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出抓好水利建设1

着力打好打赢水利
脱贫攻坚战，实施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以
大中型骨干水利工程和
渠系配套为重点，大力推
进“6+2”骨干水利工程
建设，发展高效节水灌
溉，统筹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建设，修复水毁灾损水
利工程。

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2

2018年全市计划建
设高标准农田 21.85 万
亩。

突出抓好农村生态建设3

2018年全市计划实
施营造林10.07万亩，低
产低效商品林改造 1.7
万亩，参加义务植树151
万人次，植树520万株。

突出抓好农村能源建设4

积极争取项目资金，
加大农村集中供气建设，
重点放在新农村集聚点，
改善农村能源短缺现象。
2018年全市新增农村沼
气用户545户。

突出抓好农机基础设施建设5

实施好农机化生产
道路的通组、入院、到田
工程建设，加快机电提灌
设施更新改造步伐，2018
年全市计划更新改造维修
提 灌 机 具 2642 台 、
40000千瓦；新增提水控
灌设备 340 台、6200 千
瓦；机电提水1.5亿立方
米；常年提水保灌面积75
万亩。计划建设农机化
生产道路300公里。

突出抓好农村公路基本建设6

实施村道公路建设
95 公里，实施县乡公路
建设91公里。

突出抓好土地整治项目建设7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
项目，全市实施土地整
治项目 12个，建设规模
13.42万亩。

加快推进农建综合示范区建设8

2018年全市力争建
成基础设施完善、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农建
综合示范区5个，通过示
范引领，推进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快速发展。

20182018年工作年工作
抓好抓实八个抓好抓实八个““突出突出””

席静/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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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9 日 ,市委书记赵世勇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会作出批示 : 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事关粮食安全和全面小康，责任重大、任务艰
巨。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扎实
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新发展理念，围绕决战决胜全
面小康、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水利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突出问题，统筹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防灾
抗灾能力和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加快补齐“三农”发展短板，为建设美丽繁荣和谐遂
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委书记赵世勇批示
遂宁是农业大市。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利于补齐我市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短板”,有利于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益，有利于夯实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基
础。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新时期水利工作
方针，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大投入，探索“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乡村振兴”新模式，加快补好“短板”; 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体
制，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等改革，有效激发活力; 进一步完善体系、强化管护,建立健
全基层管理服务体系，切实改变重建轻管局面，充分发挥工程效益,不断提升全市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奋力推动我市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加快建设美
丽繁荣和谐遂宁。

市长杨自力批示

因水而兴的“遂宁样本”
——聚焦我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根本支撑，是构建
现代农业体系、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需要，是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基础。

去年，我市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水
利基础设施薄弱等不足。那么，
如何才能将我市农建示范区建
成全省大样板、大示范、大现场？

2月 1日，带着对民生、民情
的牵挂，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
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周霖临，副
市长邓为带领参加全市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现场会的相关人员，
到安居区聚贤镇木桶井村、石板
凳村和会龙镇白羊村农建示范
现场参观调研。

大英县金元乡河定海村道路两旁，是一

片片水源充足的稻田，5 组村民陈大奎在田

里忙着。看到菜苗长势喜人，陈大奎满意地

说：“就算遇到再干旱的天气，也不担心收成

了。”

陈大奎的满意度从侧面验证了我市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取得的成果。河定海村是典型

