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涛水库的水，关系国计民生。松
涛灌区管理分局党员干部职工众志成
城，扛起生态保护重大政治责任，甘当绿
水青山守护者，勇做生态文明排头兵。
舍小家、顾大家，百川奔流凝聚治水合
力，涓滴不弃向水污染宣战，向生态文明
建设瓶颈问题亮剑，精心守护库区水质
安全，谱写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新篇章。

2018年6月，松涛灌区管理分局选
派羊玉芳到儋州市南丰镇松门村委会担
任扶贫干部。在3年的扶贫工作中，羊
玉芳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处处体现了退
役军人本色。他走遍全村困难群众的

家，了解其生活状况，对于出现
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方法

解决，切实保障人民利
益，在扶贫道路上始
终践行“为人民服
务 ”的 根 本 宗
旨。2020 年 1
月 28 日，农历
正月初四，新
冠肺炎疫情
严峻，羊玉芳
放 弃 春 节 假
期，深入疫情防
控一线。而在

这关键时刻，羊玉
芳背负沉重的思想

压力：妻子患有免疫
系统疾病，被家人送到

医院住院治疗。因扶贫工
作繁忙，羊玉芳便央求丈母娘

在医院陪伴妻子。2020年春节前，
疫情暴发，羊玉芳和村干部一起，对全村
713户共3137人挨家挨户巡访，在大年
初四的晚上就摸清了49名返乡人员状
况。面对疫情防控形势，羊玉芳每天从
早忙到晚，既要巡查进村路口12个卡
点，又要做好村内人员聚集地消毒工
作。而羊玉芳驻村，家里的生活物资采
购面临无人操劳的窘境。回驻点之前，
羊玉芳在家里备好生活物资，每天中午
都打电话询问家里情况，隔几天便趁着
夜色驱车回家，把家里的大事小情办
完。每一次晚上回家，羊玉芳都提心吊
胆。羊玉芳说，每次回去，他都在楼梯口
把衣服换掉，用消毒液把自己从头到脚
喷洒一遍。因表现优秀，羊玉芳被儋州
市授予“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在他
的带动下，松门驻村中队获得了“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称号。

松涛灌区管理分局水电工程党支部
书记、水电管理科科长向宏武参加工作
至今，多年如一日扎根岗位、长期奋战在
松涛水利水电一线，把全部精力和热血
都奉献给了松涛水利水电事业，在平凡
而普通的岗位上发挥出灿烂的光芒。自
26年前从湖北老家来到海南松涛工作
以后，向宏武总共只回了7次老家，虽为
家中独子，因一心忙于工作，很少顾及老
家。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在2002年出
生后，他的工作、生活担子非常沉重，一
方面要照顾家庭，同时又要做好电站的
工作，但他仍然是把重心偏向了工作，与
妻儿是聚少离多。

“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随着
松涛灌区管理分局党员干部职工以党
建引领“六水共治”，以绿色发展理念夯
实高质量发展“底盘”，深入推进新时代
松涛灌区水系的不断完善，松涛灌区生
态文明建设初见成效、硕果累累：生态
环境质量保持全国一流，绿色生活方式
逐步形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完
善。松涛灌区管理分局被授予“全国水
利管理先进集体”“全国水政工作先进
集体”“全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规范化
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水利系统审计先
进集体”“全国水利系统文明单位”“全
国‘二五’普及水法宣传教育先进单位”

“全国水利系统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
体”“海南省安全生产工作先进集体”

“支持地方水利建设特别贡献单位”“全
省工会工作先进单位”“女职工工作先
进集体”等50项荣誉称号。

水润自贸，兴水惠民。顺势而为，方
能行稳致远。按照省第八次党代会的部
署和要求，砥砺奋进的松涛灌区管理分
局党员干部职工，牢记殷切嘱托，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松涛“170精神”，把党建引
领“六水共治”作为“十四五”期间生态环
境保护的重中之重，千方百计保护好海
南岛的“肾脏”，擎起绿色旗帜，筑牢生态
文明建设基底，持续深入推进松涛灌区
生态文明建设，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征程中，
奋力书写属于松涛人的精彩新篇章。

（撰文/孙勇 马惠峰 钟小鹏 杰森）

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坚持人民至上 筑牢生态文明法治屏障

党建引领完善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
彰显党员担当精神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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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六水共治”同心共建生态文明
——海南省水利灌区管理局松涛灌区管理分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绿水青山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享有
“宝岛明珠”盛誉的松
涛水库，位于海南岛
南渡江上游，曾是全
国十大土坝水库之
一、海南省最大的水
库、海南省重点饮用
水源保护区，是集灌
溉、防洪、供水、发电
为一体的多功能大型
综合水利工程。海南
省水利灌区管理局松
涛灌区管理分局党员
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加
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新使命、新要求，
始终牢记殷切嘱托，
坚持以党建引领“六
水共治”，弘扬“靠艰
苦奋斗、与洪水赛跑、
靠忠诚筑坝”的松涛
“170 精神”，把“两
山”理念贯穿于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全过
程，不断提升松涛水
利灌区生态环境质
量，奏响生态文明建
设最强音。

