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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票区水库移民安置工作存在问题
与措施探析

才庆欣
!南票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办公室"辽宁 葫芦岛"!#%&#'$

!摘"要""通过对葫芦岛市南票区水库移民区的广泛调研和实际考察"摸清了库区和水库移民安置区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生活条件艰苦等生产生活现状& 通过对南票区水库移民安置工作的分析"可以看出因

为经济社会%地理条件和人文历史的制约"移民安置工作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并且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为

此"在新形势下"针对水库移民安置工作任务"对移民区的发展建设提出了相应的举措和建议&

!关键词""移民安置#工作任务#对策#措施#南票区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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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移民和安置现状

!$!"水库移民基本状况

南票区是典型的农业区& 由于社会)资金)技术等

原因"水果业)畜牧业)水产业等未能形成规模"农村产

业结构调整还未完成"新型农业)特色种植还未普及&

全区移民主要来自乌金塘水库)虹螺山水库"其他外

县)市)省移民只占很小一部分"分布在全区 !! 个乡

镇)!Q! 个行政村"后期扶持总人数为 !!%&' 人& 根据

#&!& 年统计资料"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落后"生活条件艰苦"移民人均纯收入 (R#& 元"多数

移民安置区的移民人均年收入尚不能达到当地原有居

民收入水平.!/

&

!$#"水库移民安置情况

做好移民后期扶持工作是民生水利的一部分& 南

票区纳入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为 !!%&' 人& 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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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落后"

人均耕地不足 ! 亩"生活条件艰苦"主要靠种地)打工

为生$基础设施落后)人畜饮水困难"仍有大部分移民

村饮水安全不达标$农田水利设施配套薄弱"农业用水

难$交通落后"村与村)村与组之间的交通问题尤为突

出$通信基础设施薄弱"大部分地区通信信号还未覆

盖$教育基础设施十分薄弱"校舍陈旧"师资力量落后"

移民受教育程度低"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有待解决$医

疗卫生设施落后"医护人员少"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尚未完善$移民由于缺乏劳动技能培训"素质普遍较

低"限制了移民就业& 劳动就业途径比较单一"主要为

煤矿)建筑工地提供廉价劳动力&

!$Q"移民后期扶持工程建设情况

近年来"南票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程项

目实施以来"后期扶持规划得到较好的执行& 为解决

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薄弱问题"在农田水利设

施)人畜饮水)农村道路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扶持&

自开展移民后期扶持工程建设以来"累计完成扶持项

目 !#' 项"完成投资 !Q%P$%QSS(( 万元"项目受益人数

#!R%(# 人"其中移民人数 !&'%! 人& 主要工程建设项

目包括!治河 %$(OB$修建农村道路 SS$POB$建方塘 (

座"总容积 (PRP&B

Q

$建沼气池 !' 口"容积 !QRB

Q

$打井

#( 眼$建卫生所 ! 座"面积 !RPB

#

"校舍维修 #% 间"面

积 %&&B

Q

$培训移民 S&& 人& 移民村群众对扶持项目比

较满意&

#&移民安置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多年来"南票区各级政府对移民后期扶持投入了

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水库移民解决了很多实

际的生产生活问题& 但是因为经济社会)地理条件和

人文历史的制约"目前"南票区移民安置工作仍然存在

着一些突出的现实问题& 通过本次现状调查"库区和

移民安置区存在规划单一)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不完

善)生产力水平低)生存环境恶劣)收入水平严重低于

非移民区等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耕地面积极少"移民区生产经济落后

乌金塘水库)虹螺山水库和其他小型水库淹没了

当地的绝大部分耕地土地"致使移民区耕地资源十分

紧张短缺& 南票区大中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人均

耕地不足 !$& 亩"甚至有的地方不足 &$% 亩"并且大多

数田地还是低产田"人均经济作物用地较少& 虽然通

过这几年的开发改造"增加了一定数量的耕地"但是远

远不能补偿被水库淹没的耕地数量"而且随着近几年

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均耕地越来越少& 水库移民区的

人均耕地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差& 移民后土地没有

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 一些移民区的大部分耕地不是

旱地就是水渍的洼地"自然条件比较恶劣"耕作十分费

时费力"投入成本较高"粮食产量较低"产出投入的效

益低下.#/

&

#$#"移民区群众收入低"生活条件恶劣"还没有

脱离贫困

""绝大多数水库移民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

业& 多数移民村地处各地边缘地带"多数交通不便"部

分偏远移民村内道路为土石路面"没有硬化"路况差"

每逢大雨常常导致人)车行走困难$医疗卫生室大多数

面积狭小)房舍简陋)缺医少药& 偏远村组移民看病不

便"移民生病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大部分移民刚刚达到

温饱水平& 移民人均年收入不足 %&&& 元"多数移民安

置区的移民人均年收入尚不能达到当地原有居民收入

水平.Q/

&

#$Q"基础设施落后"文化水平低"竞争力差"造成

就业难度大

""基础设施落后)人畜饮水困难"仍有大部分移民村

饮水安全不达标"饮水不安全人口占库区和移民安置

区人口的 (&Z左右& 交通落后"村与村)村与组之间

的交通问题尤为突出"有的村组间还没有通道路& 移

民群众文化素质较低$医疗卫生设施落后& 社会事业

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缺

少文化活动场所"广播)电视等覆盖面小"设施不完善&

据统计"南票区乌金塘水库和虹螺山水库的库区和移

民安置区移民文化水平低"他们参与市场竞争)寻找新

的就业机会)创造新的收入来源能力有限& 加之由于

缺乏劳动技能培训"素质普遍较低"限制了移民就业&

劳动就业途径比较单一"主要是向建筑市场提供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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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

