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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永丰县山塘整治工程研究
罗海波

!永丰县佐龙乡水务站" 江西 上饶"$$()&&$

!摘"要""永丰县总容积 '&&F

$

以上山塘共有 !()W 座"目前许多山塘存在运行问题"急需进行整治% 本文在总结

分析山塘现存问题的基础上"对其安全状况进行分类"并将山塘整治划分为三个阶段"根据工程规划设计"合理安

排施工组织结构"梳理资金管理措施"制定工程管理制度"针对性提出水土流失防治举措"为工程顺利实施奠定

基础%

!关键词""山塘整治#安全类别#组织机构#工程管理#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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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县位于江西省中部"吉安市东北部"全县面积

#)W'[F

#

+ 县域水系发育"河网密布"河网密度达

&%&#$[FP[F

#

+ 永丰县四面环山"地势由东南向北西

倾斜"境内地质复杂+ 永丰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水面蒸发量 !('M%MFF"多年平

均年降雨量 !)!'%)FF"年内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N+

永丰县总容积 '&&F

$

以上的山塘共有 !()W 座"点

多面广&星罗棋布"且多修建于 #& 世纪 )&-M& 年代"

许多山塘在运行过程中曾发生重大险情"至今未进行

妥善处理"已严重影响山塘的安全运行+

#&山塘现状分析

#%!"地理分布

永丰县共有总容积 '&&F

$

以上山塘 !()W 座"总容

积 (!$)%!& 万F

$

"其中!'&& f!&&&&F

$

山塘 'WO 座"容

积 '&#%!$ 万 F

$

$!&&&& f'&&&&F

$

山塘 )(( 座"容积

!()$%W) 万F

$

+ 山塘分布覆盖全县 #( 个乡#镇&场%"

,%$,



涉及 !'W 个行政村"其中鹿冈乡 !(! 座&沿陂镇 ##M

座&坑田镇 !($ 座&佐龙乡 !'( 座&古县镇 !M! 座+

#%#"现存问题

山塘多修建于 #& 世纪 )&-M& 年代"存在的主要

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6%受当时施工条件限制"山塘多为边施工&边设

计&边投入运行的'三边工程(

)!*

+

A%山塘大坝多在简易踏勘&粗略设计和群众性施

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施工管理混乱"工程施工质

量较差+

2%工程运行时间长"设施老化失修"大坝渗流&稳

定存在安全隐患"多存在不同程度的病险+

<%无溢洪道或溢洪道断面不达标"无衬砌和消能

防冲设施"不能满足行洪要求+

:%山塘管理不规范"未编制管理制度+ 没有水位

观测设施"无上坝公路或上坝公路标准低"无通信

设施+

#%$"安全类别划分

山塘安全状况分为三类
)# (̀*

"安全类别分类按下列

标准执行!

6%一类山塘+ 溢洪道泄洪能力满足要求"工程无

重大质量问题"未出现影响坝体稳定安全的裂缝及沉

降"坝下涵管完好"渗漏量很小"能正常运行+

A%二类山塘+ 有下列情况之一但不影响山塘安

全运行的为二类山塘#病害山塘%!

!坝体存在裂缝"

但深度较浅&开度不大"坝体有局部不正常变形或沉

陷$

"坝体存在渗漏"但渗漏量较小&渗漏水为清水"未

产生渗透破坏并在运行期相同水位下渗漏量基本稳

定$

$坝体存在较大范围白蚁等生物危害"但未形成贯

穿性通道$

%坝内涵管未经妥善处理"出口有渗漏现

象"但不致产生接触渗漏$

&溢洪道不配套#如下游无

消能防冲设施%"影响正常运行"但不影响洪水安全

下泄+

2%三类山塘+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三类山塘#病

险山塘%!

!山塘运行期曾出现漫顶或接近坝顶的洪水

位$

"坝体存在严重裂缝或贯通性洞穴"不稳定"山塘

不能正常蓄水$

$坝体出现严重渗漏或渗漏量虽不大

却在相同条件下呈逐年较大幅度增大"大坝下游坡有

大面积散浸或湿润区"已发生渗透变形$

%坝体存在严

重白蚁等生物危害"已影响正常蓄水$

&坝内涵管断裂

或管壁漏水产生接触渗漏"引起坝体渗透变形$

'溢洪

道存在严重问题"或无溢洪道等专门泄洪设施"不能安

全下泄洪水+

通过山塘现场访谈和安全综合评价"永丰县 !万F

$

以上山塘共 OM! 座"其中一类山塘 #' 座"二类山塘 !$#

座"三类山塘 M!( 座+ ! 万 f!& 万F

$

山塘 O!& 座"其中

一类山塘 #&座"二类山塘 !#$ 座"三类山塘 ))M 座+

,&山塘整治规划

$%!"规划目标

按照山塘病险程度合理安排山塘整治项目"根据

典型工程设计"合理估算山塘整治工程量和工程投资"

