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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全力攻坚水利扶贫

“ 地 下
水长流，地
上 渴 死
牛。”在以
喀 斯 特
岩 溶 地
貌为主的
重庆渝东
南、渝东北
集中连片贫
困地区，过去
掣肘当地发展
的“水贫困”正在成
为历史。

摆脱贫困，必须保
障农村饮水安全。扶
贫，必须补齐贫困地区
水利工程短板。

近年来，重庆着力
实施水利扶贫，加大贫
困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全力打响农村
饮水安全保障脱贫攻坚
战，搬开因水致贫这个
贫困群众奔向小康路上
的绊脚石。

目前，重庆贫困人
口饮水安全已达到了国
家脱贫攻坚现行标准，
实现贫困人口饮水安全
动态清零，贫困人口饮
水安全问题已全面解
决。

千年之盼今朝圆，
治水兴利奔小康。如
今，行走在重庆山区，一
座座星罗棋布的水库，
一条条通向田间地头的
水渠，一股股流进千家
万户的清泉……处处都
能感受到水利为重庆脱
贫攻坚带来的强劲脉
动。

江津天胜水库 摄/林寿乐

努力让贫困群众喝上放心水 不能漏一户不能掉一人

10月15日，巫溪县城厢镇城哨
村，村民宋祖江打开水龙头，自来水
哗哗地流出来。

“有雨遍坡流，地上水无踪。”和
城哨村一样，我市渝东南、

渝东北集中连片贫困
地区多为喀斯特

岩溶地貌，蓄
水 十 分 困
难 ，重 庆
贫 困 山
区 很 多
村 庄 一
样 ，由
于存不

住水的喀斯特地形和薄弱的基础设
施，过去，城哨村村民只能吃楼板
水、天坑水，曾有人因找水掉下天坑
丢了命。

解决农村贫困群众饮水安全问
题，是市委、市政府牵挂的一件大事。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贫困群
众能否喝上放心水，直接影响着脱
贫攻坚工作的成色。市水利局局长
吴盛海介绍，自2018年全国打响农
村饮水安全保障脱贫攻坚战以来，
市水利局把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
作为保基础惠民生的重要政治任务
来抓，聚力攻坚补齐农村饮水基础
设施短板。同时建立了“专项核查、

行业普查、市级督查”动态监管机
制，全覆盖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
做到不漏一户不掉一人。

在水利部门和当地政府的努力
下，城哨村通过三级提灌将自来水
引上了山，但仍有15户居住在高海
拔区域的农户无法吃到提灌水。当
地决定建第四级提灌站。2019年
底，四级提灌工程完工，宋祖江和邻
居们吃上了自来水，村里摘掉了贫
困帽，还发展起了乡村旅游，正向乡
村振兴的道路迈进。

“水从渠里走，人在山上愁”，奉
节县平安乡是有名的缺水地区，每
年的冬春旱时节，不少村民得靠政

府送水才能解决人饮。
缺水，成了平安乡攻坚深
度贫困的拦路虎。

天上接、河里抽、地下钻、
专车送……从2017年8月起，一
场水利扶贫攻坚战在这里打响，通
过建集中式、分散式供水工程，泵站
提升，钻探地下水，整治旧病塘、抗
旱池等措施，当地用了两年时间解
决了2万多名群众的饮水问题。如
今的平安乡，水龙头一拧，自来水

“哗哗”直流。
据统计，全市已累计建成农村

供水工程44.9万处，覆盖农村人口
2350.6万人。集中供水率达88%、

自来水普及率达86%，农村人口供
水入户比例达到 97.5%，农村供水
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

汩汩清水汇聚起殷殷真情，谱
写着脱贫攻坚道路上万众一心的凯
歌！

多渠道补齐水源工程短板 水利扶贫引来致富“活水”

10月15日，武隆
区仙女山镇明星村核桃水

厂，来自两公里外核桃水库的原水经
过水厂絮凝、沉淀、过滤等程序后，通
过自来水管道送入周边6个村上万
名群众的家中。

仙女山镇是武隆区旅游大镇，几
乎全域依托旅游业发展。但过去，当
地却因缺水根本无法大力发展旅游。

水利兴百业旺！近年来，在水利
部门支持和大力投入下，武隆区按照

“以水定产、以水定城”的原则，在仙
女山片区布局投用了7座水库，为旅
游业发展做好配套，激活了仙女山的
旅游活力。如今，仙女山旅游片区高
峰期日接待游客达10多万人。

过去，在重庆的贫困山区，因缺
乏水利综合调蓄工程，汛期猛烈的雨
水在造成山体滑坡、洪涝灾害后顺着
山间的石缝流入大江大河，而到了干

旱时节，季节性、区域性的缺水十分
严重，大部分农业望天吃饭。水，成
为贫困山区脱贫的掣肘。

近年来，我市按照“确有需要、生
态安全、可以持续”的原则，加大水利

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统筹推进贫困地
区水资源开发利用，一批贫困地区重
点水利工程加快推进。从2016年至
2020年，我市新开工大中型水库20
个，开工建设小型水源工程54座，实

