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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潭牛镇，
古城村。2015 年 11
月28日，夕阳西下，村
民杨来侠拧开家中水
龙头，潺潺清水流出，
为一家人准备晚饭。

“以前哪有这么干
净的水用啊，碰到下
雨，井里打上来的都是
浑浊的泥水。”杨来侠
说，在自来水管网建好
之前每天要去几百米
外的水井挑水，取水做
饭费时费力不说，如果
碰上下雨，井水得消毒
后才能使用，否则容易
感染肠道等疾病。

生活的改变，得益
于我省积极推进实施
的 农 村 饮 水 安 全 工
程。“十二五”期间，省
委、省政府把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列为年度

“为民办实事”十大事
项之一。截至2015年
11 月底，我省圆满完
成海南省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十二五”规划
目标任务，共建设各
类农村供水工程1301
处，解决了 149.53 万
农村居民和 11.03 万
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
安全问题。

5年来解决了149万农村居民和11万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

汩汩清流润家园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大投入
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顺利推进

似乎很难想像，四面环水、几乎没
有工业污染的海南，也存在“缺水”问题。

“海南农村不缺生活用水，但缺能
饮用的干净水。”不少村民回忆起从前
的农村，似乎还能想起那井水的苦涩。

这一境况在海南实施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后得到改变。

加大投入，是能够顺利推进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的得力保障之一。

“临高两年斥资2700多万元，解决
5万农民饮水安全问题”“琼海今年投
3159万元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建设”“万
宁19宗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完工”“投资
2亿元建成250处饮水安全工程，我省
又有33万村民喝上放心水”“专题研究
农村安全饮水方案，海口将让21万村
民两年内喝上干净水”“省财政下达中
央基建资金1.2亿，支持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建设”……

近年来，诸如此类的新闻报道屡现
报端，足以得见我省在农村饮水安全方
面加大的投入。

投入不仅是新建，也解决了长久以
来我省农村饮水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
就包括乡镇水厂运营管护难。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设备老化、管
理水平较低，直接导致部分农村安全饮
水项目水质不达标、水压低、水量小和
供水保证率低等。”省水务厅相关负责
人认为，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缺乏管护
资金，影响项目长期运行，而依靠水费
能正常运转的水厂为数不多。同时，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人员相当缺乏，特
别是水厂管理人员，制水、水质检测、电

气管理等专业技术人员均不足。
为此，为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做好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处理和水质检测
工作，省水务厅专门编制了《海南省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中心建设实
施方案》，以建设县级农村供水水质检
测中心为重点，基本实现全省所有县
（市、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中
心全覆盖。同时建立健全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水质常规检测制度，逐步形成以
县级水质检测中心为骨干，以集中式供
水水厂自检为基础，以分散式供水工程
巡检为补充的农村供水水质检测体系。

促改变
破解村镇水厂运行不规范问题

为解决个体承包者管理运行村镇
水厂存在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我省也有
市县主动尝试用新方法来破解此难题。

屯昌尝试将村镇水厂交由县自来
水厂统一运营管理；琼海则尝试通过
管网延伸，市自来水厂为11个乡镇供
水，实现“农村供水城市化、城乡供水
一体化”。

目前，琼海市自来水厂除向嘉积中
心城区和周边农村供水外，供水管线已
辐射延伸到11个墟镇，解决了近12万
农村人口的用水问题。

“供水管网资金由政府、水厂和村
民共同承担，政府先后投入了2300多
万元，水厂投入了近1000万元，政府和
水厂投入的资金主要是将管道铺设到
村口，而入户管道则由村集体集资。”琼
海市自来水公司负责人说，自来水厂向
农村供水，也提高了水质合格率。

农村供水时出现的亏损问题，也
通过城乡供水一体化得到了较好缓

解。“自来水公司需要实现规模化运
作，才能降低运营成本。”这位负责人
说，现在水厂每天供水7万吨，其中向
农村供水约1万吨，已达到规模供水降
成本的效果。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农村供水
利润微薄，甚至微亏，但是市县和较大
镇墟，因为人口密集，水厂供水是有利
润的，政府可以尝试通过打包的形式，
将城市水厂与村镇水厂交由一家公司
运营，通过城市利润反哺农村。

