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务一体化改革 升级优化资源配置科学治水

12月的海南，依旧温暖如春，在定
安、屯昌、海口、文昌等4个市县田间地
头间，红岭灌区田间工程的施工车辆来
回忙碌，条条沟渠、机耕路已经成形，引
来清水蜿蜒，绕过山岭，通过高架引水
渠再引流向大地，滋润着农田旱地。

如果说水利枢纽是“主动脉”，那水
利田间工程就是“毛细血管”，可解决
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但以往的
田间工程，向来是各市县主抓建设，施
工进度不一，影响了水利枢纽的供水
进度。此次的红岭灌区田间工程由省
水务集团负责招标建设，并采取EPC
施工总承包模式，确保工程建成一片、

验收一片、移交一片，让工程尽早产生
效益。

推进水利工程建管体制机制改革，
推行EPC总承包模式，加快推进水务设
施建设，是我省水务一体化改革取得的
成效之一。海南是全国率先实行涉水
事务一体化改革的省份，尤其是近年
来，坚持高扬创新改革主旋律，稳步推
进水务重点领域改革攻坚。

改革，是海南水务发展的主旋律，
也是海南水务发展的强劲动力。

水务一体化改革，是实现水资源高
效利用，实现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需要。近年来，省水务厅提出

“水利进城 水务下乡”的理念，将城市
水厂管网延伸至周边乡镇、农村，统筹
建设城市、乡镇污水处理厂，将农村优
质的水资源输送到城市，统一调配，提
高了城市供水安全保证率。全省城市
自来水普及率由60%提高到93%，污水
处理率由40%提高到81.6%，并成为全
国污水处理“县县通水”第七个省份。

此外，省水务厅着力创新水务投
融资机制，采取银行贷款、企业合作等
市场融资方式，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水
务项目建设，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全
省城镇供水能力由 165 万吨增加到
235万吨。

水务一体化改革，也是海南建立统
一水网、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
要。省水务厅牵头完善海南水务发展
规划，及时制定和实施水务发展与改
革规划，在全国率先完成全省水资源
综合规划，并先后完成全省水务发展
与改革规划、全省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规划、海南水网建设规划等一批综合
和专项规划，强化顶层设计，奠定水务
发展基础。

近年来，随着海南水网规划出台，
全省的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实现重大跨
越，民生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效。大型
水利枢纽工程——大隆水库、戈枕枢纽

工程、红岭水利枢纽、大广坝二期灌区
工程相继建成，红岭灌区工程、南渡江
引水工程已经进入建设尾声，迈湾、天
角潭、琼西北供水工程也相继完成前期
工作，进入招标或开工建设阶段，这将
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
和保障。

水务一体化改革，是海南创新社会
管理机制、优化营商环境的发展需要。
随着水治理体制机制逐步健全，省水务
厅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了71%，水务“放
管服”改革持续加力，并引进大型设计
和施工单位进入海南水务市场，解决本
地技术和人才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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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舍河是贯穿海口市区的一条河美舍河是贯穿海口市区的一条河
流流，，沿着美舍河散步沿着美舍河散步，，一路清水相伴一路清水相伴，，绿绿
植成群植成群。。而而33年前年前，，这里还是海南市民这里还是海南市民
熟知的臭水沟熟知的臭水沟。。20162016年底年底，，海口市以海口市以

““河长制河长制””为抓手为抓手，，采用采用““控源截污控源截污、、内源内源
治理治理、、生态修复生态修复、、景观提升景观提升””的多元系统的多元系统
水环境提升战略水环境提升战略，，实现山水林田湖综合实现山水林田湖综合
整治整治，，美舍河岸绿水清美舍河岸绿水清、、鸟飞鱼跃的自鸟飞鱼跃的自
然场景重新回归然场景重新回归。。

