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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担当
挑起琼西南供水大梁

由于降水空间分布不均匀，加上水
利设施不足，位于我省西南部的东方、昌
江、乐东3个市县曾是海南最干旱的地
区之一。长期干旱缺水，导致这片土地
灌溉条件差，很多热带经济作物无法种
植，极大限制了当地农业发展。昌化江
滚滚西去，留给当地的却是声声叹息。

2006年8月，华能集团响应海南省
政府号召，投资约9亿元建设戈枕水利
枢纽工程，并将其归于华能海南发电股
份有限公司戈枕水电厂（以下简称戈枕
水电）管理和运营，助力海南西南部地区
解决缺水难题。

多年来，华能集团坚持方向明确、科
学发展，不断创新、保持领先、多方合作、
互利共赢，逐步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服务的红色公司；注重科技、保护环境
的绿色公司；坚持与时俱进、学习创新、
面向世界的蓝色公司”的华能“三色”公
司理念，而戈枕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正
是华能集团秉承“三色”公司理念的具体

体现。
据了解，戈枕水利枢纽工程是大广

坝二期工程的配套项目，也是海南省“十
一五”重点水利工程。2009年，该项目
成功投产后，逐渐解决了海南省西南部
地区农田灌溉、人畜饮水、工业发展用水
难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开启了东方、昌江、乐东三市县百姓生活
的幸福之门。

然而，兴建戈枕水利枢纽工程的经
济账却并不划算。据了解，但该工程需
要以灌溉供水为主、兼顾发电，能够利用
发电的水资源非常有限，而发电又是戈
枕水利枢纽工程的主要收入来源。对于
华能集团来说，这是一笔注定“亏本”的
生意。

2019年12月11日上午，戈枕水利
枢纽大坝上的发电厂房里出奇安静，
完全没有机器的轰鸣声，两台发电机
组已经停止运转。“自项目投产以来，
从未停止过给灌区供水，近段时间降
雨量少，水库快达到死水位了。”戈枕
水电负责人表示，发电需要大量水资
源，但为了保证供水，发电厂房已很久
没有启动过了。

十年来，戈枕水利枢纽项目连续亏
损，一度被外界认为是“僵尸项目”。可
谁又知常年亏损背后，是该项目十年来
的默默奉献和无悔付出。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首先保证灌区
供水！”戈枕水电负责人说，戈枕水利枢
纽工程是加强华能与海南省战略合作关
系的标志性工程，它的投资建设是华能
集团履行社会责任、支持海南经济发展
的重要体现，在供水方面，不能懈怠。为
推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履行社
会责任，下一步，华能集团将在政策允许
的情况下，利用库区开发光伏太阳能发
电等新能源项目，弥补戈枕水利枢纽项
目亏损。

引水入田
助推社会经济发展

屹立于昌化江上的戈枕水利枢纽工
程，坝总长1099米，坝高34米，包含中干
渠、低干渠和昌江干渠三条输水渠道，供
水范围涉及东方、昌江、乐东等市县，同时
承担着大广坝灌区78%以上灌溉和工业
城镇用水的配水任务。

驱车从戈枕水库向大广坝方向驶
去，眺望远处，道路两旁郁郁葱葱，芒
果、香蕉等经济作物枝繁叶茂。但附
近居民都知道，这里曾经因为缺水而
一片荒芜。

“在水电站还没建起来的时候，这
里严重缺水、常年干旱，生活用水要
在家门口打很深的井，灌溉用水只能
靠少量的自然降雨。”家住东方市大
田镇戈枕村的符永泽欣慰地说，该工
程的建设，为附近居民引来水源，许
多农户都开始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
增加了收入。

十年来，戈枕水利枢纽工程充分发挥
了防洪、灌溉、供水等综合功能，始终积极
配合大广坝灌区管理分局的调度，累计无
偿提供灌溉水量23.88亿立方米，从根本
上解决了海南西部地区干旱缺水问题，改
善了海南西部地区工农业生产条件，为加
快推进当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了坚实保障。

