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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市临川区山塘整治工程的做法及成效
张虎保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水利局"江西 抚州!MLL"###

!摘!要"!山塘通常是指建有挡水&泄水建筑物"正常蓄水位高于下游地面高程"总容积小于 "# 万 5

M 的蓄水工

程$ 山塘关系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因此确保山塘运行安全"对切实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具

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本文对山塘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综合整治方案"以供参考$

!关键词"!山塘%综合整治%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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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区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东部#抚河中游#全区

土地面积 J"J"=5

J

#列入整治工程规划的山塘有 "KK#

座#其中 " 万5

M 以上库容的山塘 "$JK 座#包括一类山

塘 "$ 座#二类山塘 ""IJ 座#三类山塘 MM# 座#虽然单

座山塘库容不大#但仍然是山区%丘陵地区灌溉水源的

重要来源& 山塘普遍兴建于 J# 世纪 $# [F# 年代#由

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差#经

过多年运行后#山塘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其存在的主

要问题有山塘坝体单薄%坝坡比不足%库容淤积缩减%

放水设施年久失修%大坝有漏水现象%配套设施不健

全%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不高等& 以上情况严重制约

了山塘效益的正常发挥#影响了临川经济的增长速度#

拖累了现代农业的高速发展&

$%山塘整治现状

为适应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对水利

的要求#以区域内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临川区委%区政府对山塘整治工作十分重视#

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秉着)农业要发展#水利要先

行*的思路#采取)统筹兼顾#全面规划#因地制宜#突出

重点*的方式#狠抓山塘整治工程建设#极大改善了全区

农业基础设施的灌溉条件#自 J#"M 年以来#全区完成 II

座山塘的整治任务#共完成土方开挖 ""IJ#GLL5

M

#土方

回填 MKFMLGM$5

M

# 清 淤 JJKLGFI$5

M

# 现 浇 混 凝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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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JK5

