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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工程

推进全域水生态环境建设
打造“水清景美·怡然资阳”
一江
建设沱江生
态河流休闲
目的地；

□ 本报记者 刘梦娜 实习生 陶思懿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
态之基。市委四届五次全会通
过的《中共资阳市委关于加快
全域水生态环境建设的决定》，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
针，全面落实省委“强化水生态保护和
污染治理”部署要求，着眼长远统筹规
划，提出加快建设全域“两流域、三渠
系、十五湖”和中心城区“一江、九水、五
湖、八湿地”生态和谐水网体系，着力打
造“水清景美·怡然资阳”。

九水
九曲河、阳化河、黄
泥河、大地沟、黄金
沟、老鹰河、麻柳河、
城南河、黑水寺河；

五湖

全域水生态环境建设

雁 城 湖 、苌 弘
湖、黄金湖、二
娥湖、胡家湖；

全市生态和谐水网体系
●
●
●

两流域
沱江流域、涪江流域；

三渠系

八湿地

毗河一期、毗河二期、简支干渠；

青 年 林 、白 沙 坝 、
临 空 区 、九 曲 河 、
白 草 沟 、黑 水 寺 、
阳化河、黄泥河。

十五湖
老鹰、双石桥、东禅寺、蟠龙河、棉
花沟、书房坝、朝阳、磨滩河、报花
厅、鲤 鱼、丹 山、宝 石、城 西、红 花
桥、关刀桥等 15 个中型以上水库，
共同打造成“十五湖”水景观。

中心城区水生态环境示意图。

总投资约 900 亿 打造生态和谐水网体系
资阳因水而名、因水而兴，拥有“两域、一江、六河、 态环境建设的决定》。
九库”的骨干水网格局，其河网密布，具备江、河、湖、水
记者了解到，我市将总投资约 900 亿元，全力推进全
库、堰、沟等多种水体功能。然而，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
域水生态环境体系建设，夯实美丽繁荣怡然资阳水生态
等，整个资阳属于重度缺水地区，加上部分城镇防洪工
环境基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
程设施薄弱，城镇内河堤护岸缺少柔性、生态性、亲水
全域重点规划实施县域水生态修复、乡镇污水处
性，且缺乏以水为生的主导产业等，我市水环境质量下
理、引调水蓄水、防洪治理和水源保护五大工程，打造
降安全保障不足，水产业发展滞后、景观品质不高。
“两流域、三渠系、十五湖”的生态和谐水网体系。其中，
2017 年 6 月，我市通过了首个《资阳市全域水生态体
中心城区重点规划实施引水润资、治水护民、净水提质、
系概念性规划》，将建设全域“两流域、三渠系、十五湖” 美水优景、拥水兴业五大策略，打造“一江、九水、五湖、
和中心城区“一江、九水、五湖、八湿地”生态和谐水网体
八湿地”的生态和谐水网体系。
系；7 月，市政府与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力争到2020年，
我市全面消除黑臭水水体，
重要江河湖
协议，将在传统水务、全城河道水环境综合开发、湿地公
库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85%，
总体达到Ⅲ类水质；
2030年，
全
园、再生利用工程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12 月，市委四届
市水域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实现
“水源充足、
水系连通、
水清
五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资阳市委关于加快全域水生
可渔、
水美怡人、
水兴惠民”的城市水生态治理目标。

扩“源”蓄水补短板 多措并举保障用水
据悉，老鹰水库是资阳城区目前唯一的集中饮用水
源地，建于 1964 年，其正常库容为 2374 万立方米，可基
本满足城市供水。
然而，老鹰水库现有的两套输水管道均运行 10 年以
上，爆管频率增高，一旦其中一套输水管道爆管，输水量
将减半，导致城区部分区域停水，影响居民生活。此外，
随着城市人口增加、产业发展需求，城区饮用水需求量上
升，为此，我市坚持“外引、内调、连通、分供”构建聚点成
线、连线成面、水系相通的水资源调控体系，将建老鹰水
库至资阳城区第三条输水管道。 同时，加快推进毗河供
水一期工程建设，积极开展毗河供水二期工程前期工作，
加快推进鲤鱼水库第二水源工程、四合水库应急水源工