并进行效益综合分析+ 提出运行管理具体要求"制定

山塘整治工程的保障措施+

山塘整治分期实施"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6%#&!(-#&!' 年安排整治山塘 !$$ 座"容积

OW#%(& 万 F

$

+ 其中整治 ! 万 f' 万 F

$

重点山塘 !(

座"容积 $'%() 万 F

$

$整治 ' 万 f!& 万 F

$

及以上重点

山塘 !!W 座"容积 O')%W( 万F

$

+

A%#&!)-#&!O 年安排整治山塘 ##M 座"容积

)M$%W& 万 F

$

+ 其中整治 ! 万 f' 万 F

$

重点山塘 #&!

座"容积 '!&%$$ 万F

$

$' 万f!& 万F

$

及以上一般山塘

#) 座"容积 !)$%'M 万F

$

+

2%#&!W-#&#& 年安排整治山塘 $&M 座"容积

)'!%)$ 万 F

$

+ 其中整治 ! 万 f' 万 F

$

重点山塘 $&M

座"容积 )'!%)$ 万F

$

+

$%#"工程组织计划

$%#%!"组织机构设置

为加强工程建设管理&强化项目实施的行政领导"

永丰县政府成立以县长为组长的县山塘整治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成员由县财政局&水利局&发改委&农开

办&民政局&国土资源局&农业局及项目所在地有关乡

,&$,



镇负责人组成+ 成立'永丰县山塘整治工程指挥部("

指挥部设技术质量管理科和财务管理科"在领导小组

的领导和监督下做好项目前期研究&设计报批&工程验

收&工程款支付等工作+

山塘整治项目实行责任主体负责&施工单位保证&

设计单位保障&乡镇水务站监理&县水利部门技术指导

和政府监督相结合的质量与安全管理体制+ 项目竣工

后"山塘项目责任主体应及时向县级水利&财政部门提

出验收申请"县级水利&财政部门联合组织专家按批准

的实施方案对项目进行验收+ 项目验收合格后由县财

政和县水利部门根据项目的工程量和相关规定"拨付

项目补助资金+

$%#%#"建设资金管理

山塘整治项目实行县级人民政府负总责"建设管

理实行'任务&资金&权力&责任(四到位+ 县财政部门

积极筹措地方投入资金"负责项目资金拨付和资金监

管"配合做好项目申报工作+ 县水利部门负责山塘整

治项目的技术指导&实施方案审批&工程质量监督&项

目资金监督管理及工程验收工作+

山塘整治遵循轻重缓急的原则+ 山塘具备下列条

件之一的"可以优先实施!

!山塘安全综合评价中列为

三类$

"承担农田灌溉任务或具有农村饮用水功能的

山塘$

$乡镇政府和山塘整治项目业主积极性高"乡镇

水务站水利技术服务力量强"村委会或农民用水合作

组织具有组织农民参与建设和承担建后管护责任+

山塘整治工程为'财政民办公助(项目"采用'先

建后补(的方式"按国家有关山塘整治补助标准执行+

为防止套取财政资金"采用'先建后补(的方式拨付工

程款+ 在工程财务管理方面"严格按照工程建设内容

使用资金"实行专款专用"设立财政专户专账"实行县

级报账制"建立健全资金使用管理规章制度"严禁截

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

$%#%$"工程管理制度

目前大部分的山塘属集体所有"少数属个人所有"

整治后应不改变产权归属"并按权属进行管理+ 山塘

的运行管理实行属地管理原则"由乡镇人民政府与村

民委员会共同负责"以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为主+ 以私

人投资形式兴建的山塘由山塘业主负责+

乡镇人民政府应制定山塘管理制度"明确山塘管

理职责"并与村民委员会#山塘业主%签订安全责任

状+ 每年进行防汛#汛前&汛中&汛后%工程安全检查"

督促村民委员会#山塘业主%排除安全隐患"将检查结

果登记造册+

山塘安全管理实行巡查制度+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对山塘巡查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查"对发现的

