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人才支撑
以培养水利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为重点，着力提高贫困村水利人才队伍的
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为推动贫困村水利
发展提供人才保障。要采取派驻水利干
部、第一书记、驻村水利员等方式加强联
系贫困村帮扶力度，同时对驻贫困村水利
干部、预脱贫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水利
员进行培训，提高水利干部职工支农扶贫
能力。

4 ◆◆水生态治理
2018 年全市完成投资 3000 万元，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 50.59 平方公里，重点治
理 37.2 平方公里。综合治理河道 5.57 公
里，显著提高防洪能力，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3 ◆◆产水配套
按照因地制宜、精准配置、产水相融、

整村推进思路，统筹推进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高效节水、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等项目。2018 年，全市大中型节水配套
改造项目完成投资 1.35 亿。通过产水配
套，夯实了贫困村水利基础。2018 年项
目惠及113个村，其中45个贫困村。

2 ◆◆水源保障
2018 年 骨 干 水 利 工 程 完 成 投 资

13.34 亿元，三仙湖水库、祥凤寨水库、萝
卜园水库全面完工，群英水库、鲤鱼岩水
库枢纽工程完工，四川蓬船灌区、毗引一
期、武引二期等工程加快推进。

1 ◆◆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全年完成新建供水工程 4607 处,占任

务 160.92%（分散供水工程 4407 处，占任
务 689.66% ；集 中 工 程 200 处 ，占 任 务
126.62%）；整治水源井 2151 口，占任务
352.62%；改善和解决农村人口饮水安全
问题受益人口 11.02 万人，其中建卡贫困
人口 1.8807 万人，分别占任务 109.09%和
125.4%。

全市水利扶贫五大行动

·延伸阅读·

社址：遂宁市遂州中路718号 邮编：629000 总编室:2312551 办公室：2310721 广告部:2321300 订报热线：2324499 职业道德监督电话：2312551 发行质量投诉电话：2314671 广告经营许可证：川遂工商广字003号 零售：每份1元

04 责编：李志 编辑：梁界波 组版：杨洋 2019年1月18日 星期五遂宁水务主办：遂宁市水务局 遂宁日报社

水利建设为脱贫攻坚注入源头活水
——全市水利建设扶贫工作纪实

一座座水源工程润泽遂州

大地，一处处甘泉滋养民心。

走进安居区步云乡筒竹湾

村，一户户自来水清澈透亮，一

个个蓄水池分布田间，一条条引

水渠欢快奔腾……昔日饱受干

旱之苦的群众，把这些水利工程

叫做“甘露池”“民心渠”“功德

水”。

水利建设扶贫不只是安全

饮水。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罗腾亮表示，2018 年以来，市水

务局把水利脱贫攻坚与支持幸

福美丽新村建设有机结合，扎

实开展水利扶贫“五大行动”，着

力改善和解决 1.8807 万建卡贫

困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超额完

成了保障 90 个贫困村饮水安全

目标，圆满完成水利建设专项扶

贫目标任务。

『

』

冬日的清晨，空气清冽寒冷，阳光普照遂

州大地，安居区步云乡筒竹湾村 2 社的蔡景

顺，在新居院坝前运动健身后，拧开水龙头

洗手洗脸。

筒竹湾村的村民们能像城里人一样，拧

开水龙头、吃上自来水，不但是实施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将饮水管网延伸到户的结果，

更是水务部门将作风整治与水利建设管护高

效推进的直观体现。

水是民生之本。农村饮水安全与农民的

切身利益联系最直接，影响他们的生命健康

和生活质量，也是脱贫攻坚和幸福美丽新村

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遂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还让旱片死

角有了源头活水。安居区东禅镇田家堰村，

地处偏僻，历来吃水用水就不方便，属于典

型的旱片死角。用上自来水是村民们祖祖辈

辈的梦想，村民王国秀做梦也没有想到，转

眼之间却成为了现实。

这些变化，与我市水利扶贫、幸福美丽新

村建设密不可分。农村饮水安全达标是村脱

贫和建卡贫困人口脱贫的必备条件，通过

“提升、优化、新建”的办法大力实施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完成新建供水工程

4607 处，解决了 1.8807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的安全饮水问题。

罗 腾 亮 表 示 ，农 村 饮 水 安 全 工 作 已 摆

上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并将

此项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纳入了“脱贫攻坚

专项行动”等，强化水源地保护和水质检测

工作，确保今年全市水质合格率在去年基

础上进一步提高，保证广大群众吃上“放心

水”。

在“十三五”期间，我市将切实全面改善

和解决我市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受益人口

将达到 72.71 万人。

三仙湖水库是我市骨干水网调蓄工程的

一个典型代表。

站在三仙湖水库 41 米高的水库大坝上，

鸟瞰湖内是一幅令人憧憬的图画：“青山绿

水绕水库，涓涓流水润心田。”三仙湖水库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说，现在已进入验收阶段，