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212座。特别
是自2018年以来，在市水利局的大
力争取下，市委、市政府实施了水源
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规划投资1200
亿元，拟实施185个重点水源工程，
其计划实施的100多座水库，60%以
上的项目涉及贫困区县。

吴盛海介绍，经过多年的努力，
全市已累计建成水库3076座，总库
容约126.1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
库18座、中型水库103座、小型水库
2955座，全市水库年供水能力达到
27亿立方米。

同时，我市自2016年以来累计
投资10.8亿元实施了7个大型灌区、
40个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
新增（恢复）灌溉面积65.9万亩，改
善灌溉面积97.3万亩，新增供水能
力9235万立方米，新增粮食生产能
力2.1亿公斤，为当地现代农业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是因为解决了缺水的难题，武

隆仙女山如今已成为重庆最具代表
性的旅游景点。水是农业发展的命
脉，同样因为缺水，丰都县三建乡扶
贫产业发展面临严重掣肘。在水利
部和市人大办公厅扶贫集团的帮扶
下，我市水利部门派出水利专家为当
地找水源、兴水利，全力解决全乡产
业发展缺水的关键问题。通过兴建
骨干水源工程、建小型水利设施和实
施全域产业水系配套工程，三建乡建
成了高效节水产业水系配套项目，发
展起了笋竹、青脆李、猪腰枣等扶贫
产业。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通水托起了贫困山区乡亲致富
梦，铺设了山乡振兴路，也绘就了全
面小康景。

破解水利工程“重建轻管”3万处供水工程有了管护责任人

随着水源问题的逐步解决，新的
问题随之而来。

巫山县抱龙镇洛阳村位于大山
深处，村民过去只能“望天吃水”。
2013年起，当地引来山泉水修建了
12口饮水池，让老百姓用上了自来
水。但由于没人管护，大家争着用
水，没过多久，水就用光了。后来，
洛阳村采取推举管水员和村民轮
流“坐庄”管水的模式，村民交纳水
费，由专人按时查看水源、维护引
水渠，清洗取水池、饮水池，维修全
社的供水管道后，村里再也没缺过
水。

和洛阳村一样，重庆不少农村供
水工程穿山越岭，管理上存在难度，
导致工程无法持续发挥效益。而小
型水库、农村供水工程、灌区“最后一

公里”工程运行管理直接关系贫困群
众生产生活，只有全面落实水利工程
管理责任、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对工
程管护主体、管护人员、管护经费落
实情况的监管，建立良性运行机制，
确保水利工程有人管、有钱管、管得
好，才能让老百姓真正喝上“放心
水”。

据了解，早在2016年，我市便
出台了《重庆市村镇供水条例》，为
农村供水管理提供了法制保障。
2019年，我市出台《关于建立健全
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长效机制的
意见（试行）》，各区县出台了县级农
村供水管理办法，从建立健全农村
供水工程运行管护责任、设施建设、
水质监管、运营管理、有偿用水、运
行管护激励等方面推进长效管护机

制建设。目前，我市685处万人供
水工程已全部实行企业化管理，近3
万处万人以下集中供水工程落实了
管护责任人，贫困区县共落实公益
岗位管水员800余名。此外，我市
还加快推进农村有偿供水机制建
设，加快推进解决农村集中供水工
程“缺制度管”“缺人管”“缺钱管”的
难题。

正是因为解决了管护问题，前不
久，璧山区30个运行了20多年的小
型自来水厂实现更新换代，水厂引入
了智能监测系统实现了全环节的水
质监测监控，村民的饮水条件得到进
一步改善。荣昌区在21个镇街相继
建设了29座集中式供水工程，又组
建了弘禹水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村镇供水分公司，对其进行统一经营

管理，不但让老百姓喝上了“平价
水”、“放心水”，通过规模化管
理也有效控制了运行成本。

水 润 民 心 ，泽 被 万
物。吴盛海表示，市水利
局将继续巩固农村饮水
安全脱贫攻坚成果，加快
贫困地区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持续推进水利扶贫
支撑保障工作，做好水利
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继续把好饮水安全的
总闸门，补齐饮水安全的

“小康短板”，让干净水、放心
水、致富水润泽百姓的生活。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由重庆市水
利局提供

已全面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大足区水利精准扶贫大足区水利精准扶贫
后后，，村民用上自来水村民用上自来水

巫山县福田水厂巫山县福田水厂

石柱县东方红水库

彭水县桑柘镇自来水厂彭水县桑柘镇自来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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