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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泗阳县泗水河水利风景区的开发建设，是我县水利系统为加强水利工程的综合利用与保护、改善水环境和水生
态而筹建的系统水景观工程，
促进了水文化的弘扬与传播，推动和促进了地方商贸、文化旅游等事业的发展，具有较好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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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阳位于江苏省的中北部袁 有着 5000 年的文明史和

具有雄厚资金实力和社会知名度高的建筑企业参与竞标袁

2000 年的建县史袁 是汉武帝册封的泗水王国都城所在地袁

最终确定项目实施中标单位曰五是在实施项目上袁本着围

境内环湖拥河袁河渠纵横袁有着丰富的水资源遥 当前袁我县

绕中心尧先急后缓尧统一标准尧分期实施尧逐步到位的原则袁

水利风景区建设已成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抓好重点项目和重点工程实施遥
1.3 精心组织袁打造泗水河景区精品工程

1.1 科学决策袁高标准编制泗水河景区规划

为加快水利景区工程建设进度袁保证工程质量袁县政

新世纪初袁泗阳城区面积不足 10 平方公里袁人口不足

府一是将每年实施的水利景区工程纳入全县重点工程建

10 万人袁城区排水沟渊河冤尧集水塘雨污混流曰加之对供尧排

设目标考核管理袁由四套班子领导分项包干袁水利部门发

水工程治理投入经费不足袁管理工作滞后袁沟河无崖尧深浅

挥牵头作用袁相关职能部门配合袁对实施项目进行全过程

宽窄不一袁水体沿岸生产尧生活垃圾遍地袁导致平时臭气熏

跟踪督查袁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袁严格履行监督职能袁从源

天袁汛期污水横流袁部分居民尧企事业单位积水受淹曰调节

头把关袁为工程保质保量完成袁发挥了重要作用曰水利局成

功能不完善袁水系不畅袁导致城区仅有一处人民公园渊爱园

立工程建设指挥部袁挂图作战袁倒排工期袁狠抓序时进度遥

烈士陵园冤的水体发黑袁腥味扑鼻袁失去了公园的休闲尧景

建设单位和工程监理人员现场把关袁严格工程标准尧质量袁

观功能作用遥

工程竣工后袁及时组织县水利尧住建尧城建尧环保尧财政等部

为高标准尧高起点编制泗水河景区建设规划袁提升城
市发展品位袁水务局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袁将泗水河景区规

门进行验收袁2012 年 7 月野泗水河水利风景区冶顺利通过水
利部验收遥

划向社会招标袁高薪聘请具有较高规划理念的上海历德建

1.4 明确责任袁做好泗水景区运行管理工作

筑设计有限公司编制泗水河尧小西湖景区以及依河兴建的

为加强泗水景区管理袁强化制度建设袁优化旅游环境袁

泗水古城和骡马商业街仿古建筑群曰南京林业大学景观设

发挥景区效益袁泗阳县水利局进一步明确袁水利工程和水

计院尧南京天正景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奥林匹

源调度由水利局统一负责管理袁成立数十人的专职管理队

克生态公园尧城市森林公园尧扩建人民公园等一批重点水

伍曰通过协调县政府袁明确要求景区环境卫生及日常工作

利景观项目建设规划遥

由住建部门负责管理曰泗水古城尧古骡马街商业网点由县

1.2 多措并举袁加快泗水河景区项目实施

工商局负责管理.

由于泗水河景区工程建设规模大袁投资数额多袁基于

景区治安管理由街道办和公安部门负责曰出台了叶县

现状财力因素考虑袁为加快景区工程建设步伐袁泗阳在资

政府关于加强县级水利风景区管理工作的通知曳渊泗政发

金筹集方面.

[2012]38 号冤尧叶关于加强泗阳县泗水河水利风景管理工作

一是遵循野谁投资尧谁受益冶原则袁由水利部门牵头袁城

的通知曳渊泗景委发[2012]1 号冤和叶关于编制泗阳县泗水河

建尧交通尧环保等单位参与袁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和商业尧餐

水利风景区管理细则的通知曳渊泗景委发[2012]2 号冤等一系

饮服务行业的经销商参与投资袁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盘活工

列文件袁对泗水河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工作作了明确要

程管理范围的土地存量尧 政府划拨储备土地供开发使用曰

求和具体规定袁形成了良性运行机制袁促进了管理工作的

二是县财政投入专项经费用于景区基础工程建设袁将整治

正常开展遥

后的水土资源用于公共绿化尧亮化和美化工程用地曰三是

目前袁泗水河水利风景区按旅游区的标准袁在窗口区

将治理后土地增值费用用于解决拆迁企业和拆迁户安置袁

域设立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曰建立规范尧准确尧醒目的旅游咨

创建和谐共生尧互利双赢的社会氛围曰四是在确定项目施

询尧投诉尧信息服务以及国际语言信息图标志曰改善公用设

工单位时向社会公开招标袁 择优选用那些工程造价合理尧

施服务系统袁 开辟能满足游客需求的专线车和观光巴士袁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15 -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水电水利

第 1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7 年 8 月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
2529-7821