潺潺清水流进千家万户潺潺清水流进千家万户，，润泽百姓润泽百姓
心田心田，，条条渠道通向田间地头条条渠道通向田间地头，，灌溉希灌溉希

望田野望田野。。兴水兴水、、治水是国家民治水是国家民
生基础工程生基础工程，，也是社会经也是社会经

济发展的奠基石济发展的奠基石。。
美舍河的水环境美舍河的水环境
水生态修复仅水生态修复仅
仅是我省生仅是我省生
态治水的一态治水的一
个缩影个缩影。。

近 几近 几
年年，，我省牢我省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全面落实最严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落实最严水资源管理制度，，不断创不断创
新江河湖泊管理制度新江河湖泊管理制度，，加大对水环境的加大对水环境的
整治力度整治力度，，在兴水在兴水、、治水治水、、护水方面取得护水方面取得
实效实效，，水生态文明水平不断提升水生态文明水平不断提升。。

水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水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保护保护
好水生态环境好水生态环境，，才能保护好海南的绿水才能保护好海南的绿水
青山青山。。借助我省开展省域借助我省开展省域““多规合一多规合一””，，
我省划定省级我省划定省级3838条河流生态水系廊道条河流生态水系廊道，，
水生态红线水生态红线26502650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占全岛陆域占全岛陆域
生态红线总面积的生态红线总面积的2323%%。。将水生态空将水生态空
间功能划分为禁止开发区域间功能划分为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限制开发
区域和水安全保障引导区区域和水安全保障引导区，，纳入全省生纳入全省生
态红线统一管控态红线统一管控。。

为解决水生态环境受损为解决水生态环境受损、、水环境隐水环境隐
患突出等问题患突出等问题。。我省开展城镇内河湖我省开展城镇内河湖
水污染治理行动水污染治理行动，，对全省对全省6464条城镇内河条城镇内河
湖进行清除淤泥湖进行清除淤泥、、排污截留排污截留、、清理岸边清理岸边
建筑等治理工作建筑等治理工作，，同时以同时以““河长制河长制”“”“湖湖
长制长制””为抓手为抓手，，推进河湖生态环境管理推进河湖生态环境管理
日常化日常化，，建立管护长效机制建立管护长效机制。。20172017年年

底底，，我省已全面建立河长制我省已全面建立河长制，，省省、、市市、、县县、、
乡四级乡四级17431743名河长和名河长和21642164名河道管护名河道管护
员全部到岗员全部到岗。。

经过近两年的推动经过近两年的推动，，目前海南河长目前海南河长
巡河已经常态化巡河已经常态化，，并通过巡河发现河湖并通过巡河发现河湖
生态问题生态问题，，全力推进河湖全力推进河湖““四乱四乱””问题整问题整
改改。。20192019年年11月至月至1111月月，，我省我省1717名省名省
级河长巡河级河长巡河4343人次人次，，市市、、县县、、乡级河长巡乡级河长巡
河河33..88万人次万人次，，全力推进河湖全力推进河湖““四乱四乱””问问
题整改题整改，，流域面积流域面积10001000平方公里以上平方公里以上
河流的河流的6363个问题全部整改到位个问题全部整改到位，，水利部水利部
暗访反馈的暗访反馈的9292个问题已销号个问题已销号8989个个。。

针对近年来日益严重的河道非法针对近年来日益严重的河道非法
采砂乱采砂乱象象，，我省水务厅结合全省扫黑我省水务厅结合全省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打击河道非深入开展打击河道非
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严厉打击““砂砂
霸霸””。。通过主流媒体征集水事违法犯通过主流媒体征集水事违法犯
罪行为和罪行为和““砂霸砂霸””线索线索3333条条，，将将2626起可起可
能存在涉黑涉恶行为的线索移送省公能存在涉黑涉恶行为的线索移送省公
安厅立案侦查安厅立案侦查。。目前我省大江大河目前我省大江大河、、
重点水域大规模重点水域大规模、、长时间的非法采砂长时间的非法采砂

