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3 卷◆第 5 期◆版本 1.0◆2019 年 5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对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运行及日常管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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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是生命之源,饮用水安全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

提高。对于饮用水的水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环境污染严重,饮用水被污染,高水质的饮用水严重缺少。我国人口众多,
农村饮水困难和饮水不安全的问题积极为突出。农村饮水安全关系到农村农民的身体健康,因此,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运行
已迫在眉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利国利民的大工程。我国政府对农村饮水安全的问题也是极为重视和关注。本文就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的运行以及日常管理存在的问题、解决措施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 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运行；日常管理
水是我们生活中所必不可缺少的,我们每天都不能离开

2.1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我国农村的生活

谁而生活。因此饮水安全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水平提高,对饮用水的安全以及水质都有所提高。然而我国

黑山县位于辽宁省西部,有着 2478km 总面积,64.47 万人的

目前环境污染、水污染现象严重,严重影响了饮用水安全工

总人口,全县辖 21 个乡镇以及 278 个村民委员会和 959 个自

程的运行。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属于是公益性的项目,因此

然屯。黑山县在绕阳河下游,南部是洼地,中部是开阔平原,

运行资金相对较少。农村的自发筹款和政府的拨款数量都是

西部、北部是低山丘陵。全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680m,不到

十分有限的。本来预算就不宽裕,污染现象,使得资金更为紧

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 2/3,缺水现象十分严重。此外,受

张,造成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资金匮乏。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影响,平原区地下水氟、铁、锰含量严

2.2 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是公益类的项目工程,投入的

重超标,群众饮水不安全问题十分严重。
“十一五”规划期间,

资金本就紧张,依靠国家的支持和政策才能得以正常建设运

全县饮水不安全涉及 21 个乡镇 239 个行政村 554 个自然屯,

行。但是大多数的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比较分散,管道铺设

饮水不安全人口数达 257756 人,其中高氟水(氟化物>1mg/L)

线路长,后期维修费用、管理费用都会增加。但与此同时,

涉及 15 个乡镇 86 个行政村 106 个自然屯 97786 人;铁锰超

农村村民所交的费用又是极低的。因此导致农村饮用水安全

标(铁含量>0.3mg/L,锰含量>0.1mg/L)涉及 8 个乡镇 42 个行

工程出现了收支不均衡的状况,长此下去,严重影响农村饮

政村 125 个自然屯 51447 人,水量不达标人口 52730 人,水源

用水安全工程的运行,甚至无法运行下去。比如说鲁西南某

保证率不达标人口 55793 人。自从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个农村的自来水净化供水工程在投入使用 2～3a 的时间内,

我国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运行就已开展。但截止目前为

家家户户的自来水就断流了,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后期的维护

止,大多数的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已经老化,无法使用,而且

管理机制跟不上,使得毛病越积越多,从而在短时间内毁坏

水质也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本文就农村饮用水安全工

殆尽。

程运行以及日常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提出
了相应的措施。

2.3 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建设,是一项利民工程。农
村村民为能喝上安全放心的水而感到兴奋。殊不知,农村饮

1 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运行的重要性

用水安全工程不仅仅是前期的建设,后期的维护和管理也是

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是国家公益性的工程,是国家大力

十分重要的。农村对于饮用水安全工程后期不重视,管理人

支持的民生工程,由此可以看出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重要

员不合格,设备出现问题时,不能及时维修和更换设备,导

性和重要地位。农村对饮用水安全认识不够,思想观念陈旧,

致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无法长期正常运行,达不到预期的

许多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搁置,这是愚昧的做法,我们必

效果。

须及时制止,并让村民认识到饮用水安全是广大农村极需要

2.4 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运行,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对

