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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多点发力补齐工程性缺水短板
一批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

重庆丰水。重庆也缺水。
说丰水，是因为重庆江河众多、水系密布，除长江、嘉陵江、乌江等大江大河外，还有大小河流

4500余条。
说缺水，是因为重庆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为不均，渝西璧山、永川、大足等11个区县仍属重度缺

水地区。渝东南、渝东北地区多属喀斯特地貌，水来得快也去得快，水资源开发利用不易。
工程性缺水成为我市水利工程的最大“短板”，与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匹配。
守初心，担使命。市水利局局长吴盛海介绍，自2018年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坚持“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
着力实施水源工程建设三年行动，大力度推进项目前期工作，规划投入1000亿元，实施渝西水资源
配置工程和124座重点水源工程，以逐步解决全市工程性缺水问题，基本形成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相适应的水资源保障体系。

水资源的时空“错位”导致重
庆渝西片区和渝东北、渝东南山
区“喊渴”。

在渝西地区，有限的水资源
被挤占作为生产、生活用水，直接
导致河流维持生态平衡的功能减
弱，流域水生态环境因此受到影
响。

在渝东北、渝东南贫困区县，
过境水量虽大，但当地山高坡陡、
河流源短流浅，汇水急退水快，且
水在低处，人和产业均在高处，需
要建设水库工程进行时空调蓄，
方能保证居民生活、生产和生态
用水。

吴盛海介绍，我市实行的水
源工程建设三年行动，正是针对
水资源时空“错位”的现状进行科
学规划，因地制宜补齐“短板”。

为有效解决资金和建管能力
不足的问题，市水利局在加快推
进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指导部分

区县采取EPC、FEPC等新型建
管模式，有力地推动了水源工程
建设。

自2016年取得初设批复后，
南川鱼枧水库由于资金问题迟迟
无法开工。经过多方调研，相关
部门、单位决定在鱼枧水库试行
融资+工程建设总承包模式（“F+
EPC”），即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公
益性水利工程建设，充分调动出
资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各
参建单位有机融合、统筹协调的
优势，有效降低常规建管模式中
易出现工期延误、投资超概、质量
安全难以控制等风险。

制约工程建设进度的资金问
题得到解决，工程建设按照计划
目标顺利推进。据了解，鱼枧水
库工程枢纽大坝自2018年10月
下达开工令以来，2019年10月完
成下河截流，2019年11月初开始
填筑坝体，现大坝已经完成23万

立方米填筑至658米高程；总长
6650米的干渠隧洞，已累计掘进
4491.5米。

一批新建、续建工程也顺利
开工。

2018年，渝西水资源配置工
程试验段油德隧洞工程开工，仅
当年我市就新开工10座、续建19
座重点水源工程。

2019年是我市重点水源工
程集中开工的第一年，在市水利
局的指导下，万盛板辽水库、江津
鹅公水库、巫山庙堂水库等35座
完成初设审批的重点水源工程项
目陆续开工。这批水库初设批复
总 投 资 92.1 亿 元 ，总 库 容 达
18640万立方米，当年均如期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

与此同时，40座续建大中型
水源工程也有序推进：2019年，
南川金佛山水库完成大坝填筑，
巴南观景口水库枢纽工程具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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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水利局还
加大督导力度，推
动巫山中硐桥、永川
金鼎寺、长寿龙门桥、
城口龙峡水库完成下闸
蓄水阶段验收，武隆接龙、
荣昌黄桷滩、涪陵红星、
丰都梨子坪水库完成
竣工技术预验收，巴
南丰岩、璧山三江
（一期）、黔江老
窖溪、铜梁小北
海、璧山盐井河
水库完成竣工
验收，充分发
挥了城乡供水
和农业灌溉工
程效益，全市人
民因水而生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不断提升。

补短板 采取新型建管模式推动水源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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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
我市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
一批新技术新工艺得以应用，不
但提升了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水
平，也刷新了一项项世界纪录。

2019年 3月 21日 11时，随

着锋利的顶管机刀盘缓缓旋转破
“壁”而出，我国水利行业首次采
用长距离硬岩微盾构顶管技术施
工的大型引水项目——观景口水
利枢纽工程，顺利贯通长达3224
米的输水线路3号无压隧洞。这

一输水线路的控制性工程成功贯
通，刷新了隧洞工程同类型硬岩
顶管施工长度新纪录。

位于巴南区东温泉镇的观景
口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家确定的
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

