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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惠山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建设规划及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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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0要"0惠山区位于无锡市西部"全区现有小型灌区 )2 处&排涝泵站 !]# 座"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规划及管

理任务繁重"急需进行系统规划研究% 本文设定工程规划水平年"提出设施建设标准"制定工程总体布局"并对重

点局部工程进行详细阐述"建立了科学管理机制"以期为同类区域性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规划和管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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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1#0基本条件

惠山区地处东经 #!"Y".nc#!"Y!.n*北纬 2#Yc

2!Y.)n"属长江三角洲腹地"位于无锡市西部$ 区域总

面积 2!+1"2UQ

!

"平原区面积 ."1!)$UQ

!

"圩区面积

!$21!+$UQ

!

$ 全区户籍人口 +21+] 万"其中农村人口

!)1"2 万"人口密度 #)"2 人XUQ

!

$ 全区耕地面积

#"1]] 万亩"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1!. 万亩"其中粮食作

物 21#* 万亩*经济作物 )1") 万亩$

#1!0设施现状

区域现有有效灌溉面积 $1]#)+ 万亩"小型灌区 )2

处"总面积 ]1!*2$ 万亩"主要分布于堰桥街道*前洲街

道*玉祁街道*钱桥街道等地$ 泵站工程可分为单排

'*''



涝*单灌溉*灌排结合三种"分布于惠山区各镇村"总装

机 ]""2Ua"其中排涝泵站 !]# 座"灌排结合泵站 ##

座$ 分析泵站运行情况可知"带病运行有 .!) 座"占

!$1!!e"报废需重建的有 2) 座"占 !12e$

惠山区建有大量防洪排涝工程"圩区保护面积达

2)1]]! 万亩"占 $"1$e"堤防长 !))1#.UQ"固定排涝动

力 21# 万 Ua"排涝流量 )."Q

2

XC"初步形成防洪体系"

具有独立排涝设施$ 区域防洪可达 !" c+" 年一遇标

准"塘坝 * 处"有效库容 $)1!*! 万 Q

2

$ 少数病险闸站

渗漏水严重"渗泾长度不足"标准低"设备老化"需彻底

改造$

#120运行现状

水利站承担区域内站*闸*河*堤*涵洞等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管理和指导职能"根据该镇联圩情况"承担联

圩站闸的维修养护*日常运行以及河*堤的管理*巡查*

养护工作$ 目前田间工程和小型灌溉站存在工程维护

管理费短缺*用水户参与不积极的问题$

多数圩区水利工程按属地由街道管理"承担建设

与管理费用"区水利农机局监督指导$ 以水利站为圩

区管理机构"实行长效管理"人员与维修保养费由区*

镇两级财政承担"工程运行费由受益单位承担$ 目前"

仍有部分圩区归村委会管理"难以维持长效运行$

惠山区现将区*镇*村*组四级河道纳入管理范围"

实行市场化运作"公开招聘专职河道管理员"建立管理

网络$ 对破坏水利设施*非法取水用水*违规设置排污

口等行为进行监管"有力保护了河道疏浚成果$ 该管

理方式尚属试运行阶段"仍有待于完善$

,%现存问题

惠山区通过不断加大水利建设力度"在小型农田

水利建设和管理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随着地方经济

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

"农田水利建设和管

理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迫切解决$

!1#0缺乏统一规划

区域内多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建均为解决局

部地区的灌溉*排水*防洪排涝需求"仅进行小范围的

建设"未统筹考虑流域或惠山区的整体情况"缺乏统一

规划与远景部署"使得工程建设呈现点多*面广*线长

等特点(!)

