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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三五&期间金昌市水利改革
与发展的思考
陈有华"南建章

!甘肃省金昌市水务局" 甘肃 金昌"%(%!''$

!摘"要""金昌市地处河西走廊东部"水资源紧缺"生态环境脆弱& 本文分析了金昌市水利发展现状"以及在防洪

减灾%民生水利%水资源保障%水生态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水利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

目标任务&

!关键词""金昌#十三五#水利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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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昌市位于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东部"全市境内

主要河流有东大河和西大河"均发源于祁连山主峰冷

龙岭北坡"其次还有泉水溢出汇集形成的金川河"此外

还有 !K 条小沟'小河#常年流水的只有 & 条"其余均为

间歇性沟河%& 金昌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J$(%N

亿I

(

"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J$''( 亿I

(

"地下水资源量

'$(%! 亿I

(

& 金昌市是中国 !!' 个重点缺水城市和 !(

个资源型缺水城市之一&

'%金昌市水利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水利发展现状

多年来"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现有水资源"金昌市

历届各级党委'政府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同严酷的

自然环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开源与节流并举"建

成了一大批水利工程"使水的利用率不断提高& 到

#'!N 年年底"全市建成中小型水库 J 座"渠首枢纽 (

座"建成跨流域引水工程 ! 处"有效灌溉面积 !!#$R&

()&(



万亩"节水灌溉面积 %R$!K 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的

%'$!d"推广高效节水面积 J'$#N 万亩"建成集中供水

工程 N# 处"铺设饮水管道 !#RJBI"解决农村饮水不安

全人口 !K$R# 万"农村自来水入户率达到 !''d"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通过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倒逼机

制"推动全市工农业通过管理'工程'技术等各种措施

提高用水效率& 截至 #'!N 年年底"全市万元 ]MV取

水量由,十一五-末的 NJ(I

( 降低到 (!%$!I

(

$万元工

业增加值取水量由,十一五-末的 J(I

( 降为 N&I

(

$重

点工业企业重复水利用率由,十一五-末的 K%d提高

到 R!d"工业污水处理率达到 !''d以上"农田灌溉水

利用系数由,十一五-末的 '$NK 提高到 '$J(& 这些成

效的取得"为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推

动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存在的主要问题

;$防洪抗旱减灾体系还不完善& 金川河治理任

务仍很艰巨"东大河治理刚刚起步"西大河及 !K 条山

洪沟道治理还未开始"重大山洪灾害频繁危及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城市'城镇规模

的逐步扩大"人口'基础设施'产业集聚度越来越高"城

市'城镇'新农村建设基地防洪问题日益突出& 与此同

时"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都要求

增加供水量'提高供水保证率"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显

现"缺水形势日益严峻$加之传统农业灌溉保证率偏

低"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与设计面积差距较大"抗旱应急

水源储备不足"城乡经济和农业生产应对持续性干旱

和严重干旱的能力十分脆弱"水旱灾害仍是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威胁&

D$民生水利建设任务还十分繁重& 农村饮水安

全问题尚未全面解决"供水管网配套程度差"工程设施

简陋$部分农村供水工程水源不稳"供水保证程度不

高"水质检测能力不足'检测费用短缺"个别村社存在

饮水返困的现象$城市供水水源单一"饮用水水源地管

理保护措施落实不到位$农药'化肥等面源污染及突发

污染风险较大"水安全问题突出"水源保护亟待加强&

清河'四坝和金川中型灌区水利骨干工程亟待改建"灌

排和计量设施不完善"节水灌溉设施保有率低"农田灌

溉,最后一公里-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田间节水措

施不落实$部分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薄弱"移民

生活相对贫困&

/$用水指标趋紧"工程性缺水问题仍然突出& 按

照全市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年金昌市用水总量要

在现状基础上压减到 &$J% 亿 I

(

"用水指标约束趋紧"

