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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乡水利扶贫工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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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力发展民生水利是保障生命安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保护生态与环境的重要措施% 本文

以大安乡水利扶贫工作为例"分析大安乡的经济发展及主要问题"详细介绍扶贫开发中的水利措施及水利扶贫工

作的成效"总结经验"以期为其他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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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乡位于国家滇西边境片区的丽江市永胜县#

其国土面积 K%$JNG'

K

#辖有 " 个村委员会#总人口

I&&KO"农村人口 I%O&&$#城镇化率较低% 境内有彝&

纳西&藏&白&苗&壮&普米&傈僳&汉九种民族#是一个典

型的少数民族山区乡#大安乡是滇西北茶马古道上的

一个重要驿站#境内有大&中箐 K# 条#金沙江流经乡境

K$G'#主要河流有响水河&宝坪河&大安箐&光美大箐&

梓里红栎树箐&永安大箐等% 但可开发利用量少#工程

性缺水严重% 永胜县大安彝族纳西族乡的贫困地区农

业人口占比大#以农业生产为主#分布于金沙江畔的半

山腰或山顶#由于沿江阶地极少#高山峡谷多#耕地

'小&散&陡& 碎(# K&Z以上的陡坡耕地占比大#人均耕

地面积少#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农村生产生活

条件极其恶劣#连片贫困自然村和人口众多%

)'经济发展及主要问题

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扶持#大安乡经

济稳中有升#产业效益持续提升#城乡建设步伐加快#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科技&文化等事业稳步发展% 近三

)$&)



年来#大安乡争取各级投资 "K#I 万元#完成 I$NJ#G'

乡村公路的建设及 &%#LJIK 万元的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包括!小"K$型水库的除险加固#小坝塘维修#人饮

管道#灌溉渠道等农村亟需解决的工程% 道路工程加

强了行政区内人民之间相互沟通#水利设施建设在一

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作物

丰收丰产*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仍然存在#扶贫是长

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

大安乡的贫困现象属于有多种表现的复杂社会问

题#因此扶贫的目标和方式也是多样的% 国外组织提

出!在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饮用水不安全占比达

&$e以上#农业灌溉保证率低#干旱导致的粮食短缺等

水利贫困问题严重#谓为'水贫困(% 大安乡生活在山

区和半山区的农村居民#农作物基本望天收#面临着工

程性缺水的难题% '望天水(促使农业生产产量降低#

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民生活成本提高#生活水平直线下

降% 水资源以及贫困人口对水资源的反应极其脆弱%

雨水充足的年景#农业生产状况较好*干旱的时候#则

形势由富转贫% 农民为增加收成#不得不增加灌溉#扩

大耕地面积#毁林开荒#加剧了水土流失% 目前#永胜

县大安乡有病害地灾点 &K 处#其中滑坡 %K 处#泥石流

I$ 处#'贫困-生态破坏-再贫困-再破坏(恶性循环

造成的地质灾害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构成了严重的

威胁% 因此#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在扶贫工作中具有

重大意义%

.'扶贫开发中的水利措施

为加快大安乡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奔小

康#要根据水资源的供需平衡分析#以需求管理为主#

谋划落实好水利扶贫开发建设%

KJI!多方位规划水利基础设施#加强水利基础设

施和产业体系建设

!!大安乡水利工程基础设施规划#以民生水利项目

和优势资源合理开发为突破口#构建水利工程保障体

系% 以贫困者利益优先考虑和照顾#以及可持续发展

的原则为基础#多方位规划水利工程% 继续做好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解决农业生产迫切需要的农业灌

溉设施建设% 适当规划提水工程#解决当地工程性缺

水的难题% 规划重点乡村的防洪安全#提高防洪标准&

加强山洪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健全防洪非工程措

施#加强防洪体系建设#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规划以特

色农业水利设施为主#以水利风景区旅游为辅助的水

利产业体系% 依托规划的骨干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

培育具有当地特点的特色农业和特色养殖业供水设施

产业#推进水利风景区商业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争取早

日发挥效益#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提

供造血机能%

为加强水利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永胜大安乡从蓄&

提&输水&人饮多方位规划建设的水利工程如下!