"给运行管理带来不少麻烦$

!1!0工程年久失修

区域现有水利工程多数修建于 !" 世纪 +" c$" 年

代"目前已经运行 2" c." 年"运行效率较低"且存在安

全隐患$ 部分工程渗漏问题突出"已成病险工程$ 由

于工程前期设计标准较低"配套设施不完善"使得灌溉

保证率低*灌溉系数小"导致水资源浪费严重"工程难

以发挥最大效益$

!120重建轻管严重

由于管理制度的区域限制性"跨村以上的农村水

利工程管理机构受行政安排"带有垄断色彩的经营模

式"缺少水务财务公开*民主监督的农户参与管理机

制(2)

"工程养护管理经费财政或集体经济负担不起"造

成工程运行中设施老化陈旧不能维护更新*质量下降*

效益衰减等恶性循环$ 因此"建设是基础"管理是关

键"工程运行管理质量直接关系其效益的发挥$

!1.0专业素养有待提高

基层水利部门管理范围窄*级别低"直接面向农

村"兼有设计*监理*施工*政府监督等多种职能"但一

般不具备相应资质$ 各乡镇水利站"直接承担农村水

利规划*建设*管理和执法等重任$ 然而"基层水利技

术人员缺少专业技术培训"难以应对工程中出现的深

层次技术问题$

$%建设规划

21#0规划范围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惠山区农田水利设施的需

求"分别确定惠山区农田水利规划近期水平年*中期水

平年*远期水平年各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目标$ 规划

以灌排沟渠整治*圩堤加固*水系沟通为基础"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配套和改造为重点"因地制宜地推进节水

灌溉发展$

21!0规划目标

统计分析 !"#" 年现状指标值"根据惠山区国民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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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纲要"划定惠山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节点性

目标(.)

$

!"!" 年"西漳大联圩防洪标准达 !"" 年一遇"惠山

新城防洪标准达 +" c#"" 年一遇"其他地区 +" 年一

遇"农村圩区除涝标准达 !" 年一遇$ 有效灌溉面积达

*1!).+ 万亩"其中旱涝保收田 *1"+.+ 万亩"高标准农

田 $1#]2+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2 万亩$ 小型

灌区的灌溉水利用系数大于 "1$$

2120总体布局

依据惠山区水资源与水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按照1统一规划"分步实

施2原则"以工程配套改造和管护机制改革为手段"通

过资金整合*集中投入*整体推进战略"科学合理提出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总体布局$

01建设高标准防洪除涝减灾体系$ 建设全区范

围防洪除涝工程体系"并兼顾洪水预报*调度*抗洪救

灾指挥*防洪保险等工作$

91建设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供给体系$ 以节

约*管理*保护为重点"形成城乡供水*农田灌溉*内河

航运*水产养殖及旅游等水资源综合利用格局$

;1建设农村水利现代化工程体系$ 以1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农村环境改善2为重点"形成1挡得住*

灌得上*排得出*降得下2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

?1建设良性循环的水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进行

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地下水超采控制*水质监测*水

污染防治及水资源调度等"形成水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21.0工程建设

21.1#0防洪除涝工程

圩区达标建设 2" 个"圩堤总长度 !$"1!*!UQ"圩

堤达标建设长度 !!+1)$.UQ"加固土方 +)"1). 万 Q

2

"

改造圩口闸涵 .+ 座"新改建泵站 #+* 座"其中新建 ###

座*改造 .$ 座$

21.1!0末级渠系建设

整治渠道 !#* 条"整治长度 #"+1*]UQ"其中衬砌

长 度 ]"1**!UQ$ 疏 浚 排 水 沟 数 量 !!] 条" 长

#2$1))UQ$ 改造各类配套建筑物 )") 座"其中水闸 !

座"其他建筑物 )". 座$

21.120河道疏浚工程

县级河道疏浚 !. 条"长 )!1"2UQ"疏浚土方

#.*1]] 万Q

2

$ 乡级河道疏浚 )! 条"长 ###1.*UQ"疏浚

土方 !$!12# 万Q

2

$ 疏浚行政村 *! 个"疏浚农村河塘

土方 !]#1.2 万Q

2

$

21.1.0山丘区小流域治理

山丘区小流域治理主要为钱桥街道和阳山镇"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 $2>Q

!

$ 其中!钱桥街道小流域 ! 个"

面积 )$>Q

!

"截水沟 $" 条"经济林面积 "1*>Q

!

"种草面

积 21]>Q

!

