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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水利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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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沂是水利大市"随着中央和省市 ! 号文件的出台"水利建设投入不断加大& 本文结合从事水利建设

管理的实践与经验"概述了全市水利建设现状"分析了水利建设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加快临沂水利建设的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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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基本情况

!$!"自然概况

!$!$!"地形地貌

临沂市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区东南部和鲁东丘陵

区南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总体上"临沂市地形'地貌

形成山地'丘陵'平原面积比例为 #SNSN的格局&

!$!$#"河流水系

临沂市属淮河流域"全市流域面积超过 J'BI

#的

河流 !(& 条"有五大水系"分别为沂河水系'沭河水系'

中运河水系'沿海诸河水系'湖东水系&

!$!$("水文气象

临沂市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光

照充足"无霜期长"冬季空气寒冷干燥"雨雪稀少$夏季

雨量集中"强度大& 全市平均气温在 !!$K Q!($(q"全

("&(



市多年平均降水量 K!K$KII&

!$#"水利工程概况

临沂市共有大中小型水库 R'! 座"大型水库 % 座"

中型水库 (' 座"小型水库 K&N 座"总库容 (N$NJ 亿I

(

"

兴利库容 !R$%R 亿I

(

& 共有塘坝 R%%N 处"总容积 #$!R

亿I

(

$窖池 !R&JJ 处"总容积 !!K$KR 万 I

(

$设计蓄水

量在 !' 万I

(及以上的拦河闸坝 !!( 座"总设计蓄水量

($!J 亿 I

(

$修筑各类堤防总长度 #('!$J!BI"其中 J

级及以上堤防长度 !&!!$&NBI$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N#J'BI

#

"其中工程措施 !(JNBI

#

"植物措施 #KR&BI

#

&

全市农业灌溉面积 &'#$% 万亩"其中设计灌溉面

积 (' 万亩及以上的灌区 & 处"总灌溉面积 R'$#K 万

亩& 共有农村供水工程 &!$%R 万处"其中集中式供水

工程 '$NJ 万处"分散式供水工程 &!$(N 万处&

!$("水资源概况

临沂市水资源主要包括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

源& 全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JJ$(& 亿 I

(

"水资源可

利用总量 (#$!N 亿 I

(

& 平水年和枯水年水资源总量

分别为 JN$% 亿I

(和 (K$# 亿I

(

"全市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仅为 J!# I

(

"不足全国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属于资

源型缺水地区&

受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的影响"水资源量分布存

在时间和空间不均匀的特点"南部平原由于人口稠密"

人均占有水资源量较少"而北部山区由于人口较少"人

均占有水资源量相对较大& 如!蒙阴县人均占有水资

源量达 K(#$!I

(

"而市辖三区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

(&NI

(

& 降雨集中在 %)R 月"造成区域性缺水和季节

性缺水同时存在"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多年来通过上

游建水库拦蓄'中游拦河闸坝蓄水'下游利用地下水"

缓解了供需矛盾& 但雨洪资源利用仍有较大空间"水

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潜力很大&

+%临沂市水利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临沂市是水利大市"现已初步构建起系统完备'兴

利与除害并举的水利工程体系"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发

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水

利发展仍然相对滞后"欠账'瓶颈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水利建设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临沂市历届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水利工作"带领临沂人民经过 &J 年的治水兴水建设"

特别是 #'!! 年中央 ! 号文件1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

的决定2出台"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的召开"临沂水利建

设迎来了春天"全市年均各级水利总投入都在 !' 亿元

以上"建设了一大批水利设施"初步建立起防洪减灾'

水资源保障'城乡供水'农田灌排'水生态保护'水管理

服务等六大体系&

#$!$!"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初步建立

按照,上蓄'中防'下泄-的防洪治理方针"临沂市

修建了一大批防洪除涝设施"初步构建起了系统全面

的防洪减灾体系&

;$上游新建水库拦蓄& #' 世纪六七十年代"临沂

在上游山丘地区修建了各类水库 R'! 座"水库总库容

达 (N$NJ 亿I

(

"防洪库容 !N$&& 亿I

(

& 通过水库的调

控"山区洪水实现了按照人为意愿下泄"大大提高了下

游河道的防洪能力&

D$下游实施分洪工程& 临沂先后在沂沭河下游

新开挖了新沭河'分沂入沭水道"开辟了邳苍分洪道"