解决的、涉及到百姓利益的大事。首先,从近些年的发展来

设备和出现的问题进行行之有效的解决。管理人员多数未经

说,水污染、水资源紧缺等全球问题的出现,导致出现了许多

过培训就上岗工作,对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运行一知半解,

的水质传染病,因此确保饮用水的安全是迫在眉睫的工程。

对设备的管理维修更是不明白,导致设备出现问题时,一筹

其次,在农村,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污染环境,大量化工厂

莫展。严重的影响了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运行。

的搬迁,导致许多农村受到牵连,地下水都遭受到污染。农村

3 提高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运行的策略

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刻不容缓。

3.1 加大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宣传力度,宣传农村饮

2 当前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用水安全工程运行的重要性。使所有人都能够知道农村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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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安全工程,了解它的重要性。从实际出发,认识到农村饮用
水安全的实际情况。更多人了解村农饮用水安全,就能够充

程运行不正常、不稳定。
4.2 农村的村民多数外出打工,家里多数为老人、孩子；

分的发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优势,最大限度的发挥人力、财

有的甚至全家外迁导致。农村的用水率低,导致农村供水成

力和物力。宣传的力度的加大,也可以使农村村民充分认识

本偏高。许多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设计的供水量都比较高,

到饮用水安全工程关系到切身的利益,并能够积极的筹款,

但是由于用水量较少,实际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供水工程的

确保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正常运行。

供水量远远小于最初的设计,许多的供水设备闲置不用,导

3.2 确保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运行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

致前期投入费用高,农村水厂使用率极其低。与此同时,电是

加大资金的投入。政府的投入和农民的自发筹款是必然的,

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重要条件,农村的电价较城市来说,

但也要确保资金到位。但是这些只是杯水车薪,对于农村饮

并不低,甚至高于城市。这就造成了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运

用水安全工程的正常运行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更要通过宣

行日常管理过程中高昂的电价。电价的过高,直接导致运行

传和倡导,使一些农村的成功人士、品牌宣传、农村的经济

成本的增加。甚至由于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日常管理不完

产业等等给予一定的资金赞助,使运行资金充足,饮用水安

善,没有定期保养维护,导致设备的损坏,水厂漏水情况等等,

全工程也就顺利运行了。

加大了成本。

3.3 正确认识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运行,不仅仅是前

4.3 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饮水的安全也开

期建设完成就万事大吉了。后期的维护保养更重要。管理人

始重视。但是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许多农村村民只有在吃

员应该定期的检查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运行状态,对设备

饭、喝水时,才会使用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水厂的供水,平时

进行定期的保养,并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快速解决问题,对

的洗衣、洗漱等用水都依旧会采用井水或者河水。使用农村

于老化的设备要及时的更换,对于需要维修的设备,尽快维

饮用水安全工程的供水,是需要缴纳水费的。虽然村民已经

修。同时,预算费用中要有充足的设备维修费、保养费以及

初步认识到饮水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农村的村民不愿意在为

管理费,为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后期运行提供资金保证。

用水埋单。故此,好多村民就尽可能的不使用农村饮用水安

3.4 提高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综

全工程的供水。这样工程的供水很难有新的收入。另一方面,

合素质。对每一名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细致的岗前培训,提高

我国农村的经济快速发展,但相比较城市来说,还是有很大

他们的专业水准,加强管理人员的责任感,使他们认识到这

的差距的。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是一项公益性的项目,国家

份职业的重要性。完善管理体系,确保每位管理人员能够拥

考虑农村的经济状况,考虑此项目为一项民生项目,因此,将

有极高的工作热情,以确保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长久顺利

水价定的非常低,甚至有些地区免费。这就大大增加了收水

运行。

费是难度。农村的村民对饮用水的安全认识不够,虽然相对

3.5 辽宁省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中根据不

于以前要求有所提高,但对于什么是安全的饮用水还是不了

同的地形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进行建设和管理,比如,在平原

解。甚至有的村民认为,水很干净、很清澈、怎么不安全呢？

地区,由于平原区更适合人的居住生存,因此发展较快,城镇

还有就是农村应用水安全工程的日常管理不到位,有问题得

比较多,这时城镇周边的农村就可以以城镇中的自来水厂为

不到及时的解决。本来就抵触,这样的行为会更让村民放弃

基础,不断地扩大规模,延伸管道,形成中心水厂,给农村输

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供水。

送自来水。在丘陵区,可以通过现有的或新建水库来对水进

4.4 我国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量非常大,而且大多

行进化处理,也可以建立深井高塔,高位水池的工程来解决

数都是在农村,经济条件、社会环境等相对于城市来讲,差好

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在山地地区,由于人口居住得比较分散,

多,也很枯燥。这样的工程背景导致了专业技术人才的严重

可以采取挖井的方式,在有山泉的地方可以引山泉水、蓄水

缺乏。条件差、工资待遇低,年轻人觉得枯燥,中年人离家远,

建池的小型工程的方式来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这些都严重的阻碍了人才的靠拢。经费的限制,也限制了农

