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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人民政府

关于2009萜2010年度今冬明春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实施意见

各县 喋市萁区嗒人民政府喹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嗷

为搞好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喹进一步增强农业抗御自

然灾害能力喹根据省水利厅 菅关于编制2009萜2010年度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菀精神喹结合我市实际喹制订本意见菥

一萁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萁四中全会精神萁邓小平理论萁

菟三个代表萏重要思想为指导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喹坚持

以人为本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水思路喹以国家加大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为契机喹以服务新农村建设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萁保障粮食安全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为目的喹以

商 丘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菖 喑菖

菟红旗渠精神杯萏竞赛活动为载体喹以国家和省安排重点工程为

龙头喹以除涝配套工程萁灌区配套工程萁机井建设工程和病毁桥

梁修复为重点喹科学规划喹统筹兼顾喹增加投入喹加快发展喹逐

步实现由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萁生态水利和人文水利的转变喹为

加快我市农业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水

利支撑和保障菥

二萁基本原则

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遵循以下原则嗷

喋一嗒科学规划喹统筹兼顾的原则菥

规划要结合本地实际喹因地制宜喹统筹城乡菥做到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萁与城镇和乡村规划相结合萁与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萁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菥

喋二嗒突出重点喹注重实效的原则菥

重点搞好农村生活设施建设喹努力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嗉突出

搞好灌排工程建设喹切实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菥工程要在

实效上下工夫喹力戒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菥

喋三嗒政府引导喹群众自愿的原则菥

政府要加大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和宣传引导喹引导农

民自觉自愿投身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菥大力推行 菟四议两公开萏工

作法喹引导群众投资投劳菥筹资筹劳应遵循村民自愿萁直接受益萁

量力而行萁民主决策萁合理限额的原则菥

喋四嗒团结协作喹顾全大局的原则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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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涉及到县与县萁乡与乡萁村与村的边界问

题喹各级应顾全大局喹化解纠纷喹团结治水喹协同作战菥

三萁主要效益指标

全市计划新增有效灌溉面积30万亩喹改善有效灌溉面积40万

亩喹新增旱涝保收田20万亩喹新增除涝面积3万亩喹改善除涝面

积80万亩喹改善引黄灌区配套面积20万亩喹改造中低产田20万亩喹

新增节水灌溉面积6万亩喹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30喁26万人喹

水产品总产量达到7喁59万吨菥

四萁主要任务

喋一嗒认真组织实施好国家和省市安排的重点水利工程菥

1喁农村饮水安全项目菥要把农村饮水安全项目作为今冬明春

农田水利工作的重中之重喹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喹抓进度萁保质量萁

重管理萁求实效菥

2009年度第三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涉及全市9个县 喋市萁区嗒

38个乡 喋镇嗒200个行政村喹计划解决30喁26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菥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5130万元喹其中嗷国家投资11738万元喹省投

资1357万元喹市级配套678万元喹群众自筹1357万元菥计划建集中

供水工程31处喹其中嗷建规模化水厂13处喹打井管网工程22处喹

管网延伸工程9处喹计划新打水源井34眼喹配套潜水电泵90台喹

压力罐10个喹变频设备13套喹建设管理房22处喹铺设PE萁UPVC

管道497万米喹计划土方397万立方米菥工程要在11月底前全都建

成通水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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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喁三义寨引黄灌区节水改造工程菥该项目属于国家2009年第

四批扩大内需项目喹时间紧喹任务重菥工程涉及民权县萁梁园区萁

开发区萁虞城县4个县 喋区嗒菥工程总投资1113万元喹其中中央

资金667万元喹地方财政配套资金446万元菥工程建设内容为嗷清

淤整治渠道6条喹总长21喁75公里喹重建桥梁7座喹衬砌渠道2条喹

长1喁35公里菥共需做土方83喁92万
啻

m 喹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6122
啻

m 菥

12月底前要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喹明年4月底前要全部完成建设任

务菥

3喁水库除险加固项目菥一是吴屯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菥吴屯水

库位于民权县王庄寨乡喹是黄河故道五级串联水库的第二级水库菥

该工程此次国家批复按50年一遇设计萁200年一遇校核菥主要建

设内容为嗷坝肩水泥土防渗墙喹重建主坝下游坝坡及排水沟嗉延

长副坝喹铺筑副坝上下游护坡及坝顶路面喹重建泄洪闸喹重建秦

刘干渠渠首闸喹以及完善安全监测设施喹改善水文水情测报系统喹

整修管理房及防汛仓库等菥共需挖土方19喁3万
啻

m 喹填土方5喁18万
啻

m 喹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1喁58万
啻

m 喹砌体0喁16万
啻

m 菥工程总投资

2740万元喹其中喹中央投资2190万元喹省级配资330万元喹市级配

资220万元菥工程已于2009年9月6日开工喹要求于2010年9月底前

竣工验收菥二是石庄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菥虞城县石庄水库位于该

县田庙乡境内喹是黄河故道五级串联水库的第四级水库菥此次国

家批复对其进行除险加固菥该工程按50年一遇设计萁200年一遇

校核喹对大坝进行防渗处理喹加高坝顶喹整修坝坡喹重建泄洪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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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菥共需挖土方64喁66万
啻

