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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作為基礎設施，要為全省經濟社會發展提供

防洪、供水等安全保障，就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

導，進一步解放思想，以思想的解放、觀念的更新

推動水利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廣東省水利廳廳長黃

柏青近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廣東大力推進民

生水利建設，立足民生、為民而謀，以保障人民群

眾生命安全、生活穩定、生產發展、生態改善等基

本的水利需求為重點，突出解決好事關廣大群眾切

身利益的水利問題，形成保障民生、服務民生、改

善民生的水利發展格局，讓廣大群眾共享水利發展

成果。 本報記者余文蓮、通訊員張繼濤、陳柬

攝影鄒錦華

一場突如其來的特大雨雪冰凍災害襲擊中國南方，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給各級政府部門敲響了警鐘。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防災減災能力，再次成為熱
門話題。擔負 治理洪旱風災害任務的廣東水利部門，對加快建設城鄉水利防
災減災工程尤為重視。

決戰三個冬春 全面完成防災減災工程建設任務
黃柏青介紹說，廣東省城鄉水利防災減災工程共有292個項目，都是省和各

市縣的水利重點工程，對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態安全具有舉足輕重的
作用，是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工程自2003年啟動實施以來，取
得了顯著成效。特別是在2007年底，省政府作出決戰三個冬春、全面完成城鄉
水利防災減災工程建設任務這一重大決策，明確了全省城鄉水利防災減災工程
的建設目標。為確保按照既定的目標和標準完成建設任務，各級政府積極採取
措施，加大建設資金籌措力度。廣東省政府更是出台了省本級貸款和對地方貸
款給予財力性補助的重大舉措，這對破解資金建設瓶頸，全力以赴加快工程建
設意義重大。
截至今年2月，廣東省北江大堤加固達標主體工程已基本完工，重點項目以

及部分海堤工程取得突破進展。1月9日，廣東省政府隆重舉行了北江流域防洪
控制性關鍵工程——樂昌峽水利樞紐工程奠基典禮，明確要求2010年主體工程
建設完成，具備防洪能力。除此之外，廣東梅州市韓江180公里重點堤防建設
已經開工；景豐聯圍、江新聯圍加固達標以除險加固應急工程的形式，「一堤
一策」，加快建設進度。全省城鄉水利防災減災工程建設正進入新一輪建設熱
潮。

「一庫一策」 發起水庫除險加固工程建設攻堅戰
病險水庫對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是一種嚴重威脅。據統計，目前廣東省

還有一千多座非城鄉水利防災減災工程項目的病險水庫需要進行除險加固。對
於這些病險水庫，廣東將嚴格落實責任，實施以地方政府行政首長負責制為核
心的病險水庫除險加固責任制。省政府將與各市政府簽訂責任書，各級人民政
府將是轄區內病險水庫除險加固的責任主體，對按期完成病險水庫除險加固任
務負行政領導責任。同時，按照分級管理的原則，逐庫落實行政責任人、技術
責任人。
據悉，在工程措施上，廣東將採取「一庫一策」的辦法，強力推行除險加固

工作。省水利廳已向省政府建議參照省人大小型水庫議案的實施辦法對其中的

小型病險水庫進行除險加固，按照「先急後緩、先重後輕」及「誰積極、支持
誰」的原則，分年度實施。而餘下的大中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預計在今年
年底前可完成初步設計報告編製和報批工作，確保廣東在2010年完成全省病險
水庫除險加固工作，實現「除險加固一座、完成一座、竣工驗收一座、發揮效
益一座。」

以小流域綜合治理為突破口
推動農村水利「五小工程」建設

近年來，通過實施第一輪城鄉水利防災減災工程和省人大議案，廣東大江大
河及大型水庫、大型灌區等防洪減災能力有了較大的提高，但鎮級以下直接面
向鄉村的小流域、小山塘、小灌區、小電排站、小陂頭等「五小」水利工程建
設明顯滯後。特別是發生於小流域內的山洪及地質災害問題突出，嚴重威脅群
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目前，廣東省具有山洪災害防治任務的小流域共有一千多條，每年因山洪災