现象得到遏制现象得到遏制。。
在加大打击非法采砂力度的同时在加大打击非法采砂力度的同时，，

省水务厅要求疏堵结合省水务厅要求疏堵结合，，全力保障全省全力保障全省
建筑用砂市场供给建筑用砂市场供给，，牵头编制了牵头编制了《《海南海南
省开辟砂源供给工作方案省开辟砂源供给工作方案》，》，启动南渡启动南渡
江江、、昌化江昌化江、、万泉河三大江河采砂规划万泉河三大江河采砂规划
修编工作修编工作，，积极推广积极推广““统一规划统一规划、、统一环统一环
评评、、统一施工统一施工、、统一运输统一运输、、统一堆放统一堆放、、统统
一销售一销售、、统一修复统一修复””的河砂资源开发利的河砂资源开发利
用新模式用新模式。。昌化江下游河道整治工程昌化江下游河道整治工程
顺利出砂顺利出砂，，将向海南市场提供河砂约将向海南市场提供河砂约
800800万立方米万立方米。。

新时代新时代，，新起点新起点，，随着海南发展加随着海南发展加
快快，，省委省委、、省政府对水生态环境治理与省政府对水生态环境治理与
保护高度重视保护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措施措施，，提出要加提出要加
强包括水网在内的绿色强包括水网在内的绿色““五网五网””基础设基础设
施建设施建设，，持续开展生态环境整治持续开展生态环境整治，，强化强化
水资源节约管理水资源节约管理，，全面推行河长制全面推行河长制，，加加
快建设经济繁荣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社会文明、、生态宜居生态宜居、、
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22018018年年，，海南在建省办经济特区海南在建省办经济特区
3030 周年之际周年之际，，迎来建设自贸区迎来建设自贸区、、自贸自贸
港利好港利好，，党中央赋予海南新的重大历党中央赋予海南新的重大历
史使命史使命。。王强说王强说，，海南水务将在习近海南水务将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下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下，，以保障生态以保障生态
安全安全、、防洪安全防洪安全、、供水安全为核心供水安全为核心，，积积
极推进水务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极推进水务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惠民惠民
工程建设和水务改革各项工作工程建设和水务改革各项工作，，为加为加
快建设经济繁荣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社会文明、、生态宜生态宜
居居、、人民幸福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提供水资的美好新海南提供水资
源保障源保障。。

波澜壮阔波澜壮阔7070年年，，迎风破浪再起航迎风破浪再起航。。
站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起点站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起点，，全省全省
水务系统将进一步贯彻落实水利部水务系统将进一步贯彻落实水利部““水水
利工程补短板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水利的水利
发展要求发展要求，，以更加饱满的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开放前瞻开放前瞻
的广阔胸怀的广阔胸怀、、扎实有力的工作举措扎实有力的工作举措，，全力全力
推进各项工作推进各项工作，，为海南高质量发展提供为海南高质量发展提供
安全保障安全保障，，不断谱写海南水务事业发展不断谱写海南水务事业发展
新篇章新篇章。。 （（本报海口本报海口1212月月88日讯日讯））

水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 绘就水美岸绿新画卷

今年6月，临高县博厚镇文双村自
来水塔配电箱被雷电击中了，管水员叶
显飘检查发现了配电箱问题后，让负责
水塔管理养护的公司派人前来维修。

“水塔的清理、维护等工作都是公司专
人来做的。”

农村供水工程是一项民生工程，经
过多年的建设，目前全省各市县具备条
件的自然村基本上已实现了自来水到
家到户，家家户户用上了安全自来水。
但农村饮水工程的设备后续养护管理，
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对此，我省临高、
三亚等市县开始探索创新农村供水工
程管理模式，以社会购买服务方式引入
专业公司运营管理，解决农村供水工程
建后无人管、管网漏损率高、供水设备
遭破坏或无人报修久而报废等问题。

经过近年来对水利基础设施的建
设力度加大，海南的水利基础设施保障
水平跃上新台阶。特别是近五年来，我
省积极开展重大调水和饮水安全工程、
大型水库和节水灌溉骨干渠网建设，南
渡江引水工程、红岭水利枢纽工程、松
涛灌区配套续建工程、大广坝（二期）灌
区工程等相继开工建设，松涛灌区、红
岭灌区、大广坝灌区等灌区区域的标准
化农田效益提高，让当地农民百姓大为
受益。在城市、乡村，污水管网、自来水
管网“双网”铺设入家入户，极大改善了
生态环境，方便了居民生活。

