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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县石泉湖水库增容工程制约性因素
及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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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石泉湖水库增容工程背景及主要实施内容"从可研编制阶段&工程占迁阶段&工程实施

阶段&建设资金筹措等方面"进行制约性因素探讨及其成因分析"概略性提出相关对应措施"供有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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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莒南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鲁苏交界处"东与日照

市相邻"南与江苏省连云港市接壤"西与临沂市河东区

毗邻"北与日照市莒县相接' 总面积 )$/.12

.

"辖 )+ 个

乡镇&-(+ 个村居"-- 万人口' .%)" 年全年完成生产总

值 ./.]%- 亿元"同比增长 ))].b' 根据县域国民经济

发展规划"未来 )% ,.% 年莒南县将进入高速发展轨

道"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水资源需求量将呈逐年

递增趋势"对全县水资源保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为

缓解莒南县水资源紧缺状况"根据地表水资源时空分

布不均的特点"搞好县域内地表水资源时空统一调配

工作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而最直接&最有效的就是充

分开发利用当地雨洪水资源' 为此"于 .%)" 年筹划构

架了/三库串联&沭水东调&河库联通0的 /大水网0 工

程"规划在沭河兴建橡胶坝"把沭河雨洪水资源调至石

泉湖水库调蓄"使陡山&石泉湖&相邸水库三库串联运

行"形成/南北相联&东西相通&库河联运&蓄引结合0

的 /大水网0"统一调度"调丰补缺"保障供应莒南县及

临港经济开发区等地区的工业&农业&生产生活用水'

(!'(



其中石泉湖水库增容工程是/大水网0工程中的兼具

雨洪水调蓄功能的关键工程'

+%石泉湖增容工程概况

石泉湖水库位于莒南县城东北 $12"于 )-/+年 $月

建成"由东西两库通过连通沟梯级串联而成"总流域面

积 $.12

.

#东库 .+12

.

&西库 ""12

.

$"总库容 /")# 万2

(

"

.%%-).%)% 年完成除险加固"是一座以防洪&城镇供

水为主"兼有发电&养殖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 现状

东库兴利水位 )..]+$2&兴利库容 .(+% 万 2

(

"西库兴

利水位 )."]+$2&兴利库容 ""% 万2

(

'

.%)/ 年 # 月"山东省发改委以鲁发改农经2.%)/3

#.- 号文对该项目可研报告进行批复' .%)/ 年 - 月"

山东省水利厅以鲁水发规字2.%)/3/# 号文对初设报

告进行批复' 批复内容为维持西库现状不变"将东库

蓄水位由 )..]+$2抬高至 )."]%$2"兴利水位抬高

)].2"新增兴利库容 $/+ 万 2

(

' 工程批复的主要内容

为溢洪闸扩孔改建工程&抬田工程&库区路加高工程&

塘坝加固工程&桥梁工程&排水涵#管$洞工程&庄台抬

高工程等'

.%)/ 年 )% 月完成工程招标投标工作".%)/ 年 ))

月工程全面开工"目前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

L%制约性因素及成因分析

(])!可研编制阶段形成的制约性因素及成因

分析

(])])!可研报告编制时间紧迫(社会参入不够充分

前期工作中"为确保石泉湖水库增容工程被上级

纳入 .%)" 年度雨洪水资源开发利用项目"严格按照上

级下达的节点时间要求提报可行性研究报告' 莒南县

委托山东省临沂市水利勘测设计院负责可研报告编制

工作"由于时间紧迫"工程项目分布范围广&占线长&跨

度大"在社会调研&占迁调查&工程勘测&可研报告编制

等过程中"与当地镇街及项目村对接不够充分"未能广

泛调查吸收当地群众对于工程的意见"致使部分工程

与当地群众要求不相适应"导致当地群众配合支持工

程实施的积极主动性不高"造成实施过程中工作被动'

(])].!庄台抬高工程占迁补偿范围考虑不足

工程设计庄台工程 " 处"设计宗旨是将现状抬田

范围内的村庄住户地面抬高到二十年一遇洪水位

)./].+2以上' 工程实施期间"建管处同相关镇街&项

目村进行了多次沟通对接"介绍了庄台工程建设的缘

由&实施的程序&补偿范围及标准' 由于庄台工程可研

估算补偿范围及标准仅限于庄抬户房屋的拆除及其他

附着物的补偿"未考虑庄抬户的搬迁&临时租居&房屋

重建&还迁等费用"广大庄台户群众普遍不能接受"导

致庄抬工程难以实施' 经测量"庄台户现状院落地面

高程均高于增容后的兴利水位 )."]%$2&高于或基本

接近设计抬田高程 )."]$$2"广大庄台户认为基本不

影响其生产生活' 大部分项目村要求取消庄抬工程'

(])](!库内淹没土地的历史渊源考虑不足

0]可研阶段库内淹没土地的历史渊源考虑不足'

由于大部分项目村为库区移民整体搬迁就近安置村

庄"沿袭历史种植习惯"枯水时期原兴利水位以下的土

地仍由原库区村种植使用"抬田土源使用问题较为敏

感' 抬田工程施工过程中"相关项目村互成共识"纷纷

提出要求"其原村庄范围内的土料只能使用在其本村

范围内的抬田工程上"不得用于其他村庄抬田工程"并

专门安排老干部&老党员&群众代表参入工程施工过

程"监督工程实施"致使抬田工程费劲周折"施工单位

只能向库内延伸并加深采挖深度"导致投资增加'

