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0%$3&%4&%%/

水源保护是农村供水安全的保障
付秀成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云南 昆明!$G"H"H#

!摘!要"!西南山区农村生态环境脆弱"水利措施是个短板% 本文介绍了云南省会泽县按照'适度规模的集中供

水工程为主"小型分散工程为辅(的原则"采用管网延伸$泵站提水$高位引水等多种方式"为基本解决城乡饮用水"

长远解决山区$半山区村民生活饮用水问题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水利扶贫&农村饮用水安全&生活污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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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 H""" 年起#特别是云南省连续几年遭遇大旱#

山区&半山区的饮用水困难得到广泛关注#国家加大解

决农村饮用水问题的力度% 随着一批五小水利工程

"小水窖&小水池&小泵站&小塘坝&小水渠的总称$的

建设和投入运行#到 H"EG 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会泽县

农村饮用水问题#但是#还必须承认这样的严峻现实#

会泽县的水利扶贫任重道远% 会泽县的自然地理&水

资源条件复杂#全县采取城乡一体化水厂供水方式#确

实解决了县城及发展较快乡镇的饮用水安全#但在山

区和半山区#在水量和水质保障&长效运行等方面还存

在薄弱环节% 山区和半山区山高谷深#村民居住分散#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低#水土流失严重#抗御水旱灾害能

力不足#水问题成为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难题% 通过

精准水利扶贫措施解决山区&半山区村民饮用水&水土

流失问题#才能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会泽县目前的供水模式

会泽县地处长江流域的金沙江水系#国土面积

GKGIL5

H

#山区面积占全县面积的 FGJMN% 全县大小

河流 EGG 条#其中 E"L5以上常流河流 #E 条#总长

E$M$L5#主要河流有牛栏江&小江&以礼河及硝厂河%

水资源总量 HIJ$I 亿5

#

#其中!地表水 EHJ#K 亿5

#

#占

G"J#N)地下水 EHJH$ 亿 5

#

#占 IFJMN% 人均拥有水

资源量 HMIM5

#

#比全国拥有的水资源量 HMK"5

# 少

*(*



##5

#

% 全县共辖 H# 个乡"镇#街道$##M$ 个村委会"社

区$#人口 E"EJFH 万%

会泽县位于我国 EI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

乌蒙山区#全县面积以高山深谷居多#耕地+小&散&坡&

碎,#HGb以上的陡坡耕地占比大#集深山区&石漠化区&

冷晾地区&干热河谷地区于一体#山区&半山区农村生

活和农业生产条件极其恶劣#造成村民住房差&饮水

难&就学难&就医难&出行难#是云南省国家重点扶持的

M# 个贫困县之一%

H"H"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分地域&不让一个人掉队是全面实现小康的基

本保证% 扶贫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各部门的大

力扶持% 水利精准扶贫#就是夯实当地的水利基础#把

保障和改善贫困地区民生作为水利扶贫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要加强贫苦地区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强化水资源

保护和环境保护#切实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生产条件#为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水利支撑和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等