“由于灌区处在干旱区域，随着当
地居民用水需求的持续增加，以及田
间水利设施配套不断完善，每年的计
划用水也在不断增加。尽管如此，戈
枕水库都是灌区供水的‘实力担当’，
永远按计划完成供水任务。”自投产以
来，该工程得到了海南省水利灌区管
理局大广坝灌区管理分局的充分肯
定，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戈枕水利枢
纽工程深得民心，不仅实现了生态效
益、创造了社会经济效益，也保障了工
农业生产用水需要，最大限度减轻了
干旱、台风暴雨带来的灾害损失。

2018年，是我省台风灾害多发的一
年，戈枕水电站利用汛期开展了防台防
汛应急演练，加之加强日常维护及台风
来临前的安全检查，通过结合实际精准
调度、提前腾空库容、完善防台措施，成
功抵御“艾云妮”“山神”等台风的袭击，
确保了人员和大坝安全。

“在奔流不息的昌化江水‘伴奏’下，
我们将与戈枕水电同舟共济，做好戈枕
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的灌溉供水任务，保
证戈枕水利大坝安全。”戈枕水电负责人
坚定地说。

11年坚守 青春无悔

21名“华能戈枕人”
共同谱写水利华章

2008年，来自天南海北的21名大学生来到
戈枕水利枢纽工程筹建处。他们中有北方汉子，
也有南方小哥。他们放弃了城市的繁华，背负着
亲人的牵挂，义无反顾地扎根在大山深处，一待就
是11年。

“11年过去了，当初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青
葱少年，如今已变得成熟稳重，很多时候都能在工
作中独当一面。”33岁的胡永钦，负责戈枕水利枢
纽工程的检修管理工作，他说，检修管理是最基
础、重要的生产业务，在戈枕工作的这些年里，他
学到了许多，也明白了自己身上的重任。

11年里，这个平均年龄只有30岁出头的年
轻团队，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考验，在没有任何经
验可循的情况下，他们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充
分发扬连续奋战、攻坚克难的精神，完成了大坝及
各项设施的保障工作，确保各项设施健康运行。

“还记得台风‘威马逊’来袭时，我们都彻夜未
眠，认真巡检维护设备、完善防台措施，一刻都不
敢松懈。”负责大坝安全运行维护、检修和改造工
作的符裕雄回忆，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为保证戈枕
枢纽及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 11 年里，戈枕水利枢纽累计安全运行
3763天，从未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21人全部取
得中级工职业资格，其中18人取得了高级工职业
资格；他们中走出了华能海南公司先进个人、国资
系统“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资系统优秀党支
书记、国资委优秀共青团员、华能公司“劳动模范”
和华能集团公司“技术能手”……

如今，他们依旧坚守在生产一线，把人生中最
美好的时光都留给了大坝，用他们宝贵的青春、坚
定的信仰，默默地守护着戈枕水利枢纽的安全和
下游万千老百姓的安宁。

（策划/容朝虹 撰稿/柳莺 图片均由华能戈
枕水电提供）

护水安澜 润泽一方
华能戈枕水利枢纽：绘就兴水惠民精彩画卷

12月 11日，旭
日升起，从位于昌
江黎族自治县的华
能海南发电戈枕水
利枢纽大坝顶端放
眼望去，涓涓清流
从戈枕水库经过干
渠流入万顷良田，
滋润大地万物，让
一切充满生机。

自 2009 年投
产以来，戈枕水利
枢纽工程始终秉承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服务、为国民经
济持续发展、为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而努力的宗旨，
源源不断为灌区无
偿供水，从根本上
改善了海南省西南
部地区工农业生产
条件，解决了农田
灌溉、人畜饮水、工
业发展用水难题。

在坚持治水兴
利实践中，该工程
以灌溉、供水为主，
发电为辅，承担大
广坝灌区78%以上
灌溉和工业城镇用
水的配水任务，对
加快推进当地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
促进海南社会进步
和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俯瞰华能海南发电戈枕水利枢纽大坝。