"其他坡面整治面积 ."1#>Q

!

"配套建筑物 #*

座#阳山镇小流域 !个"面积 )>Q

!

"经济林面积 )1">Q

!

$

*%管理机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

快"农业快速朝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对小型农田

水利设施升级改造"提高其运行管理水平"建立长效运

行管理机制迫在眉睫$ 通过总结惠山区小型农田水利

设施运行现状"总结以下几个点以便建立科学的小型

农田水利设施管理机制$

.1#0加强组织领导

全面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政府领导机制"为农田

水利项目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

成立以惠山区人民

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区财政局和水利局主管领导*

各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协调各项工作#

%

把农田水利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与农村

土地流转结合"统筹规划"提高小型泵站灌排能力#

,

建立领导机制"合理调整泵站布局*完善灌溉渠系

工程"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达到安全*节能*高效的运

行目的$

.1!0规范项目管理

为确保小型农田水利项目有效实施"建设一批小

型灌排工程"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管理

科学的农田排灌工程体系"灌溉保证率达 ]"e以上$

$

进一步明确规划原则"建立1一次性规划*分步实

施2和1建一片*成一片"发挥效益一片2目标"全方位

'"''



推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

%

规范工程

立项*审批制度"在调查摸底基础上"制定改造工程日程

表"逐一立项"统一报批#

,

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加强项

目预%结&算和竣工决算审查"严格审定工程施工预算$

.120强化工程建设

为确保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高质量*高标准建成"工

程建设方面应坚持以下原则!

$

坚持在工程实施中严

格实行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

制*工程建设合同制#

%

完善工程质量管理*监督体系"

充分行使各级质量监督机构的质量监督*检查职能#

,

严格项目验收管理以及更新改造项目的审计监督*

监察工作"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工程规范管理$

(%结%语

惠山区位于无锡市西部"全区耕地面积 #"1]] 万

亩"现有小型灌区 )2 处*排涝泵站 !]# 座*圩区保护面

积 2)1]]! 万亩"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规划及管理任

务繁重"急需进行系统规划研究"以便于其长期发挥效

益$ 通过分析惠山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现状"认定工

程缺乏统一规划*建设年代久远*重建轻管严重*运维

水平有待提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划定惠山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规划近期

水平年*中期水平年*远期水平年工程建设目标"设定

!"!" 年圩区防洪*灌溉效率等建设标准"提出以防洪

除涝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供给体系*农村

水利现代化工程体系*水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为组成的

总体布局$ 对防洪除涝*末级渠系*河道疏浚*山丘区

小流域治理等重点工程进行了详细阐述"建立了加强

组织领导*规范项目管理*强化工程建设为核心的管理

机制"以期为同类型区域性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规

划和管理提供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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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进入浅滩区芦苇丛"保护了区域水体

不受蓝藻污染"节约了人工打捞的用工成本$

(%结%语

无锡市地处长江三角洲中部"隶属于太湖流域"受

!""$ 年蓝藻污染事件影响"现持续关注除藻技术研

究$ 闾江大堤位于太湖水域的重要水质保护区"是重

要的旅游交通景观路线"现急需对大堤沿线的蓝藻采

取工程措施加以治理$

闾江大堤沿线分布有大片芦苇"给蓝藻打捞带来

困难"拟采取挡藻围堰工程措施来阻止蓝藻进入浅滩

区芦苇丛"防止蓝藻大面积富集$ 本文根据闾江大堤

的施工条件"有针对性地选取三种常见的挡藻围堰!预

制桩*木桩*固滨笼网箱"同时分别列取了各自的优缺

点进行比较分析"最终选定工程投资小*具有生态功效

的固滨笼网箱围堰作为挡藻的工程措施$

该工程实施后"太湖的水质富营养化程度一定程

度上减轻"为地区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也

有利于太湖局部区域水质的改善"具有较为显著社会

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

参考文献

(#)0张艳晴" 毕雪娟" 闫晖敏" 等M太湖地区贡湖湾生态修复

区围隔系统消浪挡藻技术研究(d)M安徽农业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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