以分泄沂沭河洪水$在沂河上兴建了江风口分洪闸"彭

家道口分洪闸和刘家道口枢纽工程$在沭河上兴建了

新沭河泄洪闸和人民胜利堰节制闸& 通过水利枢纽的

联合调度"实现了沂沭河洪水按照人为意愿有控制地

就近东调入海"使沂沭河下游地区防洪标准达到 J' 年

一遇"对防御沂沭河下游鲁南苏北地区的洪涝灾害"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

/$实施城市防洪工程建设& 临沂中心城区先后

对沂河'?河等 K 条主要河流进行了防洪排涝综合治

理"兴建了涑?双向调水工程"按照,水'岸'滩'堤'路'

景-六位一体"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水文

化'水管理并重的要求"治理河道 !K'BI"修建防洪堤

路 (('BI& 临沂中心城区的防洪标准达 J' 年一遇"初

步构建起了城市防洪工程体系&

8$防洪非工程措施初步建立& 市'县'乡#镇'街

道%三级均成立了防汛抗旱指挥机构"严格落实防汛行

政首长负责制& 市'县两级初步建立了集雨水情收集'

大中型水利工程监控'防汛会商等功能的防汛指挥信

息平台"为科学'快速'及时'有效防御洪涝灾害打下了

基础&

#$!$#"水资源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为了应对临沂降水和水资源分布时空不均的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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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按照,洪水入库'库水入河'河水入渠'渠水入

田-的雨洪资源开发利用思路"在山丘区进行拦山谷修

水库"建塘坝蓄水$在中下游河道上建闸坝拦河水"修

水渠'建泵站'引调水'灌农田$在有条件的区域打机电

井等"开发利用水资源&

#$!$("城乡供水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随着城市供水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农村供水工程历

经,德国粮援项目-,千村人畜饮水解困-,村村通自来

水-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四个阶段的实施"城乡供

水保障能力有了一个明显提高& 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达 KJ$&Kd"规模化集中供水#千吨万人以上%工程

受益人口为 #JK$&K 万人"集中供水率为 (($N!d&

#$!$N"农田水利基础更加稳固

临沂市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市'山区大市& 搞好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解决,三

农-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事& #'!!

年中央 ! 号文件出台以来"农田水利建设投入稳步增

长"农田水利投入每年保持在 J 亿元以上"先后建设了

一批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的农村水利工程& 从

#''R 年起临沂市先后有临沭县等 !! 个县区通过竞争

纳入全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范围"工程建设投

资近 !#$N 亿元&

#$!$J"水生态质量得到有效改善

;$按照,上游水土保持"中游闸坝调蓄"下游生态

湿地-的生态建设思路"开展了水系生态建设"在山下

修建水库"拦截洪水"减少冲刷$对中下游河道实施层

层拦蓄"建设生态湿地"初步构建起河湖健康的水生态

体系& 建设了集水土保持'科普教育'生态观光旅游等

于一体的百泉峪'菠萝崮等精品小流域&

D$临沂市在山东省率先实施了最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制度"制定了,三条红线-& 开展了河道生态治

理"对临沂城区内的沂河'?河等 K 条河道"按照,五位

一体-的治理原则"进行了综合治理"治理河道总长度

!K(BI"建成拦河闸坝 !J 座"形成了长 KK$JBI'面积

NK$JBI

#

'一次蓄水 !$&# 亿 I

(的大水体"河道生态环

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水利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先后实施了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体制改革'水利基

层服务体系建设'水利工程规范化管理单位建设'水利

信息化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等项目"全市水利管理基

本实现了市县乡村全覆盖"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

#$#"水利建设现状存在的问题

临沂水利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离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求和实现,旱能浇'涝能排-"确保粮食安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水旱灾害'水资

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退化'水管理落后等仍是

水利建设面临的短板&

#$#$!"防洪减灾体系仍不完善

全市尚有 ! 座大型水库未完全除险"部分小型水

库存在安全隐患$大部分塘坝带病运行"是当前防汛的

重点难点$全市河道防洪能力整体偏低"大多未经过系

统治理"防洪达标率仅为 NJd$城镇防洪能力普遍低

于防洪标准要求$防洪非工程措施尚不完善"信息化水

平仍然较低&

#$#$#"水资源保障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临沂市人均水资源量较少"且时空分布不均匀"一

