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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市东部腹地排涝工程建设及效益分析
高!丽

!永济市水利工程建筑队"山西 永济!#PPQ###

!摘!要"!永济市东部腹地排涝工程是涑水河流域规划的一项重要工程' 本文介绍了该工程建设的基本情况"分

析了工程建设的必要性及效益"提出了确保工程正常运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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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市东部腹地地势低洼#排水不畅#严重影响了

正常的生产生活% 为了切实解决这一难题#永济市把

东部腹地排涝工程列为重点规划工程之一#分两期实

施了永济市东部腹地排涝工程#建立完整的农田渠系

排水系统#健全排水渠系与河道相通的排涝体系#打通

排水通道#保障积水排流#改变环境面貌#解决了 JQMJ

万亩农田的内涝问题#为腹地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提

供了安全保障#改善了当地土壤盐碱及生态环境#同

时#对农民增收及生产生活也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效

益显著%

$&东部腹地排涝工程建设必要性

永济市位于山西省南部边陲的&黄河金三角'区

域#晋(陕(豫 $ 省交汇处#是山西省对外开放的南大

门# 辖 K 个镇 $ 个街道#PQ 万人#总面积 "JJ"H7

J

%

永济市东部腹地地区#是指永济市东北部地区涑

水盆地内沿涑水河(伍姓湖一带较低洼的地区#属于冲

积湖平原区#地处中条山前沉降地带#包括卿头镇(开

张镇及城北街道共 $ 个镇"街道$#该地区面积辽阔#人

均耕地较多% 项目区位于涑水河流域#气候为&十年九

旱'#农作物以冬小麦(棉花及冬枣为主#春旱发生频

繁#对当地农业生产影响较大% 由于涑水盆地低洼闭

流#汛期暴雨造成局部洪涝灾害时有发生#且东部腹地

长期受旱(涝(碱灾害的困扰#致使农业产量降低%

长期以来#永济市东部腹地地区农作物灌溉采用

井灌和引黄灌溉% J# 世纪 %# 年代#井灌较少#腹地内

土地基本靠引黄灌溉#大量的引黄灌溉造成了潜水位

抬高#加剧了盐碱化问题% 解决东部腹地地区旱(涝(

)$&)



碱的基本途径是进行合理灌排#开辟健全有效的排水

工程体系#解决当地排涝及改良土壤盐碱的情况%

早期的永济市腹地排涝工程是涑水河流域规划的

一项重要内容#位于永济市东北部开张(卿头镇境内#

总控制面积 JPMJQ 万亩% "I%$ 年 "" 月#工程始建#

"I%K 年 P 月#工程竣工% 工程共开挖排水总干(排水干

渠(排水一支渠(二支渠(三支渠(四支渠(一分干和二

分干等 K 条渠道共 O$M%OH7#修筑各类建筑物 J## 余

座#通过排水渠系将项目区洪涝水排至涑水河#然后再

通过涑水河西流至黄河%

永济市腹地排涝工程建成以来#为当地的农业生

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但自 J# 世纪 I# 年代#随着连年干旱#降雨量大幅

度减少#加之土地承包分散经营后#平渠种地和排涝建

筑物蓄意破坏#致使排水渠道和建筑损坏情况严重%

由于排水渠道排水不畅#土壤再次产生盐碱化#对项目

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损失% J##$ 年以后#年降雨

量有所增加% 造成该区域发生多次洪涝灾害#受灾村

庄 $O 个#田间积水严重#$ 万亩棉田浸泡在水中#难以

采摘*O 万亩棉田泥泞#农民只能穿上雨裤和雨鞋#艰

难采摘棉花#年经济损失达 Q### 余万元% 因排水系统

不畅#原已修建的村级公路#因雨水长时间浸泡受损严

重#给当地交通带来诸多不便% 更为严重的是房屋倒

塌现象不断发生#直接危及人民生命安全%

%&东部腹地排涝工程概况

为彻底解决永济市东部腹地农田排水问题#永济

市委(市政府把东部腹地排涝工程列为该市水利重点

规划工程之一% 在各级政府和水利部门大力支持下#

永济市水利局成立了东部腹地排涝工程建设管理单

位% J#"J 年和 J#"$ 年#分两期实施了永济市东部腹地

排涝工程建设#工程覆盖永济市城北(开张(卿头 $ 个

镇"街道$的 $O 个村#控制面积 JQMJ# 万亩#设计标准

"# 年一遇% 工程建成后为永济市东部腹地建立了完

整的农田渠系排水系统#健全了渠系和河道相通的排

涝体系#打通了排水通道#保障了积水排流%

JM"!农田排涝系统

永济东部 JQMJ# 万亩的农田修建排水系统#共修

建干"支$渠 "$ 条#总计 %KMOJH7#渠道建筑物 ""J 座*

排水斗渠修复 $#KMP#H7#新增管桥 JI" 座*排水农渠

修复 %$"MO#H7#新增管桥 J"PJ 座%

JMJ!河道清淤

对涑水河郭家庄段至蒲洲段进行清淤#降低涑水

河水位#清淤河道总长 JJM%#H7%

JM$!完成主要工程量

该项目完成的主要工程量为!土方开挖 "#I 万7

$

#

土方回填 $M#P 万7

$

#渠道修整 Q#MKP 万 7

J

#河道清淤

P%MQ$ 万 7

$

#管桥 KP# 座#混凝土管道安装 J$#K7#路

面硬化 "#PIO 7

J

#浆砌石桥 J 座#混凝土灌注桩桥

$ 座%

JMP!工程投资及完成情况

该工程共下达投资计划 P$#Q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MI" 万元#形成交付资产 $$%$MI" 万元#经永济市