M

#预制混凝土 ""#KGFM5

M

#浆砌块石 JJFGJI5

M

#

干砌块石 J$#"G$K5

M

#草皮护坡 "J"FM5

J

#钢筋制安

IG""0#金属结构FI台套& 完成工程总投资MIKG#F万元&

+%山塘整治工程的实施效果

JG"!经济效益

大部分山塘整治工程实施前实际灌溉面积只有原

设计灌溉面积的 $#S左右#通过实施山塘整治工程#新

增"恢复$灌溉面积 JML$亩#改善灌溉面积$KJK亩#灌溉

受益人口增加到 MGKF万#恢复供水能力 J$G#M 万5

M

#新

增粮食生产能力 HKFGLF0#人均年增收 FLGHJ 元&

JGJ!生态效益

山塘经整治后供水能力得到全面提高#下游的村

庄%村民%耕地的水源供应普遍得到保障&

山塘整治工程实施后#病险山塘的防洪隐患基本

上得到根除#下游广大农民群众可以安居乐业#从而维

护了社会安定#确保了农村经济发展& 山塘整治工程

实施时#大坝迎水坡面采用预制块护坡直接保护了大

坝不受雨水的冲刷#减少了水土流失#库容淤积问题得

以减轻& 同时#山塘整治工程也改善了当地的自然生

态环境#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缩小了城乡差别#为

绣美山川的建设添砖加瓦&

在山塘整治工程实施的同时#对库区进行以小流

域为单元的水土保持综合防治等工程措施#从而创造

了优美的生态环境& 在做好山塘整治的同时#临川区

要求各村组制定了山塘水库的规章管理制度和山塘水

库灌溉用水管理办法#从而做到有人放水%有人管护%

有人防汛& 为山塘整治工程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JGM!社会效益

山塘整治工程的实施#极大改善了当地农业生产

的灌溉条件#加快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了

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有利于农村%农民的安

定#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C%山塘整治工程实施的主要做法

MG"!加强领导

临川区委%区政府非常重视山塘整治工程的建设

工作#按上级要求成立了临川区山塘整治工程建设领

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协调与规

划组%技术指导组%监督检查组及财务组#明确了领导

小组%办公室和其他小组的职责#领导小组在资金筹

措%资金使用%工程建设等方面统一指挥%协调& 同时

山塘整治工程所在乡镇政府相应成立了山塘整治工程

项目部#具体负责该辖区内的项目实施及项目区施工

环境& 受益村组为该山塘建设的实施主体#项目监管

单位为区水利局#在实施过程中乡镇水务站委派相关

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及质量监督工作#此外还从受

益村组中选取农民义务监督员#全过程对工程质量进

行监督#确保工程建设保质保量顺利完成&

MGJ!加强资金管理与筹措

MGJG"!资金管理

临川区根据江西省水利厅%江西省财政厅印发的

+江西省山塘整治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办法,"赣水农

水字4J#"$5"K 号$文件精神#结合临川区山塘点多面

广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临川区山塘整治项目建设和资

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临财农4J#"$5"I 号$#对山塘

整治工程项目资金进行规范化管理#使山塘整治工程

项目资金管理有章可循&

MGJGJ!资金筹措

在积极争取上级部门项目建设资金的同时#区政

府制定相关政策#在税收%补助%贷款%培训等方面给予

一定优惠#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投入到山塘整治

工程中来#达到)治理一个点#带动一条线#辐射一大

片*的效果&

MGM!加强工程质量管理

临川区为了搞好山塘整治工程项目的建设#严格

推行项目法人制%监理制%合同制#区水利局%区财政局

对工程质量进行抽查#乡镇水务站对施工质量进行监

管#同时聘请农民义务监督员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工

程质量全部达到设计标准&

MGL!加强山塘整治工程建后管理

山塘整治工程完建后#由山塘所在地的村委会进

行管护& 聘请专门人员进行不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

时汇报#由乡镇水务站根据山塘出现问题的大小#制定

年度养护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一经批准后#立即组织实

施& 确保山塘的农业灌溉%防汛安全等效益正常发挥#

造福当地群众&

MG$!加强山塘整治工程的宣传报道

山塘整治工程是一项民生工程%惠民工程#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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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的防汛工作%旱季的灌溉工作等#都关系到老百姓

的切身利益& 加强山塘整治工程的宣传报道#可以提高

老百姓对山塘整治工程重要性的认识#取得当地群众的

支持#营造人人重视山塘整治工程建设的良好氛围#甚

至可以调动当地老百姓参与到山塘整治工程建设中来#

这对山塘整治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非常重要& 山塘整

治工程建成后#在山塘旁边立有安全警示牌%宣传标识

牌#使山塘整治工程建设的重要性让更多人知晓&

MGF!加快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

为加快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步伐#

临川区政府根据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

深化水利改革的意见,"赣发4J#"L5JM 号文$精神#结

合临川区的具体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加快小型水利

设施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山塘等小型水利工

程设施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以确保山塘工程安全运行#

以充分发挥山塘工程效益为前提#以建立山塘建设和

管理的良性运行机制为目标#加快农田水利服务体系

建设#壮大水利基础产业#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保护

农民的切身利益& 目前#该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产权调查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当前山塘整治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G山塘管理方面不够规范& 目前绝大多数山塘

的管理机构均为山塘所在的村小组"或垦殖场$#管理

模式分为由所在村小组"或垦殖场$集体所有制下的

共同管理或承包到个人管理#管理方式普遍不规范#缺

乏专人巡查#缺乏山塘工程建设过程档案资料#村小组

对于山塘工程管理范围%保护范围等概念模糊#对于山

塘存在的病险情况缺乏记录和向上级汇报的意识#一

旦山塘出现险情#后果非常严重&

@G临川区是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区#纳入整治

规划目录的山塘有 "KK# 座#山塘整治工程压力很大#

虽然通过多方努力#截至 J#"F 年年底完成 II 座山塘

的整治任务#但仍有 "F## 多山塘座急需整治#山塘整

治的资金缺口非常大&

#%加强山塘整治工程建设的建议

山塘整治工程不仅解决了农业灌溉%防洪安全的

问题#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极大提高#山塘所

在地的农民年均纯收入普遍得到提高& 为促进山塘整

治工程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更好推进农业现代化进

程#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措施&

$G"!加大山塘整治力度

目前#临川区山塘整治工程虽然完成 II 座#与临

川区山塘整治规划的目标相比#仍有非常大的差距#为

切实搞好山塘整治工程的建设#应该加快实施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的步伐#让山塘这种小型农

田水利设施通过产权制度改革确权到企业%个人%社会

组织#由他们进行整治%维护和管理&

$GJ!农田水利项目县应有所倾斜

山塘整治工程建设总体目标是针对山塘三大枢纽

工程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有效的处理#确保山塘安全#

尽量恢复山塘蓄水能力#以充分发挥山塘的灌溉效益#

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山塘整治工程建设应重点向三

类病险山塘众多的产粮大县倾斜#产粮大县不仅耕地

面积大%水利设施众多#而且水利设施大部分建于 J#

世纪 $# [F# 年代#工程淤塞%老化严重#直接影响农业

生产现代化进程#急需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建设&

$GM!加强管护措施#提升使用效益

目前#国土%农业%水利%农业开发等部门实施完成

农田水利设施后#基本上移交村小组管理#而村级财政

紧张#没有足够的财政资金投入到管护措施上& 农田

水利设施管护应该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管护措施上#

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明晰

产权%落实责任#在确保工程安全%公益属性和生态保

护的前提下#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竞争参与农田

水利设施的管护#同时落实好财政奖补机制#为农田水

利设施管护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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