4]规划干支流清淤工程"投资 +%% 余万元' 该部

分淤积区属各项目村群众枯水时期种植区域' 由于上

述项目村均属整体移民搬迁就近安置村庄"搬迁后的

移民村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差"规划清淤区仍属各项

目村主要粮食生产基地"枯水时期分配给群众种植使

用' 项目村广大群众以保护耕地质量为由"不同意清

淤外运"导致大部分清淤工程搁置"致使清淤工程难以

实施'

(])]"!部分应抬田地块未纳入抬田工程范围

工程实施过程中"经测量发现在水库左岸&大坝上

游地段"有十字路街道刘家扁山&虎园村等 +% 余亩耕

地位于抬田高程范围内"但未纳入该次抬田工程实施

范围' 上述村庄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多次到街道办事

("'(



处&建管处提出诉求"其移民后耕地已经减少"因该次

增容形成新淹没范围内的耕地必须给予实施抬田' 究

其原因是该部分地块分布零散"可研评审过程中将该

部分剔除' 项目村群众切身利益关乎着工程能否顺利

实施&关乎着项目村和谐稳定"同设计部门协商后将上

述地块纳入抬田工程"造成抬田工程变更'

(].!工程占迁阶段形成的制约性因素及成因

分析

(].])!部分占迁项目不在省市占迁补偿标准范

围内

!!石泉湖水库增容工程"设计宗旨是充分利用现状

工程"新老工程结合&节省工程投资&提高投资效益&增

加兴利蓄水' 工程总占线长 .%12"涉及抬田面积 )#)"

亩&建筑物 #( 处&道路加高 ( 处&庄台工程 " 处&涉及 .

个镇街 )( 个项目村"工程占线长&分布范围广"关系着

项目村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工程占迁工作涉及千家

万户"占迁项目种类繁多"占迁工作量大' 实际占迁调

查中"发现部分项目不在省市下达的地面附着物和青

苗补偿标准范围内"需要委托物价咨询部门现场调查"

另行测算制定补偿标准'

(].].!相关部门(镇街之间实际补偿标准不平衡

工程占线长&范围大"工程范围内涉及 . 个镇街'

由于镇街之间经济状况不同&开发项目不同&群众基础

不同"实际补偿标准存有差异%同时工程范围内兼有电

力&燃气&交通&供水等多个部门的工程建设项目"各部

门之间各自为政"由于其工程项目性质&投资渠道&经

济效益不一"实际补偿标准有较大差别' 工程实施过

程中"充分参考各镇街及上述相关部门实际补偿标准"

在征求当地镇街意见的基础上"反复权衡后制定相关

补偿标准"大大加重了占迁工作任务量'

(](!工程实施阶段形成的制约性因素及成因

分析

(](])!部分田(沟(渠(路(涵重新布局

工程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是取得当地政府&项目

村广大群众的配合支持' 抬田工程实施过程中"部分

项目村要求小地块整理为大地块"起抬线处田埂尽量

顺直"抬田范围内原高低不一的地块变为顶面高程一

致的整体地块' 部分项目村借机调整了田间生产路&

灌排系统"导致抬田工程范围内的田&沟&渠&路&涵重

新布局"抬田面积&排涵位置及数量均发生了变更"部

分塘坝加固工程的施工方案发生变化' 由于起抬线的

调整"与设计方案相比"部分建筑物桩号发生了改变'

(](].!配套环湖路建设$交通桥发生变更

为方便沿库村庄群众交通&发展县城北区旅游经

济&打造石泉湖水库渔业生态休闲景区&壮大天佛旅游

景区"县政府决定沿水库抬田区外缘#近水侧$兴建环

库路"本着搞好项目结合&避免重复建设&提高投资效

益&节约建设资金等精神"在增容工程实施的同时"尽

量与环库路相结合"致使大部分交通桥工程结构形式&

位置发生了变更'

(]"!建设资金筹措形成的制约性因素及成因

分析

!!工程概算投资 )"#$$ 万元"市以上资金 /)$( 万

元"仅约占概算投资的 (/b"其余需县级筹资' 由于

县级财政状况较为紧张"县财政资金投入难度大' 若

采用项目融资"由于工程效益的发挥与整体雨洪水资

源项目#大水网工程$关联"其单独经济效益的发挥需

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单纯依靠其经济效益进行项

目融资难度大' 最终决定使用金融机构贷款"但因还

本付息主体及具体方案未予明确"致使贷款资金投入

相对滞后'

$%结%语

尽管存有上述制约因素"但在各级领导关心关怀

下"在相关镇街及项目村的支持配合下"在参战单位的

共同努力下"目前石泉湖水库增容工程主体工程已全

部完成' 实施中遇到上述各种制约性因素"也是现阶

段大部分水库增容工程存有的共性影响因素"需要从

可研调查编制&前期占迁工作&工程建设实施等阶段有

针对性的研究处理"加强社会调研工作"在可研&初设

及实施等阶段全过程推行社会参入机制"强化事前&事

中控制"减少乃至杜绝相关制约因素的发生"保障工程

顺利实施'

!

(#'(

姜西忠等d莒南县石泉湖水库增容工程制约性因素及成因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