地考察时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讲话中说!+必须全力破

解贫困地区水利发展瓶颈问题#补齐贫困地区水利基

础薄弱短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水利支

撑和保障,%

据会泽县 H"E$ 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截至 H"EG 年

底#随着全国农村饮用水工程建设任务的全面完成#全

县根据具体情况#按照+适度规模的集中供水工程为

主#小型分散工程为辅,的原则#采用管网延伸&泵站提

水&高位引水等切合实际的供水方式#使 $KJ#K 万人&

MIJHK 万头"只$牲畜的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 为保

障供水的长效运行#在联村并建水厂辐射范围内的村#

全部建立+农民用水者协会,#安排专人负责管护维

修#从源头上解决+跑冒滴漏#乱收费,等现象#同时还

推行+县级统管&乡镇供水厂直管&用水户协会自管,

三级管理体制#确保工程良性运行#使群众长期受益%

目前#会泽县城乡供水模式有城乡一体化水厂供

水&农村连片集中供水和农户分散供水三种方式% 采

取城乡一体化水厂供水方式的是县城的金钟自来水厂

城乡联网供水和者海镇的铅锌矿工业小区水厂城镇管

网延伸供水% 此外#全县 HE 个供水厂中有 E" 个乡镇

EH 个自来水厂建立起完备的供水设备#不仅供水保证

程度高#水质也能保障% 其他地区#即使能够采用集中

连片供水方式#考虑供水成本#采取自流引水供水% 供

水方式因地制宜#比较集中的村落#采取引泉自流蓄积

供水方式#水源保护是水质安全的保障)分散居住的农

户#采取的供水方式主要是集雨水窖供水和小流量引

泉自流供水%

分散在山区&半山区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户#本身

居住环境就恶劣#经济来源还少#相当一部分农户一直

是扶贫对象% 他们经济承受能力低#筹资困难#无法靠

自身筹资解决饮用水问题#只能采取+人背&马驮&肩

挑,的原始供水模式% 遇上干旱年份#花很长时间和大

量精力去找水#不仅影响农户农业生产#还不利于村民

脱贫%

会泽县属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 全县海拔高差

大"最高的牯牛岭与最低的小江&金沙江汇合处相对落

差达 ##HHJ#5$#山高坡陡#地表不具备良好的涵养水

分的条件#并且地下水资源十分有限#而大部分贫困村

民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在解决农村群众人畜安全饮

水问题时#水源保护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会泽县的水质状况

会泽县矿业开采&冶炼的历史较长#为掌握全县水

质状况是否还适合饮用#有关部门专门做过全面检测

和普查% 检测结论!全县地表河流中#牛栏江&小江的

水质需严格消毒&净化处理#才达到饮用水标准)硝厂

河&以礼河中会泽海河至金沙江段由于受城市生活污

水污染#达到饮用标准需做净化处理% 地下水水质检

测的结论!者海盆地中部和者海深层二迭系茅口灰岩

"c5$和金钟坝子区受工业废水排放污染#不能饮用或

是需经消毒净化处理才能达到饮用标准)雨碌周围受

煤&黄铁矿&磷矿等矿物质溶滤影响遭受污染#不宜作

为饮用水%

会泽县水质状况的结论是!全县水源地水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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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良好#但很长时间矿业开采&冶炼以及城镇化过

