减

少#呈现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格局' 受自然环境及气

候的影响#县内年际)年内降水量和径流量变化大#水

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加之水利工程基础设施不完善#调

蓄能力不足#水资源无法合理调配#蓄水量严重不足#

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季节性缺水问题非常严重#特别在

春夏季表现非常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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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隆德县对除水洛河外

的其他 H 条河流的水量进行了开发利用#开发利用量

达到 JGLG 万<

I

#占可利用量的 FIDH M#基本达到了极

限' 因此#隆德县境内水资源十分匮乏#县内的自然环

境和条件决定了隆德县的用水主要通过南水北调#东

水西用#合理调配水资源#解决季节性)工程性缺水问

题' 隆德县各流域水资源量成果见下表'

隆德县各流域水资源量成果表 单位!万<

I

序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N

^<

J

地表水资

源量

地下水资

源量
重复量

水资源

总量

" 唐家河 "#DH EG JJ JJ EG

J 什字河 "JFDF GG" EGL EGL GG"

I 好水河 "J"DI G"I EEF EEF G"I

E 渝 河 EG"DI JLKK "EJK "EJK JLKK

L 甘渭河 ""#DI KG" H#K H#K KG"

H 庄浪河 KIDH "#HF HGI HGI "#HF

F 水洛河 E#DJ GJE LIH LIH GJE

合!计 KGLD# FJ"E EJ"# EJ"# FJ"E

#&旱情形势分析

近 L 年来#隆德县降雨较多年平均偏少近 J#M#特

别是 J#"H 年全年降雨量较历年同期偏少 ILM#虽然今

年 J 月 J#(J" 日出现一次降雪过程#但量级偏小#属

无效降雨' 截至目前#隆德县连续无有效降雨天数达

到 "JL7' 受降雨偏少影响#大多沟道断流#各类水利

工程蓄水量较历年同期偏少 L#M#为近 L 年来最低'

大部分地区 # PL#:<土壤重量含水量为 HM P"LM#

干土层厚度达到 "#:<左右#墒情偏差'

受持续干旱影响#能满足县城 EDG 万居民可用的

水量仅为 L# 万<

I

' 承担县城供水的清凉)直峡)黄家

峡)张士 E 座水源水库蓄水已于 J#"H 年 L 月之前全部

用完#县城现状用水由 J#"H 年 "# 月隆德县自筹建设

的二期抗旱应急调水工程维系' J#"H 年 I 月#隆德县

城水源地可供水量不足 E#7' 为此#宁夏回族自治区

水利厅会同隆德县审定并实施了隆德县应急抗旱一期

调水工程#通过连通张银)罗家峡水库和团结骨干坝存

蓄水量#临时解决县城应急供水问题#一期水源已于去

年 "# 月全部用完-"# 月#又实施了县城应急抗旱二期

调水工程#连通桃山和范家峡二座水库存蓄水量#两期

工程将县域内可调的水资源全部整合调用#总投资近

L### 万元' 目前#县城二期应急调水工程供水量仅剩

L# 万<

I

#县城供水标准也由原来的 " 万 <

I

N7 锐减为

当前的 H###<

I

N7#再加上县城周边挖潜的部分土圆

井)泉水"每天出水约 "###<

I

$#只能维持县城基本生

活用水约 L#7#E 月底以后县城 EDG 万居民将面临无水

可用的严峻局面' 另外#承担农村 "IDL 万群众供水的

H 座水库和 " 座骨干坝#现存水量仅剩 H# 万 <

I

#远远

不能满足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只能靠部分地表水及周

边土圆井临时解决' 经测算#只能维系至 E 月中下旬'

如期间再无来水#会出现大面积水荒#直接影响社会稳

定' 目前#全县农业受旱面积达到 H#M以上#当前已

无水可灌'

,&发展对策

ID"!近期对策

为了缓解当前缺水的紧张局面#根据全县水资源

分布情况#立足全县境内水资源#以灌区节水改造为突

破口#开源与节流并举#治污与保护结合#工程措施与

非工程措施并进#构建南水北用#东水西用#南北互通#

丰枯互济的县域水资源统一调配体系#全力推进全县

水务管理一体化)城乡供水管网一体化建设#实现县内

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全力保障城乡群众生产生活用水'

0D千方百计挖掘水源' 一是充分利用现有水库)

骨干坝)塘坝)机井)土圆井)沟道渗水及泉眼作为应急

水源#进行维修改造-二是建设中水利用工程#将距县

城 ID#^<处下游污水处理厂中水调入县城#解决城市

绿化)供暖)建筑等生产用水-三是积极协调将 I"J 国

道六盘山隧道出口沟道渗水引入县城供水管网#以补

充县城居民需水'

DD多措并举节约用水' 一是停止高耗水企业用

水#优先保障居民生活用水-二是采取价格临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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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阶梯水价#促进一水多用)废水利用-三是实行分

段)分片限时供水#缓解供用水矛盾-四是加大供水管

网巡查力度#防止跑)冒)滴)漏等供水损失-五是启用

抗旱服务队送水#保障弱势群体用水#设立应急供水

点#保障限时供水时居民用水-六是利用有线电视)微

信)街道悬挂横幅等方式进行宣传舆论引导#增强群众

的节水意识)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提倡全民节约

用水'

;D落实抗旱责任' 一是成立隆德县抗旱应急领

导小组#层层压实责任)落实抗旱措施#统筹协调推进

全县抗旱应急工作-二是进一步细化抗旱应急供水方

案#落实到工程#到天)到户-三是将抗旱工作纳入年度

效能督查考核范围#对抗旱工作推进情况实行旬报制#

进行跟踪督查问效#督促相关部门把抗旱工作措施落

实在一线#技术指导在一线#对工作不力)落实不到位

的#实行责任追究'

IDJ!远期对策

0D建设境内跨流域引水工程#提高水资源调控水

平和供水保障能力' 从全县水资源分布及用水情况分

析#地处县城最南端的水洛河水资源丰富#但仍未开发

利用#建议积极争取建设水洛河引水工程#彻底解决工

程性缺水)季节性缺水问题#为全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DD通过客水调入从根本上解决隆德县长期缺水

的困境' 积极争取将隆德县列入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

工程)引洮工程及白龙江引水工程供水范围#通过境外

客水调入#从根本上解决隆德县水资源短缺的突出

问题'

;D加快现有工程建设改造力度#提高水资源利用

率' 以水资源开发保护为中心#加快建设.库)坝)井)

窖)池/联调体系和.南水北调)东水西用)南北互通)

丰枯互济/的水资源统一调配体系#实现库井水和雨洪

水在时空和区间的有效利用#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率'

进行以管道化为主的灌区节水配套改造#提高灌溉水

利用率-新建及改造水源工程#改变库坝运行方式#科

学合理利用洪水资源#提高供水能力-在河谷川道区打

机井#加大地下水资源开发力度-增设污水处理设施#

提高中水回用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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