程及张家岩水库直接引水至老鹰水库管道工程建设。
其中，鲤鱼水库作为第二水源，承担城东片区的供
水；四合水库作为应急水源，承担周边片区乡镇居民的
供水和城区应急供水。这意味着，建成后，我市城区饮
用水资源不仅有沱江水系，还有都江堰水系，将大力提
升中心城区“一城四区”供水保障能力。
此外，
将大力优化水网格局，
建设水库、
河道、
湖泊连通
设施，
保障水源共享和各区域水系均匀分布；
加强污水处理
和再生水利用；
继续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推进中小河流
治理、
病险水库整治；
进行海绵城市建设，
将现有的九个中
型水库加上新（扩）建的六个中型水库形成
“十五湖”
，
通过
湖泊进行湿地蓄水，
全面夯实水域基础设施网络。

“建”
“治”结合“拔病根”全面构建水安全保障体系
餐馆污水随意排放到河里，垃圾随意倾倒河中，
以“治”为重，狠抓水污染突出问题。全面落实河
水库施肥养鱼……上述场景，曾多次发生在我市各 （湖）长制，实行所有河（湖）
“一河（湖）一策”管护，综
处，不仅损害城市形象，更让水生态遭受“暴击”。对
合整治沱江、九曲河、阳化河、岳阳河等流域；开展农
此，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构建水安全保障体系，狠抓
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强化农业、养殖污染防治，取缔
水环境突出问题，建立完善长效机制，拔除水污染“病
施肥养鱼，并推广秸秆还田、精准施肥等新技术；改进
根”。
生产工艺，淘汰落后产能，全面取缔“散乱污”企业，推
以“建”为主，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推进饮用水
动工业企业全面达标排放；实施城乡污水治理“三年
源保护地方立法，协调上游简阳市望水乡、雷家乡实
攻坚行动”，加快全市乡镇污水处理设施打捆建设，并
施场镇环境综合治理，建设望水河泄水工程，推进资
以点带面促成一批水生态环境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
阳城区和安岳、乐至县城第二水源、应急水源建设，实
以“制”为辅，建立完善制度机制。严格执行“水
施乡镇规模化集中供水和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健
十条”，落实“三条红线”制度，建立水环境监测预警、
全农村供水网络体系，确保全市人民喝上干净水、放
水污染分类管控和治理修复机制，推进水资源税试点
心水；建设防洪工程，开展排涝系统、低洼易涝区等综
征收，完善水环境综合治理联合执法及跨区执法联动
合治理，改造城市排水管网，提升城乡防洪排涝能力； 机制，依法整治涉水违法行为；引进优、强社会资本参
加强水土保持和土壤污染管控修复，推进造林绿化、 与全域水生态环境建设，并广泛宣传动员，号召全民
土地治理，增强土壤水源涵养功能。
支持参与，营造良好氛围。

美水拥水“提”品质 绘就“水清景美·怡然资阳”图
城有水则秀，居有水则灵。优美的生态水景塑
造，不仅可以增加居民的生活乐趣，更能提升城市
品位，甚至带动产业发展。而资阳水网具有水系丰
富、种类繁多、形态优美的特征，拥有大小河流、溪
沟 1000 余条，各类水库 333 座，其河道弯曲优美，可
塑性强，有利于打造良好的城镇生态水体景观。
据悉，
我市将规划建设一批水体景观、
亲水平台和
生态廊道，展现资阳独特的生态江城、绿色水乡风貌。
连水环城打造
“九曲玉带”
景观；
美化沱江城区段滨水岸
线，
打造美丽生态
“十里江岸”
；
融合资阳城区山水、
绿地

和历史古迹，
重塑雁江古渡、
莲池夜月等
“雁城八景”
；
建
设资阳雁城湖、
安岳城西湖、
乐至盐湖等人工湖泊，
提质
现有湖泊，
打造城市生态绿心；
新建资阳雁栖湖、
雁江苌
弘湖、
安岳滴水湖、
乐至玉龙湖等湿地公园；
打造沿江沿
河生态廊道，
开展重要水源库区绿化，
加强老鹰水库、
朝
阳水库、
蟠龙湖等重要水源集雨区植树造林，
开发建设
多个
“块状”
湿地，
呈现山水田园秀美风光。
同时，以水为媒，大力培育发展水上产业、水岸产
业和水旅结合衍生产业，促进“水”
“ 城”相融，构建现
代特色水产业发展体系。

三贤文化公园水清景美。
三贤文化公园水清景美
。
资阳网 www.zyr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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