m 喹填土方15喁47万
啻

m 喹混凝土及钢筋混

凝土2喁2万
啻

m 喹砌体0喁36万
啻

m 菥第一批建设资金2735万元喹其中

中央预算内投资1900万元喹省专项资金285万元喹市配套资金190

万元菥要求2010年9月底前完成第一批批复工程建设任务菥

4喁三义寨灌区引黄清淤工程菥为确保正常引用黄河水喹扩大

引水流量喹充分发挥引黄工程效益喹市政府决定对三义寨引黄中

线沉沙池工程进行清淤治理喹计划清淤长度5喁65公里喹土方81喁95

万
啻

m 菥

喋二嗒切实做好国家和省安排的涉水项目菥

1喁2009年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补助专项资金项目菥

一是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菥安排在虞城县萁宁陵县萁睢

阳区3县区喹涉及52乡 喋镇嗒1106行政村菥计划共开挖萁疏浚沟渠

288喁3公里喹新建与维修渠系建筑物66座喹新打和维修机井5512眼喹

流动提灌站500座喹共需做土方237喁6万
啻

m 萁砼及钢筋混凝土

7841
啻

m 萁砌体3941
啻

m 菥计划总投资为4805喁95万元喹其中中央财政

2300万元喹省级投资302万元喹市县配资1337万元喹群众投资

866喁95万元菥二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专项县建设项目菥安排在永

城市萁民权县2市县喹涉及45乡 喋镇嗒1110行政村菥计划共开挖萁

疏浚沟渠168喁86公里喹新建与维修渠系建筑物11座喹提灌站2座喹

新打和维修机井5106眼喹计划完成土方123喁6万
啻

m 萁砼及钢筋混

凝土2615喁32
啻

m 萁砌体1123
啻

m 菥计划总投资为2539喁65万元喹其中

中央财政500万元喹省级投资1076万元喹市县配资876万元喹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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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87喁65万元菥

2喁其它涉水项目工程建设菥对农业综合开发萁现代农业萁标

准农田萁土地整理等涉水项目喹要本着水萁土萁田萁林萁路综合

治理喹集中连片萁区域推进的原则喹统一规划萁统筹兼顾萁科学

组织萁科学施工喹今冬完成土方工程施工任务喹明春完成机井建

设和建筑物配套工程菥计划疏挖沟渠273条喹654喁33公里喹新建

桥涵闸2261座嗉新打机井4154眼喹修复旧井554眼菥计划土石方

821喁08万
啻

m 菥工程总投资20947喁71万元喹其中喹中央投资

14769喁64万元喹省投资2533喁4万元喹市级配资389喁11万元喹县级

配资1181喁96万元喹群众自筹资金2073喁6万元菥

喋三嗒切实加强面上除涝配套工程建设菥

加强面上除涝配套工程建设仍是全市今冬明春和今后一个时

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重点菥要针对近几年来面上除涝工程暴露

出来的问题喹查找原因喹制定规划喹分年治理菥要做到沟渠疏挖

和桥涵配套建设相结合喹重点突出桥涵配套喹解决灌排体系中的

卡脖子工程喹逐年解决全市面上农田的内涝问题和水围村庄问题菥

今冬明春全市计划疏挖沟渠3171条喹总长4960公里喹做土方

5223喁1万
啻

m 喹其中喹10万
啻

m 以上的沟河19条喹土方580喁39万
啻

m 嗉

修建桥2574座萁涵1154座喹闸54座菥

喋四嗒继续抓好引黄灌区配套工程菥

灌区配套工程是全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重点之一喹要坚持

常抓不懈菥引黄灌区配套工程要按照统一规划喹积极组织群众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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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土方疏浚和桥萁涵萁闸萁站等建筑物工程配套喹使黄河水 菟引