党员舍小家顾大家 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谱写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新篇章

“峰回路转入番洋，万里松涛汗
血香。”松涛水库灌区青山延绵不
断，“松涛人”以党建引领生态文明
建设的感人故事，宛如松涛之水源
远流长。

松涛水库于1958年6月上马兴
建。1959年春天，松涛水库建设进
入南渡江截流关键时刻。刚入 7
月，堰前水位已涨到了144米，必须
尽快把主坝筑至 170 米，否则上涨
的大水将冲垮大坝，危及下游几十
万老百姓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就在
那滂沱大雨里，在那呼啸的山风中，
来自全岛11个市县1600多名干部、
军工、技术人员共6.8万名水利建设
者争分夺秒，24小时轮番作业。他
们不畏艰险，流血流汗，与洪水赛
跑，在主汛期到来前按时将主坝抢
筑到 170 米高程，获得拦洪的伟大
成功，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松涛“170
精神”。

松涛灌区管理分局党委不忘初

心，传承红色基因，赓续老前辈建设松
涛水库“170”精神。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创新工作思路，
探索建立“党建+生态文明建设”新模
式，让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职工在

“六水共治”第一线，争当绿色先锋，把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活力转化为生态保
护的内生动力，构筑自贸港生态文明
建设坚强堡垒，保护好全省人民的“生
命库”，让“170”这座丰碑绽放出更加
璀璨的光芒。

松涛灌区管理分局党委书记、副
局长胡祖云表示：“要以打造‘战天斗
地、科学务实、担当作为’党建品牌为
契机，筑牢战斗堡垒，充分发挥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职工在推进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要勇当
先锋，做好表率。”

2021年 5月，由于高温少雨，永
庄水库水质急剧恶化，蓝藻迅速繁
殖超标，导致海口永庄水厂供水水
质不达标，供水出现发黄发臭无法

使用的情况，其供水区域近25万人
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当年7月11
日，海南省水务厅、海口市政府研究
确定，由松涛灌区管理分局按照 2
立方米/秒的规模补水永庄水库2个
月，用优水替换解决永庄水厂水质
问题和保障永庄水厂2个月内的用
水需求。

民生需求就是战斗号角。但按常
规的灌区渠道设计流量输水无法实现
目标供水规模怎么办？超规模供水是
唯一的选择。7月11日晚上，胡祖云
连夜组织有关专家和人员召开党委会
议，研究制定了超规模输水方案，以及
应急保障的7项配套措施，讨论过程
一直持续到凌晨1时。

为确保永庄水库入库达到2个
入库流量，松涛灌区管理分局加大了
对永庄水库供水力度，到7月14日，
白莲东干渠供水流量已达到12.2立
方米/秒，输水规模较设计规模增加
了31%，流量加大也增加了渠道的负

荷和工程的风险。在加大供水后，松
涛分局党员干部沿着供水的30公里
白莲东渠道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巡
查，其间发现急需应急抢险防渗漏点
6处，渗漏点在造成水浪费的同时还
危及工程运行安全，封堵后可保障工
程安全和预计增加入库永庄水库流
量0.52立方米/秒。松涛分局迅速组
织对6处漏洞进行封堵，确保了超规
模供水过程的工程安全和目标供水
任务的完成。

9月11日，为期2个月的向海口
永庄水库应急供水任务完成，累计应
急供水1650万立方米，优劣水混合优
化了永庄水库水质状况，保障了永庄
水厂用水。该局党员干部职工24小
时巡查盯守渠道1900多人次，遭受区
域强降雨并应急调度4次，应急处理
险情6次，并挤出多余水量保障区域
农业灌溉用水310万立方米。胡祖云
被水利部评为“全国水旱灾害防御工
作先进个人”。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
谋未来”，这是松涛灌区管理分局党委
在探索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实践中
形成的共识。该党委积极适应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新形势，努力
探索建立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确
保落实生态环保工作有章可循。严格
落实每季度党委班子联席会议制度，
专题研究人居松涛灌区生态环境提
升、松涛水库水污染治理等有关工作，
全面压实生态环保责任；研究制定《松
涛分局创建党员生态环保责任区和建
立党员联户制度实施方案（试行）》《以
党建引领松涛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实施
细则》《松涛水库调度运用方案》《松涛
水库防洪抢险应急预案》《松涛水库安
全管理应急预案》《海南省松涛水库调
度规程》《松涛水库水量调度规程》等

规章制度。建立“松涛分局党委—村
党组织—党员—农户”四级联动网格
化治理模式，在生态环保工作中充分
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以上率下，层层压实责
任；以开展乡村振兴工作为契机，指导
松涛灌区行政村和村民小组结合实际
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对违法在水库、渠
道内洗涤游泳、倾倒垃圾、排放污水、
侵占土地等问题进行约束，逐渐形成
共建共治共享氛围。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
部就是一座堡垒。松涛灌区管理分局
党员干部职工牢记重托，心无旁骛构
建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深入推进
科技创新，成效彰显。