程#会泽县工业&城镇生活废水&污水排放量随经济发

展呈逐年快速增长趋势#县城及经济发展快的乡镇有

能力采取处理措施#少数乡镇污水处理能力不足#对水

源地没有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水源地遭受到不同

程度的污染% 部分水源地的水质已经达不到饮用水标

准% 具体表现为金属离子含量过高#水味变苦发涩#饮

用会导致金属中毒#引发白血病等各种疾病% 如果不

做好山区&半山区水源的保护工作#村民长期饮用后患

上大病#即使已经脱了贫还可能因病返贫#因此#解决

村民安全饮用水问题#也是水利精准扶贫的内容%

污染源一般包括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 点源污染

主要是各种工业污水不经治污处理排放和生活污水随

意排放% 在会泽县#点源污染为城镇生活&城镇二三产

业排污污染)面源污染是指农业&畜禽养殖&农村生活&

城镇径流排污污染% 会泽县的面污染源主要是农药&

有机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地表水体受到严重污染%

不管是点污染源还是面源污染#其污染来源都受人类

经济活动和生活活动影响%

会泽县的少数工业废水废物不经处理达标直接排

入河流#污染了水源地及周边河流#不仅使原来清澈的

河水受污染#影响到活体生物的生存#甚至可能污染水

源% 全县应推广驰宏公司等企业在关停老厂&新厂废

水废物达标才排放的做法#对不经处理就排污的企业

负责人采取严格的问责制度% 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治

理点源污染%

如果说点源污染的治理还能找到责任人#面源污

染治理涉及的人众多#很难抓着+牛鼻子,% 会泽县的

广大乡村#由于经济不发达#污水&雨水排放系统不完

善或者没有设置#大多数村庄排水直接采取地表漫流#

生活污水随意排放% 许多村庄没有生活垃圾处理站#

生活垃圾直接倒入河中% 未经处理的有毒&有害垃圾#

比如人"畜&禽$粪尿&病死的畜禽尸体&农药瓶等直接

倒入河流% 假如按人均日排放生活污水 #L4计算#每

人每年就有 E/多污水排入水体#如按人均日倒垃圾

HL4计算#即使一个小乡村对环境的影响也很可怕%

会泽县是个农业大县#农业生产中使用农药&化肥&杀

虫剂等#如施用了农药&化肥&杀虫剂的秸秆随意堆放

在田间#遇雨水淋溶#其中的有机物&无机养分及其他

污染物渗入地下或经地表径流进入饮用水源区#又造

成水源污染% 会泽县水源地保护范围内共有耕地 FJM

万亩#年粮食总产量 #JE 万 /#年蔬菜总产量 EJH 万 /#

年水果总产量 E$ 万/% 据测算这一区域内每年化肥的

施用量约有 EJG 万 /% 大量化肥&农药的施用#对水源

地保护范围内的土壤造成污染#雨季形成水土流失#使

土壤中的残留物通过径流和渗透注入水源地% 污染废

弃物通过地表径流进入水源地#导致水中的氮&磷超

标#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 很多乡村#由于没有废水

废物处理措施#大小河流成了万能的+排污通道,#其

污染情况令人触目惊心%

会泽县预测到 H"#" 年全县用水需求情况!第一产

业用水 EJ#$ 亿 5

#

#第二产业用水 #J"" 亿 5

#

#第三产

业用水 "J$" 亿 5

#

#生态环境用水 IJFG 亿 5

#

#人畜安

全饮水 "J$I 亿5

#

"城镇居民用水 "JE# 亿 5

#

#农村居

民用水 "JEM 亿5

#

#牲畜用水 "J#I 亿5

#

$#年总用水量

E"JGG 亿 5#占全县水资源总量的 IHJKHN#占地表水

总量的 KGJHHN%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不仅城镇用水压力增加#

河流&湿地等自然系统的自我恢复功能还会减弱#乡村

供水工程水源分散#只有保护好水源#才能真正实现全

面小康%

-%水源保护措施

/J水利各级部门严格按.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

技术规范/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规范/要

求#凡是水源地#不管采取何种供水模式#都要划定饮

水水源具体保护范围#同时设置保护标志%

BJ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建立水源水质实时

自动预警监测#随时掌握饮用水源地水质&水量变化

情况%

7J制定水源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会泽县周边县

已经发生过有害金属废弃渣处理不当污染水源事件#

**!*



为预防类似突发事件#要制定安全应急预案#防患于

未然%

4J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农业生产是面源污染的

主要形式#大量农药&化肥&杀虫剂的使用#通过食物链

传递#不仅污染水源#最后还危害人类健康% 调整农村

产业种植结构#推广节水技术#推广绿色农作物病虫综

合防治技术#鼓励家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减少化肥&

农药的过量使用#限制生活含磷洗涤剂的使用#控制农

业面源污染对饮水水源地的污染%

6J国家支持地方&集体筹资兴建污水处理厂和垃

圾站#防治水源径流区居民生产&生活危害水源水质的

各种废弃物% 乡村生活污水经处理才能排放#连片村

庄建立保洁机制#对农村生产&生活垃圾定点投放和贮

存#进行无害化处理和利用#采取+村收集&乡镇运输&

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方式#控制农村的点源污染%

<J扶持养殖户对养殖场进行粪污设施改造% 会泽

县一直大力扶持养殖业#但养殖户经济多不宽裕#再加

上水源保护意识淡薄#即使位于水源保护范围内养殖#

畜&禽粪尿水冲以后就排入河道% 山区的河流#上游的

水可能成为中下游村民的水源#做好养殖场粪污设施

改造#也是水源保护的措施%

=J全面开展河道垃圾清理工作% 靠沿河村民&养

殖户自觉来保护河流和水源#不太现实% 会泽县经济

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仅对县城和较发达的几个乡镇的

周边河道要进行垃圾清理#河道进行景观改造#大多数

河流都应开展河道垃圾清理工作#改变农村河道的生

态环境#造就美丽乡村#提升会泽的旅游价值%

8J建立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不管是重要

水源地居民的搬迁#还是一般水源地保护#都要有资金

保证#通过水权交易提取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有

利于水源地生态保护%

D%结%语

乡村饮水安全体现在水量&水质两个方面% 既要

求水量充沛#还必须水质达标#重点是抓好水资源保

护#防止水源枯竭和水体污染#保证城乡居民饮水安

全% 安宁&嵩明&会泽&陆良是云南省 I 个节水型社会

建设试点县#通过试点#在整体解决贫困山区水利支撑

和保障能力的同时#针对山区&半山区贫困村&用水困

难户的具体水利需求#精准选择项目#落实好投资#统

筹兼顾#多措并举#保护水源#不仅解决会泽县整体脱

贫#还真正解决山区&半山区饮用水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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