3J水源工程规划% 大安乡爱心水窖工程规划

IOI$ 件#规划整修加固小塘坝 K$ 件%

@J提水工程规划% 金沙江畔新建看牛坪提水泵

站#其扬程为 I$&'%

5J输水工程规划%

"新建渠道!规划新建 %JKG'

渠道将全乡主要取水点的坝塘联通#实现库塘联合调

度%

#渠道衬砌#全乡水渠基本为土渠#均急需要三面

光硬化 %$G'%

8J人饮工程规划% 急需新建饮水输水管道长度

I#G'% 经调查大安乡农村饮水均为地表水#"$$$ 人饮

水安全得不到保障#其中 &$$$ 人水源保证率不达标#

I$$$ 人饮水水量不达标#K$$$ 人用水方便程度不达

标% 农村饮用水水源中#水质情况不容乐观#部分村水

质铁&锰&大肠杆菌超标#水源污染严重% 规划至 K$K$

年末#实现农村安全饮水达到 I$$e%

KJK!基于水资源需求#开发建设水利工程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对水资源的需求远大于供给#

因此需要对最基本的需求进行合理规划% 用有限的资

源满足需求#则要在对水资源整体评估和规划的基础

上#立足于需求#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水资源需

求管理模式% 要达到有利于改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

口生活水平的目的#则需要探索先进的管理策略和方

法#促进水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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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飞鹏等W大安乡水利扶贫工作思考! !!!!



满足水利基本需求能够消除发展短板和解决水利

薄弱环节#大安乡迫切需要解决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和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水资源需求管理首要的关键在于

贫困者利益优先#因为缺水时#富者有能力采取措施来

满足自身的需求% 其次#公平地分配水来满足最基本

的生活需求#如!生活用水&维持生计的灌溉用水等%

KJ#!合理征收水费#实现水资源商品化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将水资源转化为

水商品#依托水商品市场培育构建水利产业体系#通过

合理征收水费以维持日常管护&维修养护等工作%

3J完善量水设施#实施用水计量% 量水设施用来

测定各用水单位的用水量#是水价改革中的关键因素#

只有计量正确#才能按计量收费% 目前#大安乡水利计

量设施粗放#灌溉用水大多采用按亩收费#水资源价值

过低#水资源不可避免地浪费% 因此#应将相应完善工

程的水量计量设施#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和灌溉用

水定额制度#来逐步实现用水按方计量和收费%

@J实施水价改革#制定合理水价#水价体制应随

市场经济推进% 水的商品化离不开市场供求关系的价

值规律#建立合理的农业水费征收机制#是水利扶贫的

必备要素% 及时开展成本水价测算&听证&批准执行等

水价改革工作## 年内水价由大安乡现行的 I$ PK$ 元W

亩逐步提高至成本水价 $JI& 元W'

#

% 加强水费计收#

初步拟定!收取的水费 %$e用于管理人员报酬#&$e

用于维修养护#I$e用于协会运行%

5J宣传节水知识#试行节水奖励机制% 培训水利

基础设施的项目区的用水户#宣传节水技术#让农民充

分了解节水技术#形成自觉节水&自觉管水的良好风

气% 同时制定奖惩政策#在定额供水的基础上#对节约

用水户进行优惠&奖励#超额加价#通过奖惩调动节水

积极性#最终促进节水灌溉技术在少数民族地区范稳

步健康地推广应用%

KJ%!建立健全参与式水利工程体制机制#确保工

程长效运行

!!水资源利用应以人为本#让用水户都能平等参与#

对水资源的分配具有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

权#最终构建以用水户为主导#以用水户协会为核心的

参与式水资源管理模式% 在实施水利工程扶贫的同

时#建立一种能够让贫困人口高度参与的管理机制#通

过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实现水利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大安乡探索建立用水户协会#让用水户管理协会

成为本工程的管理机构#实行协会负总责#按照'一事

一议(召开用水户协会代表大会#建立章程&财务制度&

运行管理制度&水价标准等% 根据管理范围大小#每个

用水户协会聘请 K P# 名管理人员负责工程的日常管

护&维修养护&水费收取等工作% 建立健全与工程有关

的管理制度和准则#让运行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水利扶贫开发成效

K$I%年以来#经过几年水利工程建设#大安乡的水

利扶贫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K$I% 年以前#由于水利

设施等条件制约#大安乡魔芋&冬早蔬菜等农产品在收

获时#产量无法得到保障#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甚至生

存得不到保障% 近几年#随着水利基础设施的规划#上

百个水窖&塘坝等水源工程已经建成*缺水的光美&梓里

两个村委会的当地贫困户种上了烤烟#发展芭蕉等经济

林果种植% 海拔在 #$$$'以上的村小组也种上了魔芋

和药材#并在村委会实现了魔芋产业规模化发展%

水利基础设施的建成#广大贫困地区的群众彻底告

别了天旱缺水&下雨成灾的日子*农业产业化进程明显

加快#基本构建了贫困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框架#形

成了以泡核桃&中药材&马铃薯&魔芋&芭蕉&畜牧&蔬菜&

林果等为主的一大批高效特色&市场前景好&发展潜力

大&带动千家万户致富的特色产业*加快了大安乡的脱

贫步伐#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坚实步伐%

随着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和特色产业的发展的

不断加快#大安乡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优#农业生产总

值大幅增长% K$I% 年#全乡农业生产总值达 L&$% 万

元#农村经济总收入 "ONK 万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 III$JK#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N 元*K$I& 年全