松涛灌区管理分局三防办高级工
程师、共产党员吴晓华大学毕业至今，

扎根松涛灌区32年，长期身在水利一
线，为了个人的梦想和松涛灌区的水
利事业，呕心沥血探索，用青春年华和
汗水守护着松涛美丽的山水。

2020年6月，松涛灌区的太阳特
别毒辣。为科学管理松涛分局所辖五
宗水库和渠道，吴晓华紧锣密鼓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调研，借助高
科技信息平台了解更多河湖管理信
息。虽然骄阳似火、酷暑难耐，但他带
着调研组连续3天来回奔波，终于完
成调研任务。他的脸晒伤，双腿变得
步履蹒跚，好几天都动弹不得。同事
们对他说：“吴总，这几天你太累了，腿
都走不动了，休息几天再上班吧。”但
他说：“通过调研掌握了生态环境保护
第一手资料，我要马上审核查看效果，
及时向领导反馈情况，还不能休息。”

他挑灯夜战，一鼓作气将详实准确的
松涛水系管理情况资料制作出来。虽
然累得脱了一层皮，他依然没有半句
怨言。

近年来，吴晓华先后策划推动松
涛水利工程标准化体系、标准化管理
机构体系建设，建立标准化目标体系
和标准化量化管理体系；推进松涛水
利工程标准化制度汇编、水利工程与
水生态系列制度的编制、出台、培训、
督查工作；撰写《松涛水利工程信息
化需求分析》《松涛水库水生态目标
体系分析报告》《松涛水库水文化建
设研究报告》《松涛上三级渠道台风
暴雨期运行水深研究》，并形成规章
制度在全局系统内执行，为松涛分局
所辖水库、灌区实现标准化建设管理
奠定良好基础。

近年来，松涛灌区在合理运用和
保护生态环境资源方面，逐步实现法
律化、制度化，但还存在不完善、不规
范的问题，水事纠纷时有发生，侵占库
区土地、盗采林木、非法捕捞等违法行
为也屡禁不止。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
得出来”。这是松涛灌区管理分局党
委和党员干部职工精神风貌的真实写
照。该局党员干部职工坚持依法治水
为民，按照授权和委托，依法对松涛各
水库的渔政、水政、水资源、生态环境
等实施监察管理和保护，构建“依法综
合治理+生态宣传+生态修复”全方位
保护体系，筑牢松涛灌区生态环境法
治屏障。

“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让老

百姓喝上干净的饮用水，是我的责任
和担当。”这是共产党员罗丰立下的誓
言。1983年，罗丰从父母手中接过接
力棒，成为松涛水库第二代守护者，在
岗位中弘扬“老黄牛”精神。

“一年当中我有250天是在水库
巡查的路上，每年巡查里程就超过2
万公里，差不多可以绕地球半圈。”
罗丰说。水库巡查工作需要仔细认
真，更需要不怕苦不怕累的顽强意
志，2021年 6月6日，罗丰带领生态
巡查组同事一起骑摩托车从库区管
理区出发，绕着库岸边往水库上游
白沙黎族自治县方向巡逻。时值仲
夏，地表最热温度达到40℃，虽然烈
日当空，酷暑难熬，但罗丰仍坚持巡
查，不放过任何死角。渴了喝口水，

饿了啃块干粮。这次巡查工作，往
返行程虽说有 197 公里，但对他们
来说像这样的情况是家常便饭。傍
晚返回单位时，听领导说晚上要安
排一位熟悉水库白沙一带库岸路径
的党员，配合松涛水库渔政站打击
灯光网违法捕捞活动，罗丰不顾一
天巡查工作的疲劳，毛遂自荐参加
执法行动。在他的软磨硬泡下，领
导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当晚在他
的引导下，渔政站人员顺利到达群
众举报地点，并成功截获了违规作
案工具（两艘机动船、一台发电机、
三张缯网）和一些非法捕获物等，打
击了违法分子嚣张气焰，保护了松
涛水库渔业资源。

2022年3月10日13时许，罗丰

接到有人毁林的报案，当时他胃病发
作，胃部疼痛难忍，但他仍瞒着领导
和同事坚持参加搜查。当时儋州市
林业局相关负责人看到他痛苦的表
情，关切地叫他先返回去看医生。他
执意不肯，说：“没事的，我可以挺得
住，请领导放心。”他强忍剧痛，快步
带领大家向事发点出发。由于第一
时间赶到了现场，他们及时阻止了不
法人员毁林行为。儋州市林业局对
现场3个非法毁林分子进行依法处
理。儋州市林业局领导称赞：“老罗
好样的，有你这样的共产党员，你的
敬业精神不仅值得我们学习，还让我
们在工作上放心”。罗丰对党忠诚，
工作成绩突出，多次被评为省直机关

“优秀共产党员”。

用“170精神”筑牢战斗堡垒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动力引擎

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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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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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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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涛
水
库
。。

党
员
先
锋
队
对
涵
洞
等
薄
弱
点
进
行
保
供
水
应
急
加
固
。

2021年 10月9日，海南省水利
灌区管理局松涛分局党委书记、副局
长胡祖云（右一）组织黄竹管理区抢
险队进行抢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