东部腹地排涝工程竣工验收委员会验收为合格工程%

-&工程实施后效益分析

永济市东部腹地排涝工程建成后#为永济市东部

腹地建立了完整的农田渠系排水系统和渠系(河道相

通的排涝体系#打通了排水通道#项目控制面积 JQMJ#

万亩% 农田排涝顺畅#降低了土壤含盐量#淡化了地下

水水质#改变了环境面貌#为东部腹地农业生产和群众

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改变了老百姓农田因涝而欠收

的状况% 经过 J#"$-J#"K 年 Q 个汛期运行#发挥了应

有的排涝作用%

$M"!及时排除了农田积水

工程修复东部腹地农田排水系统#将农田积水排

入涑水河#彻底解决项目区居民的内涝之患#避免因排

水不畅造成暴雨后房屋建筑倒塌现象的发生#保证了

道路交通畅通#减少公路损坏#对于农民生活(生产及

外出活动十分有利#增强了当地群众生活安全感%

$MJ!降低了地下水位

排水渠建成后#降低了当地地下水位#保证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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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深位于发生盐碱化的临界水深""MJ#7左右$以下#

对改良土壤盐碱(淡化水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保证了

农业生产的丰产丰收#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决定性

作用%

$M$!提高了河道行洪能力

工程对涑水河永济市区至蒲洲段进行清淤后#疏

通河道#降低涑水河的滞洪水位#使农田积水通过涑水

河顺利排入黄河#保证了涑水河两岸群众的生命与财

产安全%

综上所述#永济市东部腹地排涝工程是一件富民

利民的工程#效益显著#对涑水河流域治理起到了积极

作用#对于永济市东部腹地农村经济发展及社会和谐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有关建议

PM"!提高东部腹地排涝工程排碱功能

永济市卿头镇(开张镇等地区土质为硫酸盐盐化

潮土#盐碱耕地仍为中度盐碱耕地% 建议政府应加大

改善东部腹地盐碱化方面投资#用以改善项目区盐碱

情况%

采用井灌井排#减少浅井灌溉#增加深井灌溉#井

深尽可能位于透水层以下#有利于洗盐及盐碱改造*修

建引黄灌溉'形灌溉渠系#新修喷灌(滴灌等高效节水

工程#减轻土壤次生盐渍危害#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

高当地村民觉悟#定期维修排碱渠系#保护好排水渠

系#完善排水设施#减少盐碱危害和土壤积水*定期对

涑水河进行清淤#并在涑水河至伍姓湖入口处建立泵

站#保证涑水河排水通畅#降低上游的地下水位#保证

其位于返盐碱的临界水位以下%

PMJ!加强东部腹地排涝工程维修养护

工程初期运行项目部出资对其定期检查维修% 但

经过几年运行后#排涝渠道由于长期过水#致使芦苇(

杂草丛生#排水受阻#增加了管理难度% 为防止对排涝

工程的再破坏#必须加强管护(适时监测%

永济市东部腹地排涝工程项目部作为项目主体#

应与受益村村委会签订管护协议#受益村负责排涝工

程的巡查(管护(运行等管理工作#定期安排人员进行

杂草清除工作#使其发挥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PM$!做好东部腹地排涝工程安全监测工作

受益村要主动做好本辖区内的工程监测工作#责

成专人定期对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对出现的问题应及

时分析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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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O$ 页' 不仅有利于项目监理机构正常开展工

作#也能有利地规避后续项目监理投资控制审计风险%

PMO!节约监理人力成本#提高监理工作质量

安装视频监控系统之前#项目监理机构安排三名

监理人员进驻底泥处理厂实行倒班监理% 安装视频监

控系统之后#减少为两名监理人员#节约了监理人力成

本% 但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实现了监理工作数字化#大

大减少了监理人员现场监督检查的工作量#提高了监

理管理水平以及监理工作质量和效率%

#&结论与展望

>M视频监控系统成功地应用于茅洲河底泥处理

厂监理实践中#促进了项目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提升了项目管理水平% 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有效地对底

泥处置工程施工进行可视化管理#提供施工现场最真

实情况#完美地解决了监理计量工作遇到的难题%

@M在茅洲河底泥处理厂装设视频监控系统后#该

项目成为深圳市第一个由监理单位全资兴建并运用可

视化视频监控开展监理工作的成功案例#成为在实际

监理工作中新技术应用的范例#对于其他类似项目有

一定的借鉴作用%

;M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社会进步永不停歇% 视频

监控系统应用于工程监理实际工作#是计算机网络技

术在工程建设领域应用的一个缩影#是工程监理与时

俱进的一个表现#对于提升监理人员和监理行业形象

有重要意义% 随着电子计算机应用技术与广播通讯和

移动通讯技术及电子科技的快速发展#视频监控系统

在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应用前景也将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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