加强对城市出租汽车和旅游车船管理袁形成便捷尧完善的

家袁就业人数 6.5 万人袁创造该区域生产总值达 85 亿元袁占

景区进出体系曰景区及周边还建有完善的旅游住宿尧餐饮尧

全县经济总量 38.6%袁依泗水河兴建的泗水古城尧泗水风情

文化娱乐等配套服务设施袁旅游饭店尧星级宾馆布局合理袁

美食街尧古骡马商业街尧饮食步行街市场繁荣袁经济社会效

旅行社尧旅客集散中心服务规范袁旅游文化产业产品丰富

益十分显著遥

多样袁展示了水利人周到尧耐心尧细致曰特别能吃苦尧特别能

第四是泗水文化尧滨水城市彰显遥 依泗水河兴建的泗
水古城尧福华塔尧古骡马商业街尧马祖庙等建筑群袁彰显了

战斗的良好作风遥

泗水文化特色遥
泗水河景区工程实施后袁一是保证水源供给袁改善水
环境遥 定期更换景区水源袁改善水质遥 实现雨污分流袁目前袁

泗阳县泗水河水利风景区经过多年建设袁改善了生态

城区污水回收处理率达 90%左右袁为我县水务工程建设管

环境袁具备城市休闲观光功能袁但与其纯粹的旅游景区相

理夯实基础.

比袁还有一定的差距和不足袁主要原因院一是配套设施有待

二是完善配套工程袁提升水利调控能力遥 打通了泗水

完善袁景区客流还是以本省人口为主尧总量少袁因财力原

河尧森林公园尧生态公园的水系袁在泗水河尧生态公园尧森林

因袁有部分硬件设施尚未实施到位遥 二是景区定位不够清

公园兴建 3 座调节闸袁较好地解决城区排涝与景观水源的

晰袁特色不强袁亮点工程不多袁档次不高遥

矛盾袁彰显了水利工程的调控能力袁发挥了水利工程原有
一要进一步加强景区工程建设袁展示水利风景区水土

效益遥
三是美化尧亮化尧绿化水景观袁改善了人居环境袁将原

保持科技示范与科技含量功能遥 针对水土保持特点袁按照

来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的土地袁 全部收回用于水体沿岸美

景区景观工程提升规划袁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袁优化水土

化尧绿化和公园设施建设袁减少了水利工程管理难度袁在泗

保持设施布局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遥
二要不断提高景区水利工程管理水平遥 以加强水利工

水河景区建设方面.
泗阳县水利局始终坚持野传承水文化袁打造绿色景观

程管理促进水利风景区管理袁通过走出去尧请进来方式袁认

区冶为主题袁着力打造野滨水城市冶尧野泗水新城冶特色袁高起

真学习借鉴其它优秀水利景区的管理经验袁对照自身查找

点尧高标准治理水环境袁改善人居生活质量袁拓展城市发展

不足袁加以整改遥

空间袁激励房地产开发商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袁为加快
泗阳城区现代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遥

三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景区制度建设袁 创新机制袁改
进作风袁优化服务遥

首先是城区规模不断扩展遥 泗水河尧小西湖尧北门大沟

四要加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人才培养力度袁 着力打

位于老城区西部袁五里湖湿地尧奥林匹克生态公园位于城

造一支高素质的水利风景区管理队伍袁努力使景区管理水

乡结合部遥 通过泗水河风景区建设袁从而加快城区西部改

平跃上新的台阶遥

造步伐和东区的扩展功能遥 短短几年袁城区面积由原来不

五要将水利风景区工程列入县政府重点工程建设袁不

足 10 平方公里袁 发展到目前城区面积达 38 平方公里袁人

断注入资金和新的合力遥 进一步彰显景区水利文化元素袁

口由原来不足 10 万人袁增加到目前近 30 万人遥 其次是房

着力打造水利特色景区遥
六要继续提升水利景区的带动作用袁整合原有景观资

地产开发进一步加快遥
2005 年前袁城区内小区开发不足 10 处袁建筑面积仅有

源袁象我县的魏阳河景观改造工程尧奥林匹克山体造景尧葛

34.66 万平方米遥 泗水河风景区建成后袁城区环境改善袁加

东河风光南拓北延尧运河二期风光带尧古黄河项目结合观

快了房地产开发事业的发展袁短短几年袁吸引了众多地产

光效果设计尧洪泽湖高渡休闲度假村等相关景区工程就得

开发商兴建的金康华府尧泗水人家尧金色家园等多处新颖

到了很好利用袁丰富了旅游资源袁为进一步做好水利风景

小区袁建筑面积达 2000 余万平方米遥

区工作袁做了较好的探索与实践袁为泗阳水利事业的可持

第三是工尧商业经济蓬勃发展遥 项目工程实施前袁工业

续发展增添了活力和后劲遥

园区计引进项目 91 个袁引资总额 8.63 亿元遥 工程实施后袁
加之政府在招商力度尧配套政策尧帮办服务等相关措施到
位袁目前袁园区入驻企业达 442 个袁总投资达 500 亿元袁其
中亿元项目 69 个袁 超 10 亿项目 5 个袁 注册外资企业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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