⬅ 华能海南发电戈枕水利枢纽大坝泄洪。 ⬆ 俯瞰华能海南发电戈枕水利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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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绿色改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此我
省大多数群众表示理解和支持。但这同时也是一
项涉及群众传统观念和切身利益的复杂“课题”，
殡葬改革过程需要群众逐步改变观念。

为此，我省各级民政部门利用清明、冬至等时间节
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殡葬改革宣传工作，大力宣传殡
葬改革的重要意义，引导广大群众移风易俗、树立厚养
薄葬、节地环保殡葬理念。各级党员干部也率先垂范、
破旧立新，主动教育和引导群众自觉改变丧葬陋习，营
造崇尚文明、追求文明、建设文明的良好风尚。

树立文明殡葬新风，我省各市县还大力推广敬
献鲜花、绿化植树、踏青遥祭、网上纪念等多种祭扫方
式。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遏
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同时，
我省还组织开展了省级殡仪馆认定工作、殡葬行业职
业道德教育，推进殡葬服务领域社会工作服务，不断
拓展殡葬服务内容，提高殡葬从业人员服务水平。

为加强基层管理能力建设，提升社会文明治
理水平，解决厚葬薄养问题，2018年以来，三亚市
吉阳区罗蓬村、万宁市北大镇尖岭村等村庄都成
立了红白理事会，对婚丧嫁娶进行俭省办理，推进
移风易俗，树立乡村文明新风。

据统计，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我省共配备村（居）殡葬信息员3336名，
建立旧风陋习早发现、早引导、早制止的工作机
制。同时完善群众自治机制，建立村（居）红白理
事会2418个，并将整治旧风陋习内容纳入村规民
约，引导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行孝老
敬亲、厚养薄葬、慎终追远的文明殡葬文化。

今年3月27日以来，海口连续6周开展了6
期《生命课堂》主题讲座，以最后的陪伴、民政系统
丧葬改革与教育、企事业单位人生完美的终章（讲
授临终关怀）、“体悟生死 珍惜生命”、谈生论死
（现代人的生命观）、现代化丧葬服务流程等为主
题的讲座，让广大市民建立起对生命和死亡的科
学、理性认识，逐步转变迷信落后的丧葬观念。

三亚市民政局则举办了“殡仪馆公众开放日”活
动，以“深化殡葬改革 推动绿色殡葬”为主题，吸引了
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代表、新闻媒体、普通市
民等3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前来揭开“人生终点站”的
神秘面纱，深入了解殡葬行业所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策划/刘超 撰文/刘超 刘小勇）

我省加快殡葬改革步伐，完善惠民殡葬政策保障，推进殡葬设施建设

树立绿色殡葬新风尚

第四阶段
巩固散埋乱葬和殡葬陋习治理成

效，因地制宜建设节地生态安葬公祭设
施，组织多种形式节地生态安葬公祭活
动，全面实施绿色殡葬奖补激励政策，节
地生态安葬和文明祭扫成为殡葬活动主
流，节地生态安葬比例达到50%以上。

12月 22日是我国
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冬至”，也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节日。“冬至”前
后我省将迎来祭祖扫墓
高峰。

省政府召开电视电
话会议要求各市县扎实
推行绿色殡葬；印发《海
南省推行绿色殡葬五年
行 动 计 划（2019—
2023 年）》（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全面建立
违法违规私建“住宅式”
墓地、硬化大墓、“活人
墓”工作台账；推进火化
基础设施建设；海口市
殡仪馆搬迁重建项目和
万宁市殡仪馆建设项目
完成初步选址……今年
以来，我省大力推动殡
葬改革，倡导绿色殡葬
和移风易俗，节地安葬、
节俭治丧、文明祭扫等
新风尚蔚然成风。

今年以来，省民政厅联合省委统
战部等11部门印发《海南省违法违规
私建“住宅式”墓地等突出问题专项摸
排工作方案》，开展专项摸排，全面建
立违法违规私建“住宅式”墓地、硬化
大墓、“活人墓”工作台账，积极稳妥推
进整治工作。并将整治旧风陋习纳入
省委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8+2+3”专项整治内容，