得来萁蓄得住萁分得出萁用得上萏喹最大限度地发挥引黄效益菥

要按照建设现代灌区的标准和要求喹逐步实现灌区建设 菟投资多

元化萁建设规范化萁管养科学化萁面貌园林化萁效益最大化萏菥

按照省厅要求喹三义寨引黄灌区要搞1萜2处现代化灌区试点喹示

范引路喹以点带面喹进一步提高灌区管理水平菥今冬明春喹全市

计划改善引黄灌溉补源面积20万亩菥

喋五嗒强力推进机井建设菥

机井建设要以新打井萁更新井萁修旧井为重点喹采取国家投

资萁菟民办公助萏萁 菟以奖代补萏萁 菟股份合作萏萁 菟独资打井萏

等多种形式喹抓好机井建设菥全市计划新打机井6000眼喹配套

6000眼喹更新机井3000眼喹修复旧井8000眼喹建护井工程

9000眼菥

要加强对机井工程管理与维护喹建立健全各项管护制度喹落

实管护人喹不打无主井菥有条件的县 喋市萁区嗒要积极建设 菟井

井通电萏工程喹降低农田灌溉成本喹提高机井工程使用效率菥

喋六嗒扎实开展好其他各项水利工作菥

1喁工程管理菥一是高标准完成国家萁省市安排的沱河萁惠济

河萁古宋河萁黄河故道萁包河萁大沙河堤防加固喹郑阁水库大坝

加固喹王安庄水库坝坡整修喹虞城马楼险工萁民权任庄险工加固喹

古宋河鲁庄闸萁王引河杨楼闸萁虬龙沟姜楼闸萁惠济河板桥闸维

修喹计划工程投资401万元嗉二是搞好 菟五化萏堤防建设喹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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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菟五化萏堤防长度177公里喹栽植或更新树木77喁1万棵菥各

县 喋市萁区嗒对重点骨干河道都要搞1萜2处管理示范段工程喹要

落实管理制度萁建设标准萁管护人员萁管理界碑喹提高管理水平菥

同时要结合生态市建设喹大力组织搞好面上沟渠植树绿化喹改善

生态环境嗉三是全面完成水管体制改革任务喹各县 喋市萁区嗒水

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要按规定逐步落实到位喹完成水管单位管养

分离喹分流富裕人员嗉四是完成全市水闸安全状况普查和安全鉴

定工作喹严格普查范围喹认真做好水闸的数量登记和水闸安全类

别的划分喹成立水闸鉴定组织喹对水闸运行现状安全鉴定喹正确

填报水闸安全鉴定报告书喹为水闸的安全运行提供全面准确的基

本资料菥

2喁水政水资源管理菥认真贯彻 菅水法菀萁 菅河南省节约用水

条例菀喹进一步理顺水资源管理体制喹完善水利执法体系喹实行

依法治水萁管水萁用水喹足额征收水资源费喹逐步实现城乡水务

管理一体化喹加大涉水执法力度菥积极开展以重点打击非法采砂萁

河道设障萁破坏堤防萁破坏水文设施萁影响水库安全度汛等违法

行为的 菟防洪保安萏百日专项执法行动喹维护良好水事秩序菥

3喁水产生产菥一是要大力组织开展农村废旧坑塘和窑坑地改

造菥要把农村坑塘和窑坑地改造纳入冬春修水利重要内容喹采取

多种形式喹加大改造力度喹特别是永城市煤矿塌陷区要搞好规划喹

因地制宜喹综合改造喹努力扩大水产养殖水面菥全市计划改造坑

塘面积1喁095万亩喹新建渔塘4050亩嗉二是要搞好绿色水产养殖



菖 嗪菖

带的开发喹不断引进渔业养殖新品种喹提高产量喹增加效益喹孵

化和培育种苗32900万尾嗉三是要切实转变水产养殖业增长方式喹

发展优质萁高效萁生态萁安全的水产品喹提高科学健康的养殖技

术喹增加无公害水产品产量喹创品牌渔业菥全市水产品总产达到

7喁59万吨菥

4喁小型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菥小型农村水利工程产权

制度改革是解决当前小型农村水利工程有人建无人管萁使用不当

等问题的必由之路喹是确保小型农村水利工程发挥最大效益的有

效途径菥今年要对小型水利工程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摸底喹并采

取租赁萁拍卖萁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喹明晰工

程所有权喹落实使用权和经营权喹加强对工程的管护喹充分发挥

工程效益菥全市计划2年内全部完成小型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制度

改革任务菥

五萁实施措施

喋一嗒加强领导喹广泛宣传喹营造全社会大干水利的氛围菥

我市是农业大市喹农业要增产喹农民要增收喹经济要发展喹

搞好水利至关重要菥各级要站在以人为本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

局的高度来认识水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喹真正把水利摆到基础设

施的重要位置喹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喹坚持常抓不懈菥要建立领导

责任追究制喹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喹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喹分管

领导具体抓喹各级领导分工明确喹各负其责喹重点项目建设要明

确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嗉要做好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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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充分认识大干水利的重要性喹调动其投身水利建设的积极性嗉