害造成的人員傷亡佔洪澇災害傷亡人數的一半以上，小流域治理迫在眉睫。為
此，省水利廳決定把小流域綜合治理作為「五小」工程建設的突破口，按照
「安全、生態、發展」的總體目標，採取「上蓄、中防、下疏」等工程措施和
建設預警系統等綜合防治措施，多方籌集資金，爭取五年初見成效，十年大見
成效。
按照時間安排，2008年-2009年，廣東省小流域綜合治理的重點是開展試點

工作。省和各市將分級開展試點工作。省級將舉辦兩個試點。各市要求辦好1
到2條市級綜合治理試點小流域。2010年後，全省小流域綜合治理將按照「先
重後輕、先急後緩」的原則逐步推廣。為此，黃柏青要求各地迅速行動起來，
選好試點小流域，積極做好項目籌備，穩步推動廣東省小流域綜合治理工作的
開展。
在開展小流域綜合治理的同時，廣東各地還將因地制宜，積極進行小山塘、

小灌區、小排灌設施及小陂頭維修、更新、改造，加快農村水利基礎設施建
設，以適應城鄉協調發展特別是新農村建設的要求。

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防禦水旱風災害能力

大力推進防災減災工程建設

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作為民生水利的
一項重要內容，意義十分重大。黃柏青表
示，廣東省委、省政府把開展農村飲水安
全工程建設作為改善民生的重大問題列入
工作重點，並加大投入力度和適當提高補
助標準。今年廣東省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
設的主要任務是：徹底完成省政府確定的
優先解決199.7萬人飲用含氟、含砷和苦鹹
水的飲水安全問題，推進農村飲水安全工
程示範縣工作，全面啟動農村飲水安全工
程建設。
據介紹，按照國家和省委、省政府的部

署要求，廣東省在累計投入40億元，已解
決600萬人飲水困難問題的基礎上，力爭用
7至9年（即2006年至2012或2014年）時間基
本解決全省農村1645.5萬人飲水安全問題，
實現農村飲水從「解困」向「安全」的戰
略重點轉移。黃柏青明確指出了具體實施
的工作步驟：「十一五」期間解決農村
750.8萬人的飲水安全問題，重點解決飲用
水氟超標的人數53.6萬人，砷超標人數2.9
萬人，飲用苦鹹水人數143.2萬人，飲用污
染水、其他飲水水質超標和部分較突出的
水量、用水方便程度、水源保證率不達標
人數共551.1萬人的飲水安全問題。「十二
五」期間解決農村剩餘的飲用污染水、其
他飲水水質超標和水量、用水方便程度、
水源保證率不達標人數共894.7萬人的飲水
安全問題。
截至目前，全省解決199.7萬人飲用含

氟、含砷和苦鹹水的飲水安全任務已完成
項目立項和計劃下達指標為126萬人。而剩
餘的73.7萬人指標將在今年上半年完成。

廣東是水利大省，水利工程點多面廣，絕
大部分水利工程是公益性或準公益性工程。
黃柏青告訴記者，全省6萬多水管職工長期
紮根基層、服務社會、兢兢業業、默默奉
獻。然而由於長期以來機制不活、體制不
順、政策缺失等原因，大量水管單位無法正
常運作，職工長期領不到或領不足工資，生
產生活狀況很差，部分單位日益貧困，個別
甚至瀕臨解體。

水管人員無糧出廳長痛心
2005年，廣東省將710個水管單位列入改

革範圍，其中省屬單位2個，地級以上市屬
單位68個，縣屬工程單位640個。但由於各
種原因，前兩年改革進展緩慢，尤其是東西
兩翼和粵北地區大量水管單位徘徊不前、起
步艱難，改革處於滯後狀態。
「作為水行政主管部門，我們為水管單