4 当前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日常管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运行需要健全的管理机

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各个岗位管理人员的数量。
5 加强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运行日常管理的有效措施

制。目前我国农村的建设不同、地域不同、村情不同等,导

5.1由于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建设,比较分散,因此建

致我国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管理情况较为复杂。虽然我国政

立健全日常管理制度,这需要政府和村民共同完成。首先,

府不断出台政策,调节我国的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日常管

加强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日常管理制度的实施力度、监管

理。但依旧存在着许多问题。

力度。提高管理人员的服务质量,及时发现并解决运行过程

4.1 由于许多农村较为偏僻,导致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

中出现的问题,落实服务责任制和监管责任,分责到个人。加

没有合理的管理体制和管理体系混乱,甚至有的农村根本没

强完善日常管理制度法律法规,促进管理人员的自律行为。

有制定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管理制度。管理人员更是工程

对管理人员赏罚分明,管理机制公正公平。其次,引进先进的

项目、管理机制不重视,管理松懈,服务态度懈怠,甚至在遇

技术,降低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供水成本,减少不必要的

到问题时,拖延解决,甚至不予解决,导致农村饮用水安全工

浪费和节省开支。确保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顺利进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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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加大对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宣传的力度,提高村民对饮

性、社会意义和发展前景,吸引更多的人才“慕名而来”
。黑

用水安全的意识,确保村民对饮用水安全的知识有更深刻的

山县针对饮水不安全因素,实施“量少增量,质差提质”。在

了解。支持国家对农村饮用水安全制度的制定,乐于参与关

水量少的地区打40m以上深的深井,在水质差的地区应用除

于农村饮用水知识的学习,监督管理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工

氟、除铁、除锰等净水设备。“十一五”末,共建成水厂85

作,并能够对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运行和日常管理提出宝

处,集中供水点3处,解决了20个乡镇213个行政村498个自然

贵的意见。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点多面广,许多工程由于

屯28.82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饮水安全工程的实施,解决

经营不善或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等原因,濒临倒闭甚至报废。

了黑山县农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广大受益群众喝

以湖北省为例,根据2003年统计年报公布,1978—2002年底,

上了“放心水”、
“安全水”、
“卫生水",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

湖北省累计建成各类农村自来水厂(站)37324座,而根据

展,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降低了疾病的发生率,减少

2004年底农村饮水安全现状调查,湖北省集中供水工程能正

了农民医药费用支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常运行的仅有4393处,占累计建成数的11.8％。由此可见工

6 结束语

程的经营和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因此从企业加强自身管理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饮用水的安全越来越

角度来看,迫切需要建立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绩效评价体系,

重视。目前,我国对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极为重视,这项

激励企业自觉发现并缩小与标准或行业标杆间的差距,引导

工程是关系到农村村民切身利益和身体健康的民生工程,是

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方式,提高经营效率；同时还有利于企业

关系到社会稳定发展的公益性工程,是关系到确保农村经济

评价经营者管理业绩和规范员工操作行为,增强企业的形象

快速发展的建设性工程。虽然现在农村饮用水的水质已经可

意识,促进经营者自我约束。

以和城市饮用水媲美,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还有很长一

5.2 国家政府出台相应的福利政策,国家实行优惠政策,

段路要走。因此,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要以保持好完整的建

降低电费,或者对于偏远地区减免电费,对于农村饮用水安

设、完善的管理、普遍的应用和长久的发展为最终目标,坚

全工程日常运行过程中,降低电费的消耗和费用,从而降低

定保证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的正常运行。

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开销,确保工程的日常的顺利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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