问题督促有关部门及时处理+ 山塘的日常管理由山塘

业主#村民委员会%负责+ 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

及业主对危害坝体安全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 对存在

安全隐患的山塘"要采取自筹为主的多元化&多渠道投

入机制"落实除险加固资金+

乡镇人民政府必须落实巡查工作负责人"村民委

员会&山塘业主必须落实巡查员"巡查工作负责人应加

强巡查员业务培训"并对巡查员进行监督管理+

.&环保措施分析

永丰县山塘均不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

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范围内+ 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施工期&工程完成后对周围水环境&生态环境的作

用+ 工程施工期间"因工程量小&工期短&施工人员少"

施工机械及人员排放的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是轻微

的&暂时性的"施工结束后污染源不复存在"故采取常

规环保措施即可+

山塘整治工程涉及的项目包括大坝土方填筑&护

坡&涵管重建&溢洪道加固等"工程量较少+ 施工期间"

由于基础清基&料场取土&工场布置等将产生少量弃土

弃渣"对现有林草植被造成一定损坏"应避免产生严重

的水土流失+ 整治过程中严格规范地表裸露&弃土弃

渣倾倒操作流程
)' )̀*

"严禁造成河道淤积&土地资源浪

费等问题的出现+

D&结&语

永丰县总容积 '&&F

$

以上山塘共有 !()W 座"多修

建于 #& 世纪 )&-M& 年代"受当时 #下转第 'W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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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监测工作$对水质及环境较差的水源进行综合治

理等+

A%充分利用区级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疾

控中心&规模化水厂水质化验室资源"建立农村供水水

质检测监督体系"制定年度水质检测计划"实行水质检

测月报制"实现集中供水工程水质检测全覆盖"同时将

水质合格情况与供水单位年度考核&维修补助挂钩"有

效强化农村饮水安全水质保障体系+

#%$"健全完善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和服务保障体制

""#&!) 年 !! 月 #( 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0重庆市村镇供水条例1 #以下简称0条例1%"0条例1

是重庆市第一部关于村镇供水的地方性法规"主要目

的是为了规范村镇供水活动&保障供水安全"维护供&

用水双方合法权益"同时也为健全完善工程良性运行

机制和服务保障体制提供了重要依据+

6%开展村镇供水工程产权登记"落实管护责任主

体"做好村镇供水设施保护与运行管护+

A%制定落实水价机制"指导村社供&用水双方积

极协商确定水价"不具备协商定价条件的"落实政府定

价或政府指导价$强化计量与水费管理"依法规范供

水&用水市场秩序"完善村镇供水应急预案"健全村镇

供水应急机制+

2%加强区&镇两级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充实技

术力量"通过引进社会化服务等形式提供技术服务保

证$强化培训机制"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卫生部门定期组

织开展工程运行管理培训"特别是制水消毒&水质检测

及安全生产等关键岗位的技术培训"推进持证上岗+

<%继续坚持通过政府财政补贴落实村镇供水工

程维修养护资金&水质检测财政预算&高扬程供水的水

价补贴机制$宣传落实村镇供水工程电价&税收&用地

等优惠政策+

:%强化政府监管"督促相关单位及供&用水双方

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与义务"依法追究违法行为的法律

责任"不断提高村镇供水保障水平+

,&结&语

本文对于重庆市北碚区农村饮水问题做出分析"

根据现有情况提出解决办法+ 主要从引水工程的建设

以及水资源保护入手"从而彻底解决农村饮水的安全

问题+

##############################################

"

#上接第 (M 页$ 设计"施工条件限制&工程运行时间

长&管理不规范等影响"许多山塘存在一定运行问题"

急需进行整治+

本文将永丰县山塘综合整治大致划分为三个阶

段"根据工程规划设计"合理安排整治施工的组织结

构"梳理资金管理措施"制定工程管理制度"为山塘整

治工程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 目前"永丰县山塘综合

整治已进入第二个阶段"已完成山塘整治 #O) 座"容积

!$'#%)M 万F

$

+ 其中整治 ! 万f' 万F

$

重点山塘 !(W

座"容积 $O)%)M 万 F

$

$整治 ' 万 f!& 万 F

$

及以上重

点山塘 !!W 座"容积 O')%W( 万F

$

$' 万f!& 万F

$

及以

上一般山塘 !O 座"容积 !&W%&) 万 F

$

+ 在分析山塘整

治工程环境影响的基础上"提出防止水土流失的施工

对策"为工程环评合格提供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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