保障新增刚性用水需求的压力增大& 同时"农业用水

比例仍然偏大"加剧了水资源紧缺局面& 随着新型城

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逐步推进"资源

型缺水及水权制度落实问题将愈加突出&

8$水资源过度开发'水土流失及水污染形势不容

乐观&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祁连山雪线持续上升"全

市水资源总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石羊河流域水资源

综合开发率早已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流域水量

调度更多依靠行政手段来保障和推进$部分区域地下

水超采'挤占生态用水问题突出"河湖'湿地生态功能

退化"土地荒漠化'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

制& 随着农业对农药'化肥的依赖加剧"河流水污染趋

势加重"防治水污染"保障河湖生态和水功能区水体质

量的任务十分艰巨&

6$水利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还未形成& 水利专

业技术人才总量少'层次低"尤其是基层水利部门专业

人才严重匮乏"建设管理力量薄弱"建设管理水平不

高"难以适应大规模水利建设和管理的需要$水利工程

建设标准化'机械化程度低"人力资源依赖程度深"工

程质量仍有待提高$水利建设市场不够规范"市场主体

信用评价及应用体系不完善"监管难度大$重建轻管思

想依然存在"工程维修养护经费和人员经费落实率低"

运行管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运行管理粗放$河湖生

态空间用途管制落实不到位"乱采滥挖现象依然存在$

水文基础设施和水利管理设施依然薄弱"自动化'信息

化管理水平低"应急管理能力不足$地方财力薄弱"市

场发育程度差"地方配套资金筹措落实难度大"尚未形

成多元化的水利投入机制$水利改革进展不平衡"水价

形成机制与水资源紧缺状况不相适应&

(*'(



+%(十三五)时期金昌市水利改革与发展面

临的形势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做

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保障水

安全重要思想"水安全问题已上升至国家安全的战略

高度& 李克强总理提出"要集中力量在水利建设方面

干几件大事"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要建设一批重大调

水工程'大型水库和骨干渠网& #'!& 年中央 ! 号文件

提出大规模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 特别是国务院要求加快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将水利作为,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

生-的重点领域&

D$为深入实施,((N!-项目工程和,!#(&-扶贫攻

坚行动'全面落实,! b!%-精准扶贫工作方案"加快建

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水利工程体系"

进一步提升水利保障能力"甘肃省委'省政府制定实施

了,&(&(-水利保障行动& 提出构建水资源配置'区域

供水'农村供水'农田节水'防洪减灾'水生态保护 ,&

大体系-"实现供水'防洪'水生态安全,( 大目标-的水

利发展战略"为甘肃省,十三五-期间水利事业发展明

确了目标和方向&

F%金昌市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

($!"基本思路和目标

;$基本思路& 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深入贯彻落实甘肃省

,&(&(-水利保障行动方案"积极践行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要求"争取

上马建设引大济西'韩家峡水库和城市应急水源等水

利工程"提高在建骨干工程和高效节水建设标准"努力

破解水资源总量不足和配置不优,两大难题-"改革与

管理双轮驱动"为建设幸福美好新金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坚强的水利保障&

D$目标任务&

"

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农业生产

用水全部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 全面推进水

利数字化"逐步建立供用水自动化控制计量系统"实现

供用水远程操控和精准化计量& 完善污水监控体系"

逐步建立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权管理制度"实行水环

境管理责任制& 稳步开展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积

极探索多种形式的水权流转方式"逐步建立水权交易

平台& 基本形成与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相适应的供水安全保障体系& ,十三五-期间"金昌市

用水总量控制在 &$J% 亿 I

( 以内"万元 ]MV用水量降

低到 !KN$&I

( 以下"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

(!I

( 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JK&

#

以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导向"大力推广喷

灌'滴灌'微灌'管道输水等节水灌溉技术"促进水资源

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十三五-期间"发展高效节水面

积 J%$#( 万亩"高效节水面积占全市种植面积的 %'d"