位職工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仍能守在管理
崗位而感動，也為水管單位的窘迫而感到
慚愧，更為這支隊伍的戰鬥力和水利工程
安全而擔憂。」黃柏青曾經痛心地指出，
全省710個國管水利工程管理單位中，公益
性人員年基本支出需4.47億元，但實際到位
1.35億元，到位率僅為30%；公益性工程維
修養護經費年需5.80億元，實際到位只有
1.18億元（其中大部分是珠三角地區市和省
管工程），到位率僅24%。經濟欠發達地區
水管單位有50%以上存在長期欠發職工工資
情況。黃柏青說：「我們認識到，不改革
水管單位就沒有出路，水利事業就不可能
實現良性發展；沒有滿腔熱情、不以強烈
的責任感和緊迫感進行改革，改革也難以
深入。只有帶 感情、帶 責任去積極推
進改革，才能把改革各項工作抓緊抓實抓
好。」

每年五千萬補貼貧困地區
根據不同地區採取不同的措施：對珠三角

地區，重點是查漏補缺，對照實施方案，進
一步完善，並抓緊完成驗收；對經濟欠發達
地區，重點是抓實施方案的出台，突出重
點，突破難點。積極與省直有關部門溝通、
協調，爭取盡快出台一些政策，妥善解決水
管單位的歷史遺留問題，加快改革步伐。

據介紹，廣東省水利廳正在積極爭取省政
府出台有關政策，解決水管單位拖欠職工工
資和社保經費等歷史欠賬問題。黃柏青說，
去年省政府在中山市召開了全省水利工程管
理體制改革經驗交流會，明確要求2008年底
前要全面完成全省水管體制改革任務。為
此，水利廳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加大投入：
一方面，加大省財政補貼力度。決定從今年
起一補5年，每年拿出5200萬元用於補貼貧
困地區水利工程的維修養護。另一方面，因
地制宜籌措資金。深圳、中山等經濟發展較
快的地區，按水管單位的隸屬關係和性質，
由同級財政給予核撥（核補），一步到位。
梅州、茂名等經濟欠發達地區由於經濟條件
所限，落實「兩費」難以一步到位，就在用
足水利規費政策、整合水利資源、拓寬資金
渠道等方面下功夫。

硬規定納入業績評優考核
根據廣東省直六部門《關於進一步加強廣

東省水利工程管理體制改革工作的通知》精
神，水管體制改革必須與病險水庫、堤防除
險加固、灌區續建配套改造項目同步推進，
與省級水利投資掛 ，與省級水利工程維修
養護經費補助掛 ，納入單位和個人評先以
及幹部考核內容。
為確保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改革任務，廣

東省政府作出硬性規定，凡是今年6月底前
不能如期完成水管體制改革驗收的地級以上
直屬工程，從今年7月1日起，除防汛搶險項
目外，一律不安排項目立項、審批和資金補
助；凡是今年12月底前不能如期完成水管體
制改革驗收的縣（區、市），從明年1月1日
起，除防汛搶險項目外，一律不安排項目立
項、審批和資金補助，更不能參與競爭性資
金的安排。通過以上措施，廣東省水管體制
改革被動、落後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性扭轉，
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據最新統計，省屬和地
級以上市屬70個水管單位基本完成了改革任
務，縣屬640個水管單位中，有239個完成改
革任務；省屬飛來峽水利樞紐管理局、北江
流域管理局和深圳、中山、佛山等3個地級
市及蕉嶺縣、茂南區、陽東縣、番禺區、蘿
崗區、南沙區等6個縣（區）通過了省級驗
收。

年底前全面完成
水管體制改革

三年的時間完成十件大事！這是廣東省水
利廳根據廣東經濟社會發展實際需求和廣東
水利的現狀而提出的目標，同時，也是廣東
水利對社會的莊嚴承諾。黃柏青說，十件大
事為今後一段時期廣東的水利工作劃出了清
晰的發展軌道，全體水利人必須居安思危，
不斷增強憂患意識，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
觀，真抓實幹，努力實現廣東從水利大省到
水利強省的跨越。