乡农业生产总值 "#"% 万元#农村经济总收入 O&&N 万

元#农村人均纯收入 LIL& 元#农民人均有粮 #%" 公斤*

K$IL 年#大安乡完成农业总产值 I$KL$ 万元#农村经济

总收入达 II"&$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 N%O" 元% 三年

来#全乡有 OII 户 #"#" 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逐步实现

)&&)



了脱贫致富#按照'脱贫不脱钩(的原则#他们继续享

受着各项帮扶措施#并且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发展

着不同的产业#能够从长远上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

,'大安乡水利扶贫经验总结

水原因的致贫问题是制约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科

学&和谐&跨越发展的重要瓶颈% 目前#大安乡的水利

扶贫开发工作的实施#使贫困地区经济得到大发展#基

础产业得到大提升&基础设施得到大加强#群众得到大

实惠#自我发展能力和后劲得到大增强% 广大贫困地

区的群众彻底告别了人背马驮&天旱缺水&下雨成灾的

日子% 水利作为扶贫开发的主体#在促进民族团结&社

会经济和谐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安乡脱贫攻坚显著成效#为更多的少数民族地

区的脱贫提供了经验% 以下水利扶贫开发措施可供

参考!

%JI!加强水利人才队伍培训和水利技术对口扶贫

许多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水电资源丰富#同时#小型

水利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亟待解决% 但当地水利人才和

技术力量匮乏#当地政府应通过人才引进以及进行水

利专业技术培训#引进和培养水利技术管理人员*同

时#省市水利技术部门建立制度对口帮扶#帮助少数民

族贫困地区开展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等工

作#培养当地水利专业人才#为水利产业可持续发展创

造条件%

%JK!规范扶贫资金中水利工程建设程序#加强技

术监管

!!缺水是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主因*扶贫资金主要用

于解决水利薄弱环节的工程#而其具体的使用和管理单

位均在乡镇% 乡镇水利专业技术薄弱#管理人员少#加

之扶贫资金使用周期短#水利工程建设工期短#导致水

利工程建设从开工至竣工#均不符合建设程序% 施工过

程中#在缺乏专业的技术监督管理人员的前提下#为赶

工期#工程质量往往得不到保障#部分地区还出现建了

又拆的怪现象% 水利扶贫工程往往配套资金少#不能正

常出资邀请技术支援单位以及征占用土地#导致工程不

能达到如预期效果施工#建设效果差强人意%

%J#!优化水利投资渠道#多方位支持贫困地区水

利发展

!!贫困地区水利建设欠账太多#规模偏小#资金不

足% 资金来源仅靠中央补助难以完成工程的建设#而

地方财力自给率不足 I&e% 建议优化少数民族贫困

地区的投融资政策#开辟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专项资金渠道#对于水利基本生活需求

应予以足额支持*对于涉及农村饮水安全&山洪灾害防

治等公益性基本生活需求的工程项目应优先考虑#提

早安排实施% 对于非公益性项目的水电&水利风景区

旅游等#因其收益性质#应积极鼓励社会资本以YYY等

模式参与水利产业设施建设%

%J%!完善水权分配#建立合理水价机制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按照用水总量

控制和定额管理% 建立水权制度#建立促进用水效率

提高的水权交换和转让市场#重新配置水资源#让满足

生活基本需要的用水权及传统水权能有偿转让和交

换% 核准农业灌区的用水定额#实行同城镇用水相同

的累进水价制#对超标准的用水收取高价水资源费*介

于生计和标准用水的水权#实施部门和地方交叉补贴*

对维持生计水平的用水量实行定向补贴的免费制度%

%J&!大力发展农业节水措施

农业节水的关键在于提高用水的效率% 在少数民

族贫困地区大力推广节水行动和措施#优化作物种植

结构#培育节水高产品种#推广有机肥节水技术及化学

调控技术#推进节水灌溉制度建设#发展高效农业#促

进节水技术创新#最终实现水利扶贫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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