每年发展高效节水面积不少于 !' 万亩& 加快骨干输

水工程节水改造"全面完成永昌县西河'四坝'清河'金

川灌区节水续建配套改造任务"每年新建改建维修干

支渠道不少于 #''BI& 通过改造升级'联网配套"抓好

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作"到,十三五-末"金昌市农村

集中供水率达到 !''d'供水保障率达到 !''d'水质

合格率达到 !''d"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d&

$

坚持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完善防洪

减灾体系建设"实施金川河金昌市段防洪治理项目'金

昌市国防工业基地防洪项目"继续推进金昌市中小河

流治理工程建设"加快建设城市防洪减灾工程体系&

以马家小沙沟河道'永昌县山洪沟道'金川区山洪沟道

治理项目为依托"全面提高金昌市城镇和重点村庄的

防洪标准"大幅提升金昌市中小河流域山洪灾害防治

和监测预警能力& 进一步完善抗旱防洪指挥体系建

设"修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对洪涝干旱灾

害'突发水污染事件'水利安全生产事故等方面的应急

反应机制"切实提高应对涉水突发事件的能力&

%

推进水资源管理'水权水价水市场'水利投融

资'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基层水利管理等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攻坚& 加快建立适合金昌市实际的,用

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和水资

源管理责任与考核-制度体系& 建立预防为主'预防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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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处相结合的水事纠纷预防和调处机制& 落实好中央

加大水利投入的一揽子政策"挖掘增量"盘活存量"保障

公共财政投入的稳步增长& 建设水利投融资平台"敞开

大门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水利"大力推行VVV等项目融资

和经营模式"通过投资补助'价格机制'税费优惠等政策

措施"解决社会资本,进不来-和,不愿进-的问题&

($#"主要规划内容

根据金昌市水利基础设施现状",十三五-期间"

规划实施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水资源配置工程'农村水

利工程'水土保持与水生态修复'行业能力建设 J 大类

KN 个"估算总投资 !'K$& 亿元&

($#$!"水资源保障方面

;$持续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立足实际"着眼长

远"统筹兼顾"加快推进引大济西'韩家峡水库建设进

程& 优化水资源空间布局"有效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

D$充分挖掘现有工程供水潜力& 充分挖掘供水

潜力"优化供水结构"扩大供水范围& 研究皇城'西大

河'金川峡水库联合调度方式"逐步形成河道'水库和

引调水工程互联互通的水系网络"形成调度有序'丰枯

互补的资源配置格局&

/$大力加强小型水源和非常规水源工程建设&

加强非常规水源的统一配置"积极开发利用雨洪资源"

推广利用中水'废污水"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 要积极

建设雨洪水'生态水'再生水回灌地下水工程"提高地

下水调蓄能力&

($#$#"防洪抗旱减灾方面

;$加快抗旱防汛减灾工程体系建设& 继续推进

金川河防洪治理工程建设"加快建设东大河'西大河及

!K 条小沟小河防洪减灾工程体系& 加强山洪灾害防

御"整体推进抗旱防汛减灾工程体系建设"完善灌区防

洪体系&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水旱灾害监测

预警"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D$实施重要城市和重点地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

建设& 结合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统

筹地表水'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推进金昌市应急备用

水源工程建设"提高城镇应急供水能力&

($#$("民生水利建设方面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高工程"提高自来水

入户率& 针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存在的薄弱环节"通

过工程配套'改造'升级'联网等方式"持续推进农村供

水设施建设"提高集中供水普及率和自来水入户率"实

现农村公共供水全面普及"供水水质稳定达标"基本形

成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相适应的农村供水安全保

障体系&

D$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在全面完成规划内西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骨干

工程建设任务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金川'四坝和清河中

型灌区和节水配套改造& 整合项目和资金"稳步推进

田间配套工程与骨干工程同步建设'同步发挥效益&

/$持续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积极整合农田

水利建设资金"工程措施与田间措施相配套"大力推进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形成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合