此外，我省于2014年开展的小型
水库管理体制改革，也很大程度上改善
了农村饮水安全现状。“承包给经营者
搞旅游开发和渔业养殖，库区内垃圾成
山，承包经营者为保证库区养殖水面。”
在实行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前，这是
我省不少小型水库常见的现象，污染与
危险并存，更谈不上饮水安全。

但今日的井然有序，与昔日的混乱
形成鲜明反差。小型水库管理职责全
部下放到市县管理，每个水库配备专门
的管护人员，杜绝了污染水源的现象，
取而代之的是水库碧波荡漾。改革不
仅有效保障我省城乡的供水安全和生
态安全，防洪安全也一并解决。

新方法
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和稳定

在不断加大投入的5年时间里，我
省在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方面也是亮点频
现，其中“膜法”饮水安康工程尤为突出。

2012年，省委、省政府将实施“膜
法”饮水安康工程列为十大民生工程
之一，提出“通过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
程和在有条件的市县运用超滤膜净水
技术，解决农村、垦区、林区群众饮用

水达到国家强制性饮水安全标准”的
目标任务。

我省“膜法”工程主要在实施集中
式供水的城乡，依托现有自来水厂，进
行扩建、改建、辐射扩网；在原有的农村
安全饮水项目基础上，利用分散式供水
改造技术进行升级改造；在人口集中、
饮水量大的学校、景点等，增设净水设
备，可采取直饮水台与单龙头直饮水项
目等。

截至2014年年底，由省科技厅主
导，海口、澄迈、儋州、琼海等16个市县
56个乡镇和学校完成了“膜法”饮水安
康示范工程276宗，总投资达1.14亿
元，日供水10万吨，受益群众达到60.4
万人。得益于“膜法”饮水安康示范工
程的实施，到2014年底，全省近300万
在册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中，已有
284.54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

而“膜法”饮水大面积推广，还得益
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饮水安全领域权威人士
李圭白说，传统的农村自来水厂小而
散，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维护，
而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数百宗新型净水
工程可以实现无人值守、集中管理，一
个水厂水质不达标或出现运行故障，管
理中心都能及时发现并纠正，从而保障
农村饮水的安全、及时和稳定。

“超滤膜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相结
合，是大面积建设新型净水厂的两个重
要方面，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李
圭白说，海南在澄迈县建设200多宗

“膜法”净水厂，将是我国“十二五”期间
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一项标志性
成果。李圭白同时也希望，海南能有更
多的科技成果应用于民生。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截至2015年11月底，我
省圆满完成了海南省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目
标任务，共建设各类农村供
水 工 程 1301 处 ，解 决 了

149.53 万农村居民和 11.03
万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
问题，完成投资 115685 万

元，其中，中央投资60218万

元，省级资金 18083 万元。

市县配套37384万元。

其中，2015 年，建设了

166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解

决了 15.82 万农村居民的饮
水安全问题，完成投资，其
中，中央投资 6240 万元，省

级资金 2411 万元，市县配套

3750万元。

蓄水中的琼中红岭水库，确保一方百姓用上安全放心水。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工人们正在铺设自来水管道，解决自来水入户问题。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到2020年，通过提质增
效，全面提高农村饮水安全
保障水平，建立“从源头到龙
头”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设和运营管护体系。提高农
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使广
大农村居民喝上更加方便、

稳定和安全的饮用水。

在“十三五”期间，我省
还将针对“十一五”“十二五”
期间建设的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进行巩固提升，采取新建、
扩建、配套改造、联网等措
施，到2020年实现全省农村
集中供水率达到 85%以上，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0%
以上，水质达标率比2015年
提高 15个百分点以上，供水
保障程度进一步提高。通过
改造、升级、配套、联网等方
式，实施农村饮水巩固提升
工程，深化农村饮水安全成
效。 （刘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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