也即将投入使用，随着这一骨干水利工程的

快速、稳步推进，这样的憧憬正逐渐变为现

实。

三仙湖水库是一座以灌溉和安居城区供

水为主，兼顾防洪和乡镇人畜供水等综合利

用的中型水利工程。工程建成后，可解决当

地 4 个乡（镇）、33 个村灌溉用水和安居城区

20 万人、灌区乡村 4.97 万人、4.82 万头牲畜的

饮水安全问题。

三仙湖水库仅只是我市第一个开工建

设的“6+2”骨干水利工程。罗腾亮表示，要

加快推进“6+2”骨干水源工程建设，争取早

日建成受益，为我市贫困村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坚实的水源保障。 2018 年骨干水利工程

完成投资 13.34 亿元，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三仙湖水库、祥凤寨水库、萝卜园水库枢

纽工程完工，群英水库、鲤鱼岩水库、四川蓬

船灌区、毗引一期、武引二期等工程加快推

进。

骨干水利工程打通用水“经脉”，让农民

增产增收有了保障，一些旱片死角的村民

们，不再靠天吃饭，“去年天干，但水源有保

障，我种 4 亩多田，每亩约有 600 多公斤谷

子！”大英县金元乡河定海村村道两旁，全是

一片片水源充足的稻田，5 组村民陈大爷说，

现在用水不愁，不仅春灌用水有了保证，天

旱也没问题。

以前由于境内没有河流和大型蓄水工

程，又是旱片死角，旱上加旱的河定海村只

得“靠天吃饭”。如今，有了骨干水利工程的

来水支撑，村里曾经减产绝收撂荒的 300 亩

土地去年也复垦了。

不仅只是“6+2”骨干水利工程，我市还加

紧建设农田水利工程，统筹推进灌区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高效节水、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等项目。在推进过程中，按照因地制宜、

精准配置、产水相融、整村推进思路，大力实

施“治水兴村”战略，着力解决贫困村产水配

套问题。

来到船山区永兴镇孟桥村，仿若走进一

幅山欢水笑、美轮美奂的画卷：郁郁葱葱的

树林、四通八达的公路、错落有致的新居、生

态宜居的村庄与绵延不绝的山水相映生辉，

令人心旷神怡。

船山区永兴镇孟桥村位于永河现代农业

园内，也是脱贫攻坚“主战场”。百绿盛三生

农业公司将整村流转 3 个贫困村土地，与当

地贫困户共同发展牛樟产业，并结合孟桥

村、蒲草沟村、明镜村的实情，每村发展一种

台湾优质特色蔬菜和水果。贫困户不仅能获

得土地租金，还能成为股东，获得股份保底

分红。

在这里，曾经只有大片撂荒地，如今已被

牛樟原料树所覆盖，不远处还有一些散落着

种满新鲜蔬果的大棚，而硬化路几乎通到了

村里的家家户户门口。据介绍，牛樟产业项

目总投资 5.8 亿元，1.1 亿元投在种植基地，

4.7 亿投在加工基地，后期还会发展农业观光

的项目，融合一二三产，实实在在地将扶贫

攻坚与企业发展结合起来，实现“造血”功

能。

除了引进百绿盛三生农业公司，在永兴

镇孟桥村、明镜村等 3 个贫困村整村建设牛

樟原料林 3000 余亩，以专业合作社的形式，

带动贫困村农户 2500 余人共同参与产业建

设，帮助农户年人均新增收入 4000 元以上。

市水务局选派中层干部担任贫困村“第

一书记”，负责抓好联系村的结对帮扶。市

水务局以培养水利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为重点，采取派驻水利干部、第一书记、驻村

水利员等方式加强联系贫困村帮扶力度，同

时对驻贫困村水利干部、预脱贫贫困村第一

书记、驻村水利员进行培训，提高水利干部

职工支农扶贫能力，提高贫困村水利人才队

伍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为推动贫困村水

利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2018 年是脱贫攻坚的第三年，水利扶贫

轰足“油门”，帮助贫困老乡加速“摘帽”。市

水务局紧紧围绕水利脱贫攻坚年度目标任

务，倒排工期，顺排工序，对标补短，加快建

设进度，切实做好水利扶贫和农村饮水安全

工作考核，确保预脱贫村贫困人口饮水安全

及水利年度专项实施方案任务全面完成。

贫困村群众吃上“放心水”

骨干工程打通水网“经脉”

结对帮扶提供人才支撑

■本版图/文 全媒体记者 杜林德

射洪县玉太乡木孔坝村高效节水示范区

参观水利脱贫攻坚项目现场

安居区常理大洞村山坪塘整治

水利建设扶贫专项工作现场推进会

安居步云乡产水配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