“如果管护运行不当，即使水利工程
建得再多再好，也难以充分发挥出效益。”
省水务厅厅长王强说，打基础、强管理、提
能力，这是我省水务行业近几年工作的着

力点，在加快加强完善水网基础设施的同
时，还要提升水网基础设施的安全运行管
理，推动水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精准把握“水利工程补短板、水
利行业强监管”的新时期水利改革发展
总基调下，我省治水管水观念从以往的

“重建轻管”到“建管并重”转变。
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上，编制

完成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办法，
对田间地头的灌溉渠道、农田排沟、塘
坝、泵站等设施开展正常管护，实现农
田水利“最后一公里”有人管、有钱修的
目标。农村供水工程管护向专业化管
理方向改革，向第三方购买服务，制定
标准化运行管理考核标准和目标，以专
业人才实现专业化管理。

在水务建设市场监管上，省水务厅

与市场监管部门实现水务行业市场行为
失信联合惩戒，全面实施水务建设工程
第三方检测制度，建立健全分级监督管
理机制，开展质量检测机构巡查，规范施
工单位自检、监理平行检测和项目法人
第三方检测等水务工程质量检测行为。

在水库运营管理上，我省加快补齐
水库运行管理短板，完善大中型水库的
道路、防浪墙、物料堆场等抢险设施建
设，启动了10座水库病除险加固工程，
要求水库运行管理向标准化、规范化、
信息化“三化”方向转变，创新机制提高
效率效能。

我省在水库运行管理“三化”上探
索总结出一些先进经验。比如大隆水
利工程管理局，在省水务厅和三亚市支
持和指导下创建国家级水管单位，引入

了水库自动化管理系统，可对水库进行
远程监控和实时信息化管理，为管理和
防洪调度提供更加准确、科学、快捷的
决策依据。2017年，大隆水利工程管理
局以945分的高分通过了水利部的水利
工程管理考核验收，成为我省第一家国
家级水管单位。

在河湖生态管理上，部分市县开始
探索在依托三防管理平台基础上，加强
河道生态信息化、动态化管理。比如
海口市打造了“河湖长制信息化管理
平台”对河湖水体进行动态管理，该平
台实时显示全市373个水体的水土状
况、问题及相应对的水体河湖长工作
情况，随时可监测、推动相关职能部门
进行沟通协调，加快水体治理问题的
解决速度。

转变治水管水观念 从重建轻管到建管并重转变

■ 本报记者 孙慧
特约记者 邹小和

70年栉风沐雨，70
年春华秋实。70年来，
海南水务事业发生了沧
桑巨变。

“民生为上，治水为
要”，海南水资源丰富，
但如何把水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是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
迈过的“坎”。新中国
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
积极创新治水思路，逐
步推进水务一体化改
革，狠抓水网基础设施
建设，水生态文明建设
深入推进，让海南的水
务事业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在坚持科学治水的
实践中，海南水务人积累
了有效的经验，制定了一
项项举措制度，编制起水
资源治理与保护的“安全
网”。供水保障能力显著
提高，民生水利惠普于人
民，城乡人居环境日趋向
好……一幅水务改革发
展、兴水惠民的精彩画卷
徐徐展开。

我省开展水务一体化改革我省开展水务一体化改革，，改变发展理念改变发展理念，，建设水生态文明美化环境建设水生态文明美化环境

治水引清流治水引清流 兴水惠民生兴水惠民生

三亚崖州区大隆水库。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牛漏岭水库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牛路岭水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元才陈元才 摄摄

﹃
百
姓
河
长
﹄
在
海
口
市
美
舍
河

河
边
巡
查
。

本
报
记
者

袁
琛

摄

红岭灌区工程总干二标
2号渡槽横跨在田间地头。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游客在东方市罗带河边游玩自拍。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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