#$("水库库区环境影响日益严重"影响当地农业

生产

""由于水库移民在库区后靠"造成人多地少"环境超

容& 虹螺山水库库区地形地貌复杂"土地干旱瘠薄"植

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乌金塘水库库区上

游个别地段地质不稳"有滑坡)塌岸现象出现"对移民

的土地造成损失& 受库水顶托影响"山洪携带的大量

泥砂沉积在河口地带"建库以来"由于河口淤积致使洪

水到来时冲毁道路和耕地"使移民丧失部分耕地.(/

"加

上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农田水利设施损毁严重"影

响农业生产&

,&移民安置工作举措

移民安置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综合工程"同时专

业性要求高)时间性要求长)政策性要求严)社会性要

求广& 一个部门不可能很好的解决移民安置工作"政

府要综合协调"真正解决移民安置工作出现的问题.%/

&

为解决库区和移民安置区长远发展问题"加快移民后

期扶持工作"重点从加强农村饮水)配套水利设施建

设)农村道路)农村沼气)医疗卫生)社会事业)移民村

群众劳动力实用技术培训等方面"解决库区和移民安

置区生产生活突出的困难"改善移民村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提高移民村群众的生活质量&

Q$!"健全组织"将移民安置工作放到重要位置

随着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深入开展"各级政府党

委要逐步建立一套较完整的移民后扶工作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区)乡)村三级移民组织"移民管理部门要明

确职责权限"落实好责任制度"配备专业的工作人员"

将移民安置工作放到重要位置&

Q$#"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文化素质"增

强干部的服务素养

""目前"移民区迫切需要一批能带领人民群众实现

脱贫致富的领导干部"南票区要适时选拔培训一批懂

技术)懂市场的干部& 领导干部要树立市场观念"掌握

先进的市场信息和经济发展规律"懂理论)懂政策)懂

法律"根据移民区的实际情况"带领群众发展相应产

业& 如发展经济林建设)绿色养殖)观光旅游等"进一

步提高群众致富的能力和水平.%/

&

Q$Q"做好移民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文明和谐

移民安置区

""对于移民区的事务处理"要从移民群众最大收益

为出发点"以人为本"让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生

产生活中得到保证"给移民区各项经济的发展创造良

好的政治和人文环境.R/

&

Q$("加大资金投入"改善移民区基础设施建设

各级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积极多方筹措资金改

善移民区的人畜饮水状况)交通状况)供电状况)医疗

卫生状况)教育状况)农田水利设施状况等"彻底改善

移民区落后贫穷的现状& 在资金的筹集上要根据形势

的变化"不仅要高效利用好国家)省市给予的资金补

贴"更要创新观念"多渠道)多方式的利用银行贷款)民

间投资)外商投资等发展移民区社会经济各项事业&

Q$%"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主导产业"增加水库移民

收入

""移民区发展经济要采取开发性和创新性的方针"

将移民区自力更生和各级政府扶持相结合"以农业为

根本"以加工业为手段"综合资源开发"增强移民区的

发展潜力和群众的经济收入"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及

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P/

& 如!培育推广优良品种"重点

引进强筋小米)高蛋白玉米等品种$在浅山丘陵区发展

大枣产业)玉米)高粱等一些短期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产

业& 对环境)资源有害的项目是不可取的"要大力发展

现代农业种植"确保增产增收& 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让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要根据实际情况发展相

应的产业.S/

&

F&结&语

多年来"葫芦岛市南票区各级政府通过移民后期

扶持"投入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水库移民

解决了很多实际的生产生活问题"但是仍然存在着上

述诸多主要的突出问题& 针对这些突出的问题"通过

水库移民扶持项目的实施"将彻底改变南票区移民所

在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农村基础设施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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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第一主成分分析& 在第一主成分中"高锰酸

钾)石油类)总氮这三个因素所占权系数较大"而且这

三个因素的变化方向相同"基本可以判断这三个指标

变化来自同一个污染源& 这三个指标可反映出乌鲁木

齐河道市区段的主要污染物来自上游及周边土壤淋溶

物质大量进入"且石油类代表有工业及生活废水流入&

根据这些数据可制定相应的治理措施!

!

加大乌鲁木

齐河上游植被的保护"减少水土流失现象"建设可靠的

水土防护林$

"

沿河道大力查封私自排污口"包括汽车

修理店)洗车行等"可降低水中石油类物质含量&

C$第二主成分分析& 在第二主成分中"生化需氧

量)氨氮)总磷所占权系数最大"这三个因素变化方向

不同"主要反映了水体中有机物污染状况& 生化需氧

量的增加代表水体中可降解有机物含量增多"进而水

体溶解氧浓度显著减少"这主要是由于生活污水排放

较多导致的& 有机物污染是人口密集区河道常见的污

染源"因此应加强乌鲁木齐市生活污水排放管制"不可

在没经处理的情况下直接排放&

1$第三主成分分析& 在第三主成分中"生化需氧

量)14值)总磷所占权系数最大"且它们正相关& 可反

映出在第一)第二主成分确定的情况下"若条件达到要

求"水体中的植物会大量繁殖"此时水体的生化需氧

量)14值会增加"水体将出现富营养化"反应方程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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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年水质取样时"乌鲁木齐河曾多次出现发绿

现象"说明富营养化长期存在& 针对这类问题"可采取

以下措施!

!

控制上游养鱼场数量及规模$

"

减少上游

耕地使用化肥量&

F&结&语

城市河道污染是当前我国各大城市面临的共性问

题& 通过对水质进行检测分析"可获得主要污染物"并

由此推断出可能的污染源& 乌鲁木齐河市区段通过应

用主成分法分析"得到了主要污染源"包括上游水土流

失)生活生产污水排放等"可以据此进行针对性地治

理"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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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生态环境有所改善"移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大大

改观"为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奠定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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