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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质量管理水平的提升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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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提高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质量,不仅为区域实施小康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农村区
域扶贫开发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文章阐述了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概念,分析了小流域综合治理质量管理水
平提升的意义,针对现有的质量管理现状,提出了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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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and thinking o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project of small watershed
Yintao Zhang
Pingdingshan city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
[Abstract]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projects for small watersheds
not only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ell-off project in the region, but also provides a
strong guarante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small watersheds,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management
level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small watersheds, and proposes an effective path for the existing quality
management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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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有

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一方面,它能够有效的缓解

着紧密的联系。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也是城乡经济繁荣、人

极端脆弱的生态系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已逐步建立

民安居乐业、环境山清水秀的关键,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在落

25片国家级的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域,同时也修建了大批的

实过程中要以高效、低耗、持久、可持续为主,建立完善的小

蓄水保土工程,在工程建设时这种集流式的旱作农业立体布

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和当今的市场经济模式发展相适应,在区

局,能够有效地实现用地、养地的统一,确保山地水分养分,起

域以及乃至全国的小流域综合治理过程中,要实现山地、水资

到良性循环的作用。综合治理工程的开展,能够变鸿沟为良田,

源、林业、畜牧业、田地等各项内容的统一治理,使小流域综

充分发挥区域水资源的重要作用,减少黄泥沙,能够对各个区

合治理进入到全新的阶段。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质量管理水

域的坡地、红漫地进行治理,成为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后备

平的提升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需要统筹规划、精心设

力量。不仅如此,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在落实过程中,它能有

计、严格施工。

效地解决全国各类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是土地贫瘠的重要

1 小流域综合治理概念

源头,在落实过程中需要将小流域治理工作和开发融于一体,

当下为了充分发挥水土自然资源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将土地变劣为优,变低为高。在综合治理阶段,要积极的拓展

在落实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小流域综合治理的重要内涵。小流域

各种类型的小流域经济,确保水土保持产业化,有效地解决区

综合治理是指在进行流域水土自然资源保护过程中,创立一个

域的温饱问题,从小康逐步的迈向富裕。另一方面,在小流域

以多年生经济植物为核心,低能耗、持久化的小流域生态系统,

综合治理过程中,经过多年的探索可以实现林业、畜牧业等。

同时要充分发挥致力于开发的作用,结合农业、林业、牧业等各

各项内容的一体开发,有效地推动区域扶贫攻坚工作的开展,

区域的用地情况,全面规划,以小流域为单元,做好山区流域管

小流域综合治理深入发展,在确保人口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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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集水区经营、流域管理等内容 。

粮食增产,在确保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同时,优化农村的生态环

2 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质量管理水平的提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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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小流域综合治理事关民生,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以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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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作用是极大的。

是工程建设的重中之重。安全责任大于泰山,在消防灭火器设置

3 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质量管理现状

时,将其放置在通道和主要设备之间,可以使用手提式的磷酸氨

3.1前期规划阶段存在的问题

盐干粉灭火器。在消防规划完成以后,需要开展后期的施工组织

现阶段,在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各种各

规划工作。在进行施工组织时,要加大工程筹建、工程准备、主

样的问题,尤其是站在生态环境保护层面,小流域综合治理虽然

体工程建设,工期完件等各项内容的分析工作。在前期的准备过

能够使不同水土保持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然而在实施过程中

程中,可以四通一平,积极地进行明渠的开挖,进行围堰的修筑,

不管是在规划理念、规划措施还是方案实施,都会导致实施效果

可以拆除旧闸,加大基坑的开挖和支护。在地基处理时,也可以

和规划设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出入,无法发挥项目综合治理的

设置消力池段,实现上下游的有机衔接。

最佳效益。小流域综合治理前期规划离不开人员的实地调查以

其次,在征地以及移民安置规划过程中,小流域综合治理可

及各项水文资料的收集,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前期准备工作质量

能会面临着工程的永久征地,在落实过程中要结合具体的情况

和项目投资效益息息相关。然而,现阶段小流域综合治理时间

进行统计,包括临时土场、施工道路以及常见的生活生产设备,

紧、任务重,在落实过程中再加上部分单位治理资金有限,可能

尤其是在进行房屋以及附属建筑拆除过程中要积极的进行各项

无法选择最优的项目,这时在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选点时,

工程费用的计算确保,工程按照相关的规划进行。其中最为重要

随意性较大。这样就导致项目在规划投入以后,可能会出现各种

的一点,在进行环境保护规划设计时,要考虑到河道和两岸的堤

各样的质量问题。

后土地。由于人类活动的增加,可能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3.2项目实施阶段出现的问题