印发《关于旧风陋习问题专项整治实
施方案》，围绕殡葬领域厚葬薄养、散
埋乱葬、吃喝浪费、封建迷信等4个方
面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共摸排核实违
法违规私建“住宅式”墓地、硬化大
墓、“活人墓”和“三沿七区”散埋乱
葬坟墓10786座。通过制定整治工

作方案，采取改造、迁移、就地深埋
等方式，有步骤稳妥推进了整治工
作。并借助巡查工作机制的建立，
及时制止新的散埋乱葬，促进资源
节约和环境保护。

而通过规范群众治丧和悼念活
动，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使公共场所
停放遗体、搭建灵棚、燃放鞭炮、焚烧
纸钱，以及在丧事活动广邀宾客、大

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陋习得到有效遏
制，减轻了群众丧葬负担。

在积极完善殡葬改革配套政策
方面，省民政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
文明祭祀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经营性公墓管理的通
知》，推进“互联网+殡葬服务”，完成
火化信息采集页面开发，实现了火化
人员信息采集和共享。

近日，省政府召开推进绿色殡
葬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市县要紧
紧围绕绿色、文明、惠民殡葬，以满
足人民群众殡葬服务为导向，以提
升殡葬服务能力水平为保障，以创
新管理机制体制为动力，扎实推行
绿色殡葬。

近年来，我省立足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的战略定位，深入推进殡
葬改革，不断完善殡葬管理制度，加
强殡葬基础设施建设，全省各市县殡
葬管理服务水平得到持续提升，文明
殡葬观念逐步树立，殡葬改革取得较
好成效。

今年4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联合印发《行动计划》，明确到
2023年实现殡仪馆、公墓、骨灰楼、殡
仪服务站覆盖全省城乡，基本满足群
众丧葬需求。同时，海南将全面实施
绿色殡葬奖补激励政策。《行动计划》
提出：火化率要大幅度提升，火葬区
遗体火化率达100%，全省遗体火化
率达50%以上。

“《行动计划》的正式实施，对我
省殡葬改革工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对殡葬改革全面深入推进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省民政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

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邱天
华表示，推动绿色殡葬有利于更好地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我省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助力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首先有利于节约资
源。传统的土葬、建造坟墓、立碑，严
重浪费宝贵的土地资源，以海南为
例，骨灰安葬占地面积不超过1平方
米，遗体安葬占地面积是骨灰安葬的
4倍。”邱天华说，同时也有利于改善
民生，通过落实惠民殡葬补贴政策，
倡导厚养薄葬，治理大操大办、盲目
攀比，推进节俭办丧事，可以切实减
轻群众负担。

殡葬服务设施不足、遗体火化
率低、殡葬服务水平不高等，一直是
困扰我省殡葬改革的问题。“不仅要
改变群众的‘厚葬’观念，更要完善
殡葬基础设施，让逝者可就近火
化。”据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我省推进火化基础设施建设过程
中，海口市殡仪馆搬迁重建项目和
万宁市殡仪馆建设项目完成初步选
址，屯昌县殡仪馆建设项目正在开
展规划设计工作，三亚市殡仪馆搬
迁重建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且正推
动海口市、三亚市按程序将全域划
为火葬区。

严排查
重点治理殡葬领域突出问题

出实招
推行绿色殡葬行动计划

树新风
倡导绿色殡葬理念

第一阶段
加快海口市、三亚市

殡仪馆搬迁，完成儋州市
殡仪馆建设，年内投入使
用。将海口市、三亚市全
域划为火葬区。全省遗体
火化率达到18%以上。

第二阶段
完成市县、乡镇、村三级公益

性公墓建设。完成万宁市殡仪
馆、屯昌县殡仪馆建设。将儋州
市（含洋浦经济开发区）城镇划为
火葬区。全省遗体火化率达到
25%以上。

第三阶段
儋州市（含洋浦经济

开发区）全域和其他土葬
改革区城镇划为火葬区，
全 省 遗 体 火 化 率 达 到
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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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海南省推行绿色殡葬五年行动计划》将分4个阶段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