协调各行各业萁各个方面支持萁配合水利建设嗉各级领导要包工

程萁包任务喹深入水利工地第一线喹研究新情况喹解决新问题喹

及时协调解决施工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喹确保冬春修水利建设顺

利进行菥今冬要坚持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中心喹集中人萁财萁

物力喹突击大干喹掀起一个全社会大办水利的热潮菥

喋二嗒因地制宜喹搞好规划喹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提供科学

依据菥

编制好规划是科学有效地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前提和基

础菥编制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综合规划时喹一要充分考虑水资源的

承载能力喹按照 菟先生活后生产萁先地表后地下萁先节水后开源萏

的原则喹搞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开发萁利用萁节约萁配置与保

护喹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嗉二要因

地制宜喹突出重点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国家的政策喹把农村

和农民最急需解决的水利问题摆在最优先的位置嗉三要增强规划

的权威性喹确保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实施菥为此喹规划要在县政

府的统一领导下喹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编制菥经过批准的

规划喹就是全县统一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划喹所有相关部门和

单位都要严格执行喹不能随意变更或中止菥今后喹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要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喹把规划作为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和安排国家补助投资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依据菥

喋三嗒拓宽渠道喹多策并举喹建立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菥



菖 嗖嗖菖

要继续采取 菟项目拉动萁政府带动萁社会联动萁群众行动萏

的方法喹以政府投资萁民办公助萁以土换资萁企业捐资萁群众自

愿出资等形式喹多渠道萁多层次加大水利投入菥一是要千方百计

争取国家萁省水利项目和其它涉农项目喹紧抓国家加大水利工程

投入的机遇喹采取多种形式喹多种办法喹调动群众投资水利建设

的积极性喹用项目拉动面上水利建设嗉二是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

结构喹加大对水利的支持力度喹市县取得的土地出让金纯收益中

要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水利建设嗉同时喹要足额征收水费喹落实重

点水利工程的配套资金嗉三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喹采取承包萁租

赁萁拍卖等多种形式喹对现有小型水利工程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喹

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喹用于水利建设嗉四是通过宣传发动

和政府带动喹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兴修水利的重要性喹自己是

受益的主体喹自觉地投资投劳兴办水利工程菥

喋四嗒推行 菟四议两公开萏工作法喹规范群众治水程序菥

在今冬明春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喹所有有关农民筹资筹劳

的内容喹都要运用 菟四议两公开萏工作法积极稳妥推进菥一要深

入调查及时提议菥村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萁道路修建萁植树造林萁

农业综合开发萁土地治理有关的项目和村民认为需要兴办的集体

生产生活等其他公益事业项目的建设喹村两委干部在走访群众的

基础上喹召开党支部会议提议喹经过反复论证修改喹达成一致意

见喹制定涉及投资萁劳动力使用萁工资支付萁施工计划萁户摊费

用等内容的初步实施方案菥二要两委会共同商议菥村党支部提议



菖 嗖喑菖

后喹召开村两委干部联席会议喹共同讨论实施方案菥党员会议认

真审议菥比较成熟的实施方案出台后喹召开全体党员会进行审议喹

以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菥三要行使职权慎重决议菥审议方案出台

后喹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实施方案进行表决菥四要公开招标迅速

实施菥决议表决后喹将实施方案向群众公示喹主动接受群众的监

督喹并实行公开招投标喹迅速组织实施菥五要公开测评群众满意

度菥工程竣工后喹还将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喹真正做到民心工程

顺应民意萁造福百姓菥

喋五嗒狠抓工程质量喹注重工程效益菥

各县 喋市萁区嗒要把保证工程质量和发挥效益放在首位喹充

分考虑人萁财萁物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喹坚决摒弃一切形式主义喹

将水利规划萁计划和农民的意愿紧密结合起来喹做到以效益定项

目喹以项目定投工萁定投资菥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宗旨喹实行工程

技术人员负责制喹定工程萁定标准萁定人员萁定要求喹加强跟踪

监督和技术指导喹大型基建工程建设要严格按照 菟四制萏要求运

作菥要认真处理好质量和进度的关系喹建立严格的竣工验收制度喹

严把工程质量关喹确保工程充分发挥效益菥

喋六嗒深入开展 菟红旗渠精神杯萏竞赛活动菥

要把 菟红旗渠精神杯萏竞赛活动作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载

体和抓手喹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活动喹促使各级在竞赛

活动中比规模喹比质量喹比效益喹比投入喹比干劲菥要进一步完

善考评办法喹实行奖优罚劣喹调动各级大办水利的积极性喹促进



菖 嗖啻菖

水利建设持续萁健康萁快速发展喹为全市经济发展萁社会进步萁

加快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做出积极贡献菥

附件嗷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计划任务分配表

二伯　伯　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主题词嗷水利 建设 意见

抄送嗷省水利厅喹市委各部门喹市人大喹市政协喹军分区喹

市中级法院喹市检察院菥

商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年10月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