在施工过程中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加大小环境的保护,减少

一直以来,在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过程中,大多数小流域综

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在改善人们生态环境的同时,给广大群众

合治理工程质量管理工作是以部门为单位开展的。相关工作人

营造一个安居乐业的良好氛围,尤其是在施工过程中对环境产

员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水土流失的自然规律以及控制水土流失

[4]
生的影响要尽可能的降到最低 。

发生研究层面,而忽视了小流域的社会科学性的研究,这就导致

最后,水土保持规划设计,在水土工程建设时,可以通过各

土地权属争议问题不断发生；再加上项目区域内的群众需要解

项水保措施进行开展,施工完成以后,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大

决生活和生产两大难题,在工作落实过程中很难推进。这时在流

工程区域绿化面积的种植,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域治理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资金问题,在工程质量管

小流域综合治理还要进行防火、防爆、防雷电规划,工程建设以

理过程中,虽然人员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在实施时由于力度不

及运行过程中将危险因素降到最低。同时,还要强化安全生产条

足,无法发挥配套资金的作用,再加上实施过程中管理制度不健

件的储备工作,确保人员的健康安全得到保证。除了上述内容,

全,具备专业技能人才缺失,各项施工进度、施工质量得不到保

在具体操作时还要尽可能的采取有效的方式减少能源的损耗,

[2]
障 。

可以使用节约型的电气设备,尽可能的降低临时占地的面积,充
[5]
分发挥节能效果 。

3.3后期管护存在的问题
在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落实过程中,相关负责人也签订了

4.2项目实施阶段的工程质量管理

一系列的管护员工责任书。在落实过程中,由于小流域综合治理

现阶段在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过程中,涉及到的门类众多,

过程中涉及到的面为广、范围大,人员众多。在某种程度上,小

尤其是在现有治理规划背景下,需要林业、农业、水利部门等等

流域还未发挥自身最佳的利用效率,就因后期管护存在的问题

相互配合,在发挥综合治理效益的同时,要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难以为继,导致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无法开展,这成为制约区域

要积极的拓宽管理渠道,综合使用各项资源,相关部门要形成合

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由于在落实过程中还要实施封山禁牧的

力,各司其职,遇到问题,拧成一股绳,将小流域综合治理过程中

[3]

措施,这就加大了综合管护的困难 。

遇到的困难,各个击破,集中连片、规模管理,可以将国土、林业、

4 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质量管理水平的提升途径

农业等各项内容考虑到流域综合治理的范围之内,以高标准、高

4.1做好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工程规划

质量、高效益的目标,严格的要求施工。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

众所周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整个小流域综合治

还要严格地参照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规范,明确各项项目地检

理、工程质量管理水平提升过程中,需要做好前期的工程规划

收制度。在落实过程中,要参照已经纳入国家基本建设管理的规

工作。规划犹如航海路上的指明灯,这是工程设计、施工以及

章流程,在扩大投资标准,优化投资规模的同时,参照现有的建

后期验收的重中之重。在进行工程规划设计时,相关工作人员

设项目管理方式,加大合同、工程质量、建设监理招投标。等各

要结合实地的勘探结果,分析区域地质资料。相关勘探人员要

项内容的管控工作,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尤其是对于不合

重点分析该流域附近是否出现沙丘、古塘、埋藏谷等各种各

标准的工程要限期返工,提高人员的责任意识,进而优化工程建

样的不良地质。为了更好地推动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拟订以

[6]
设 。

下的几个措施：
首先,在消防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设置消防灭火器,安全

4.3加大小流域综合治理后期的管护工作
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在小流域综合治理过程中,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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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前期的规划,事中的管控还要进行建设后期的维护工作。

多的人文精神,更好地推动水保措施,这也是城乡文化繁荣发展

现阶段,为了更好地推动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管理和维护工作,充

的必由之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小流域生态治理工作,

分发挥综合治理的最佳效益,在落实过程中,一方面,要保障资

它是自然环境以及生态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一方水土

金充足,要成立专门的项目资金库。谁管护谁受益,巩固小流域

兴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相关部门应该予以重视,本着扎

的综合治理成果。在资金管护时,要严格的按照管护制度,尤其

实严谨的态度,更好地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

是对于坡改梯以及相应的配套工程,可以使用多层次、多渠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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