力"解决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持续改善农

田水利基础设施条件&

8$加大农村水电建设力度& 继续开展水电新农

村电气化和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加快西大河北总

干渠梯级电站建设和头坝二号水电增效扩容改造&

($#$N"水土保持与水生态修复方面

;$推进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加强水利生态修复与

治理& 在全面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基础上"启动实

施地表水过度开发和地下水超采区治理规划'草原沙

化和农村河道综合治理项目&

D$加大地下水保护力度& 加强地下水超采区的

综合治理与修复"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采取雨洪水'

再生水回灌等措施"补充涵养地下水源"建立地下应急

与战略储备水源&

($#$J"行业能力建设方面

;$加强水功能区'重点排污口水量和水质监测设

施建设"提高水资源管理技术支撑和应对突发水污染

事件的能力&

D$加强水土保持和土壤墒情监测网络建设& 继

续加强水土保持监测设施建设"加强土壤墒情信息监

测站点建设"提高旱情预测预报水平&

/$加快水利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充实防汛物资

储备"推进基层物资储备能力建设"建成政府主导'社

("'(



会参与'布局合理'保障有力的防汛减灾物资保障体

系& 完善抗旱防汛减灾应急预案"充实防汛抗旱队伍

力量"提高应急组织调度能力"建设应对突发水污染'

自然灾害的应急水源调配设施&

$%保障措施

;$科学制定规划"加强分类指导& 组织编制水利

发展专项规划"做好水利规划与相关规划'综合规划与

专项规划的衔接与协调"形成覆盖全面'层级配套'目

标明确'操作性强的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体系& 同

时"要加强分类指导"强化汇报衔接"落实规划责任"下

功夫推进规划实施"保障金昌市水利事业健康'协调'

可持续发展&

D$加快前期工作"确保投资需求& 建立水利发展

项目储备机制"加大水利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投入"

对符合国家政策方向的重大项目"应优先开展前期工

作& 积极争取中央水利建设资金"落实从土地出让金

中提取 !'d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等水利投入政策"强化

财税政策支持"拓展水利投资渠道"鼓励和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水利建设"逐步形成多元化的水利投入机制"确

保水利建设发展投资需求&

/$深化体制改革"强化目标考核& 深化水利审批

体制改革"减少项目审批要件"简化前期工作程序"推

进行政审批项目分类合并实施& 进一步分解落实水利

发展规划目标和任务"加强对该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

分析和目标考核"健全规划实施监督评估机制"做好重

大建设项目实施督促检查工作"努力推进项目顺利

实施&

8$认真组织实施"推进公众参与& 加强水利发展

,十三五-规划各环节的组织实施"明确责任"逐级落

实各项水利改革发展政策"提升水利可持续发展能力

和公共服务能力& 推进公众参与制定规划目标和规划

任务"完善规划的公众参与和民主监督机制"做好规划

及相关信息的公开工作"加强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规划

实施的指导"确保规划顺利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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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 K 中 ;*;剖面+D*D剖面

K%方案五

考虑用隧洞#进厂交通洞%与安装间连接的进厂

方式"垂直安装间端墙进入安装间& 该方案需要较长

平顺的#大转弯半径%隧洞线及合适的隧洞进口"对地

形'地质条件要求较高"对于地形平缓'地质条件差的

情况就无法布置进厂交通洞& 另外"也有可能出现安

装间挡墙附近地面低于安装间高程的情况"那么在该

区内要设置封闭钢筋混凝土廊道& 显然"该方案工程

量大"施工复杂"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予考虑&

*%结%论

综上所述"方案一可行但造价较高$方案二造价较

为节省"是可行的'较合理的进厂方式$方案三'方案四

是可行的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进厂方式$方案五

可行性较低& 最后需根据各电站实际情况进行技术经

济比较"决定采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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