一，水库为大（Ⅱ）型，总库容1.52
亿立方米，承担着重庆主城茶园
鹿角组团69万人城市供水以及
重庆主城中心城区380万人生活
应急供水的任务。

按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初步
方案，输水隧洞全部采用常规钻
爆法施工，批复总工期为 45个
月。后来，考虑到开挖隧洞山体
多为硬岩地，施工方改为采用先
进的微盾构顶管施工技术，使施
工效率提高5倍，工期至少能缩
短一年。该技术对地层扰动小，
对环境的影响也比传统钻爆法要
轻微得多。

正是由于新技术、新工艺的
应用，观景口水利工程的建设进
度得以快速推进。目前，观景口
水利工程已具备下闸蓄水条件，
其采用的微盾构顶管关键技术已
成功申报社会民生类重点研发项
目并获得科技创新资金 100 万
元。

我市在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中
大力推行施工新技术、新工艺，以
确保质量安全和投资进度。

2019年，位于黔江区石会镇
境内的老窖溪水库工程荣获全国

水利工程质量最高奖项——中国
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成为自
大足玉滩水库扩建工程、合川涪
江赵家渡段防洪护岸生态治理综
合工程之后，再次荣获大禹奖的
重庆水利工程。

老窖溪水库于2014年 4月
开工建设，2018年通过竣工验收
并投用，是一座以场镇供水为主，
兼有农业灌溉、农村人畜用水等
综合效益的中型水利工程，总库
容1047万立方米，是黔江西北部
片区的骨干水源。自建成投用以
来已经历2个汛期的考验，大坝
运行情况良好。

在黔江老窖溪水库工程建设
过程中，采用了多雨地区沥青混
凝土心墙快速施工工法，极大地
克服了当地潮湿多雨气候条件的
不利因素，提高了施工进度，该施
工工法还获得中国水利工程协会
的认可。

在丰都梨子坪水库工程建
设过程中，项目业主和施工方运
用了在大坝面板混凝土浇筑和
大坝面板止水铜片上的两项新
型装置，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
书。

质量安全是水利
工程的生命线。尤其
是对于集合防洪、灌
溉、发电、供水等多
种功能的水库工
程来说，确保项
目安全始终摆在
第一位。

为确保水
利工程建设质
量，我市坚决贯
彻落实“水利工
程补短板、水利
行业强监管”水利
改革发展总基调，

一方面探索推行在建
重点水利工程质量终身

责任制公示制度，以及质
量监督“主监制、巡监制、专

家质量核查制、飞检制和第三
方检测制”“五制联合”的监管
模式，全覆盖重点水利工程项
目开展质量监督，确保工程建
设质量水平。

另一方面强化安全监管，
通过明确区县水行政主管部
门的属地监管责任和项目法
人的主体责任；强化施工现
场管理，对在建大中型水库
实施全方位的视频在线监控；
强化工程安全监管，编制《水
利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技术规
范》填补了我市水利施工企业
安全技术标准空白等方式，力促水利工
程建设安全责任和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梁平区左柏水库是纳入国家“西南
五省”重点水源工程之一，是一座以农
业灌溉、场镇供水、农村人畜饮水及工
业用水等综合利用的Ⅲ等中型水利工
程。工程建成后，可解决2.1万亩农田
灌溉、8.1万人和6.9万头牲畜饮水以及
梁平工业园区B2区210万立方米的用
水需求。该工程于2017年11月2日开
工，预计2020年7月完工，2021年4月
下闸蓄水，2022年12月完成竣工验收
并投入使用。

在左柏水库建设过程中，参建各方
严把质量关口、严守安全底线。

“我们从开工建设以来便制定了质
量管理目标，参建各方按照管理目标来
认真做好工程质量管理各项工作。”左
柏水库项目负责人陈宝涛介绍，通过落
实质量管理责任制和建立质量管理体
系、及时抓好已完工程的质量评定验收
工作、加强原材料质量控制、加强工序
和隐蔽工程管理、加强日常监管来对目
标加以落实。同时，通过落实参建单位

“一把手”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目标
管理责任制、建立适于企业安全管理的
规章制度、通过闭环循环管理营造安全
生产高压态势、强化对重点危险源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等方式压实
责任，杜绝了质量事故和死亡安全事
故，构建了质量和安全的良好态势，为
工程稳步推进奠定了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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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区中心庙水库武隆区中心庙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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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后的花溪河畔整治后的花溪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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