的旱片死角，能有现在的改变是由于都江堰

灌区大英五五分干渠延伸至金元乡。

都江堰灌区大英五五分干渠是我市兴修

大水利的一个生动体现。市水务局党组书

记、局长罗腾亮表示，去年，我市骨干水利工

程超额完成投资任务，“6+2”骨干水利工程完

成 年 度 投 资 16.77 亿 元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的

108.9%，累计完成投资 33.09 亿元。其中，安

居区毗引一期工程累计完成 72%，安居三仙

湖水库工程累计完成 96%，大英祥凤寨水库

工程累计完成 97%。

今年，我市将全力推进四川蓬船灌区、

毗河供水一期遂宁灌区、武都引水二期射

洪灌区、安居区三仙湖水库、大英县祥凤寨

水库、射洪县群英水库及安居区萝卜园水

库、蓬溪县鲤鱼岩水库等“6+2”骨干水利工

程建设，加快构建骨干网络为支撑、大中小

微协调配套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着力解

决水利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全

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江河湖泊保护能力。

在 2017 年度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绩效

考核中，我市水利、农业、交通、国土资源、农

建综合管理项目均获第二名，林业项目获第

三名。同时，在全省农建办量化考核中我市

农建办排名全省第一，受到省政府农建指挥

部通报表扬。

尽管如此，我市农建项目统筹整合力度

仍然不够，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缺乏有效的整

合和规划，部门间各自为阵，时间跨度不统

一，山水田林路、新村建设、基础设施及产业、

服务整体配套推进不足，缺乏统一的规划指

导、建设标准、规模化和精品化大现场、大示

范，影响了全市农建项目统筹整合打造。

如何补齐这一短板？全市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现场会提出，要加强领导，加强统筹协

调，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查督导，合力攻坚，

保障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顺利推进；牢固树立农

田水利建设“一盘棋”观念，打破各自为阵、单

打独斗局面，在全市上下形成党政齐抓共管，

部门凝心聚气、县区合力推进的良好格局；各

县区党委、政府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责任主

体，要抓好工作落实，全力迎考，力争在 2018 年

全省三年一度的“李冰杯”大考中取得优异成

绩；市农建办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农业（农

机）、交通、林业、国土等部门，要主动对接上级

主管部门；各县区农建办要加强自身建设，保

证项目和资金整合落地、建设不走样、工程不

重复、资金不浪费；加大专项检查、重点督查、

审计、稽查、动态信息公开通报、总结评估和绩

效考核等工作力度，总结推广经验，加大宣传

力度，最大限度调动党员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的浓厚氛围。

（全媒体记者 杜林德）

在安居区聚贤镇木桶井村，一片片农田

方方正正，机耕道、灌渠纵横，一派现代农业

气象。

“高标准农田建设得怎样？农业灌溉还

有什么问题？”在全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

会上，参观人员详细询问了解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情况。“2017 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工程在木桶井村和宝珠寺村实施，工程治理

坡耕地 2100 亩，其中包括建设蓄水池 20 口，

田间道路 7.73 公里。”现场负责人介绍，木桶

井村农建总投资 750 万元，实施了高效节水

工程，节水灌溉面积 518 亩，新建水泵站 3 座。

据介绍，2017 年度，全市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累计投资 54.05 亿元，同比增长 5.7% 。今

年，我市将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加大力度积

极向上申报重点水利工程、小农水、土地整

理、农业综合开发等农田水利建设项目。

如何稳定投入机制？我市将逐年提高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比例和总额，落实从土

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

政策，加大水资源税和水土保持费征收力度；

用好过桥贷款、专项建设基金等支持政策，放

宽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运营的准

入门槛，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田水利信贷资

金；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资农田水利建设，出台并落

实优惠政策，吸引促进各种社会资金投资；探索推

进“政府挂单，农民点菜”的农建机制，拓展资金投

入渠道，探索创新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的新机制和新模式，支持以县为平台整合

资金，提高使用效益。

市水务局农建科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我市将新增、恢复灌溉面积 5.28 万亩，改善灌

溉面积 7.33 万亩 , 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3.74 万

亩；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市计划建设高标

准农田 21.85 万亩，实施土地整治项目 13.42
万亩，常年提水保灌面积 75 万亩；加快建设

乡村路网工程，全市新建县（区）、镇（乡）道

路 91 公里，新建通村道路 95 公里，新建农机

化生产道路 300 公里。

兴修大水利 引得活水来 水地路配套 舍得大投入

坚持一盘棋 拧成一股绳

蓬溪县三凤农建示范区现场鸟瞰图

全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