些河流及部分地区缺少大型多年调节水库"调控能力

有限"仍存在工程性缺水'资源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问

题& 水资源配置能力仍然不高$水资源供需矛盾大"开

发利用率低$用水方式粗放'效率不高$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落实不够严格&

#$#$("城乡供水体系需要完善

城市供水存在着供水水源单一'效率低下'安全风

险高'保障能力不足等问题& 乡村供水存在建设标准

低'规模小'工程设施完好率低'通水率低'水质达标率

低'供水保证能力不高等问题&

#$#$N"农田水利灌排体系比较薄弱

农田水利设施方面存在灌排设施不完善"老化退

化现象比较严重"灌溉面积萎缩"灌排覆盖率较低",旱

能浇'涝能排-面积比较小"人均占比偏低"灌溉用水率

较高等问题&

#$#$J"水生态系统功能有待加强

农村面源污染仍然较重"各种废水未经处理直接

排放"沟渠汪塘垃圾成堆'侵占严重"农村防洪排涝标

准普遍较低"水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水环境问题已成为

制约美丽乡村建设的短板&

对,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

发展理念"以及,空间均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人水

($&(



和谐-的水生态理念还未得到有效的贯彻& 最严格的

水资源管理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水利工程管理体系仍需完善

;$大多水利设施未确权划界& 全市目前仅有部

分大中型水库已确权划界"其他水利设施基本没有进

行确权划界$全市河道仅有沂沭河下游段已划定蓝线

并确权划界"其他河道均未划定蓝线确权划界"管理界

限不明确"管理责任不落实&

D$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不规范& 全市仅有大中

型水库'大中型灌区和部分大型闸坝设置了 &( 个管理

单位"其他设施均未有专职管理机构& 大多,五小-水

利设施产权不明晰"管护责任不落实"有人用无人管"

毁坏严重& 已有水利管理单位存在管理人员数量少'

年龄老化'专业构成不合理'技术人员匮乏'管养经费

不足'管理手段落后等问题&

/$基层服务组织体系建设有待加强& 一方面乡

镇水利站存在办公设施简陋'设备不足'人员数量少'

技术力量薄弱'服务能力低等问题"另一方面专业服务

组织数量少"覆盖范围小"服务能力不足& 村级水利员

大多未得到培训"专业技能低"不能适应农业'农村水

利发展的需要&

8$水利管理信息化程度不高& 无论水利设施监

控管理'水资源管理"还是防汛抗旱指挥决策'山洪地

质灾害预警'水利办公自动化等信息化管理水平均比

较低"远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现代水利的需求&

F%加快临沂水利建设的对策措施

($!"以人为本'民生优先

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防洪减

灾'供水保障'农业灌溉'水生态建设等水利问题为重

点"以保障民生'服务民生和改善民生为目的"着力提

高水利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统筹规划'系统治理

坚持兴利与除害结合"防灾与减灾并重"治标与治

本兼顾"流域与区域'城市和农村'山丘区与平原区水

利协调发展$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工程措施与非工程

措施"统筹解决水资源短缺'水灾害威胁和水生态退化

等问题"对水利发展进行全面规划'系统治理&

($("拾遗补缺'提质增效

对现有水利设施进行系统完善提高"充分发挥工

程效益$对水利设施薄弱地区"规划建设水利设施"提

高水利设施覆盖率&

($N"尊重自然'人水和谐

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尊重自然规律

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水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与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力相协调&

($J"因地制宜'节约优先

根据地形地貌特征'水资源禀赋'水环境条件和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遵循水的运行规律"合理利用地形条

件"以自流为主'提水为辅$充分利用地表水"合理开采

地下水"高水高用'低水低用'优水优用"实行全市水资

源统配"优化配置各类水资源&

($&"全民参与'两手发力

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建立以政府投入

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水利投入增长机制"

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用足用好农田水利建

设资金'水利建设基金等政策"加强社会协同"强化部

门协作配合"鼓励公众参与"形成全市治水兴水的强大

合力&

$%结%语

临沂市水利发展现状和经济社会需求相比"仍然

相对滞后"欠账'瓶颈问题比较突出"在今后相当长的

一段时期不会改变& 按照省市,十三五-水利发展规

划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在全面分析临沂市水

利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上下游'左

右岸及城乡产业布局"合理确定现代水利建设的总体

布局'规划建设任务和建设目标& 统筹兼顾'系统规

划"全面建成长效稳固的防洪除涝减灾体系'调配自如

的水资源保障体系'相对完善的城乡供水体系'持续发

展的农田水利体系'协调和谐的水生态文明体系和高

效运行'规范化管理的工程组织管理体系& 充分发挥

水载体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功能"引领临沂市经济社会

健康发展"并逐步引导水利产业改革创新"良性循

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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