十件大事：
一是全面完成城鄉水利防災減災工程建設

任務。
二是樂昌峽水利樞紐主體工程建成並具備

防洪能力。
三是江新聯圍、景豐聯圍和韓江梅州段重

點堤圍建成並發揮作用。

四是全面完成水管體制改革工作。
五是農村飲水安全工程要在優先解決涉及

199.7萬人飲用水氟、砷超標和苦鹹水問題
的基礎上，完成廣東省農村飲水安全「十一
五」規劃的750.8萬人的飲水不安全問題。
六是全面完成病險水庫的除險加固任務。
七是實施東江水資源分配方案，並建成水

資源監控系統，理順管理體制，實現東江水
資源的統一調度和管理。
八是完成珠澳供水安全關鍵性水源工程竹

銀水庫建設並投入運行，從根本上解決鹹潮
對珠澳供水的威脅問題。
九是全面完成省三防指揮系統二期工程建

設任務，進一步提高廣東省三防指揮決策能
力。
十是 力解決淡水對湛江經濟和社會發展

的制約問題。

十件大事促廣東實現水利強省

為增強糧食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提出要大力
推進灌區建設，通過灌區節水技術改造和用水管
理體制改革，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和效益，簡稱灌
區「兩改一提高」工作。黃柏青表示，廣東省實
施灌區「兩改一提高」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
弱，只能加快、不能放慢。
記者了解到，水利對於保障糧食安全至關重

要，而在我國水資源總量不足的情況下，只有走
節水農業道路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灌區建
設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關係到人民群眾切身

利益。據悉，廣東的一些農業灌排工程老化失
修，水利工程產權制度和供用水管理體制改革相
對滯後，合理水價尚未形成，用水浪費嚴重，嚴
重制約了當地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提高。大力推
進灌區「兩改一提高」，對保障糧食安全，保障農
業增產，實現農民增收和農村發展，促進新農村
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據介紹，廣東近期圍
繞灌區「兩改一提高」將 力抓好四項工作：一
是重點抓好雷州青年運河灌區和高州水庫灌區兩
大灌區的續建配套與改造項目實施工作。二是加

快推進全省6個具有代表性的灌區試點工作。要求
在上半年完成試點項目的前期工作，下半年啟
動。三是切實加快三個大型灌區的信息化建設步
伐。四是加強灌區續建配套與改造項目建設管
理。今年，廣東省發展改革委、財政廳、水利廳
將聯合出台《廣東省灌區續建配套與改造項目建
設管理辦法》，重新編制中小型灌區續建配套與改
造規劃，進一步加大灌區改造的資金投入，全面
規範全省灌區續建配套與改造項目建設管理工
作。

力
保
農
村1645.5

萬
人
飲
水
安
全

全
面
啟
動
農
村
飲
水
安
全
工
程
建
設

灌區節水改造增強糧食安全保障

■廣東省水利廳長黃柏青（左二）在茂名調研農村水利建設

■整治後的歧江河，清水潺潺，碧波蕩漾。

■深圳河治理工程。

■韓江梅州段重點堤圍除險加固工程決戰三個冬春，全面完成建設任務。

■水環境的改善，為市民提供了人與水和諧相處的良好環境。

■廣東 力提高城市防洪能力，圖
為整治加固後的珠江堤圍。

■過去變黑發臭的內河涌，經過整治後，清水潺潺，魚蝦重
現。

■廣東加強水利工程管理，重視水資源的管理和保護。

■2010年廣東將完成全省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作，做到「除險加固一座、完成一座、竣工驗收一座、發揮效益一座。」

■廣東省水利廳長黃柏青（左三）到樂昌峽水利樞紐壩址調研

■廣東省水管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加固後的韓江南北堤保留
了古城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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