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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水库承担着防洪、灌
溉、供水和生态等多重功能，是
保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基础设施。宁都县共建有各类
型水库 116 座，其中小型水库
113座。这些小型水库大多建于
上世纪 60 至 70 年代，始建标准
低，分布在全县24个乡镇。受历
史条件和投入不足等影响，小型
水库长期存在权责不明、人员经
费匮乏、运行管护缺失等难题。
去年以来，宁都以创建全省深化
小型水库管理体制示范县为契
机，深入推进小型水库管理体制
改革，探索实施水库物业化管理
模式，用标准化管理理念和手
段，从根本上扭转“重建轻管”现
象，让小型水库重焕生机。

探索“物业化管
理”破解管护难题

8月 11日，记者来到宁都县
竹笮乡大富村坑背水库大坝。
站在大坝上，阵阵微风吹来，水
面波光粼粼。远眺，青山绿水带
笑颜；近看，大坝周围干净整洁。

“在这之前，由于宁都小型
水利工程规模小、数量多，无法
一一配建管理单位，绝大多数水
库由乡镇或村集体管理，人力、
物力缺乏，专业性不强，许多小
型水库工程面貌和效益都大打
折扣。特别是汛期，小型水库安
全运行面临很大风险和压力。
解决小型水库安全运行问题，势
在必行。”宁都县水利局小型水
库管理中心负责人陈静说。

2020年 8月，宁都以创建全
省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示范
县为契机，打破传统小型水库

“散养”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引入中铁水利水电规划
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江西
武大扬帆科技有限公司，将水库
管护、维养、巡查、汛期值守等交由专业服务公司统一管
理，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扬帆科技依托其专业技术优势，统筹水工、水文、测
绘、地勘、信息化等专业技术力量，配合县水利部门与各乡
镇统筹抓好小型水库日常管理工作，形成“业主+物业化管
理公司+水库管理员”管理新模式，切实解决水利工程“重
建轻管”问题，打造一套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新模式。

为确保服务效果，宁都县水利局细化考核方案、量化
考核指标，采用“分片统管”“日动态、周汇报、月小结”等方
式推行物业化管理。同时，严格要求水库管理员接受线上
课程培训和线下技能培训，在培训合格获得安全管理证书
后持证上岗。物业化管理与规范化管理双管齐下，宁都县
小型水库管护水平全面提升。

装上“智慧大脑”提升管理效能

成为坑背水库安全管理员后，邓三生每天手持专用巡
查终端机，按照要求开展工程巡查，重点检查水库水位、渗
流和主要建筑物工况等，做好工程安全检查记录、分析、报
告和存档等工作，并将有关信息上传至“智慧水利”APP。

“宁都为全县 143名水库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了专用巡
查终端机，解决了水库巡查签到、工程档案管理等问题。
县水利局工作人员只要打开‘智慧水利’APP，就可以随时
随地查看宁都各小型水库实时信息，对水库监测数据和运
维工作进行 24小时全天候远程监控。”扬帆公司宁都县水
利工程标准化管理提升项目经理张小庆介绍。

为有效解决小型水库管理人员不足问题，加强水库安
全监测管理，宁都县水利局和扬帆科技共同推进专业化信
息化管理模式，将全县 116座水库“打包”进入“智慧水利”
信息化管理平台，以每个水库为单位，完善现场环境监控，
配备了自动化仪器设备，推行专业化管理，让这些小型水
库都装上了“智慧大脑”。

“智慧水利”信息化管理平台融合智能感知、监视预
警、巡检养护、轨迹跟踪、事件上报、问题处置反馈、大数据
分析、信息服务和应急响应于一体，提供系统、完整、管家
式服务，构建起小型水库整体服务体系，实现了信息化管
人、智能化管水库的长效管理。“专业化+信息化”的管理模
式，让宁都县每一座水库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提升。

践行绿色发展 铺就幸福生活

立秋过后，漫步宁都县梅江河畔，沿线村庄美景如画，
令人神往。“从前小型水库管理粗放，蓄水少，有时遇到干
旱等恶劣天气，农民都得靠天吃饭。现在不一样了，水库
防洪、灌溉、生态三不误，我们种田也省心了。”宁都县长胜
镇种田大户黄江说。

如今，实施物业化管理，有效提升了小型水库管理水
平，为宁都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改善了“靠
天吃饭”的窘境。截至目前，宁都解决导致病库发生问题
13个，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约0.3平方公里；灌溉面积恢复和
新增 16.447万亩、改善 20.134万亩，排涝面积恢复和新增
13.55万亩，新增粮食产能7.65万吨，累计受益人口62.56万
人；发展设施蔬菜产业3.8万亩、脐橙26.9万亩、茶叶2万余
亩，直接带动3万余人就业增收。

以科技服务林业生产，用科技助力
群众致富。5月24日以来，省林业局开
展“百团千人送科技下乡”服务活动，组
织了全省林业科技专家 1065 名、组建
科技服务团组 155 个，按照“一县一团
一品种”原则，为全省100个县（市、区）
的林企、林场、种植基地等，送去林业种
植技术，为林业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
翅膀。

8 月 19 日至 20 日，记者前往永丰
县、新干县，听当地林农、林企讲述一个
个林业科技下乡的故事。

技术指导，油茶林硕果
累累

在永丰县泉海油茶专业种植合作
社，记者看到，郁郁葱葱的油茶林长
势喜人，饱满的油茶果挂满枝头。合
作社负责人郭友进在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位于新
余）技术团队指导下，正仔细修剪油
茶树枝。

“以前我从没想过涉足油茶产业，

因为对油茶种植技术一窍不通。”郭友
进笑着说，当地的种植户从不给油茶
树施肥、修剪，因为是粗放式管理，油
茶产量很低，每亩利润只有几百元。
他承包的这片油茶林占地 76 亩，2009
年开始种植，因经营管理不善，有时甚
至颗粒无收。

自从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技术团
队来这里常态化跟踪油茶树长势后，郭
友进才明白什么时候是油茶树的修剪
期、施肥期。在专家指导下，他的油茶
林今年硕果累累，树下还得用木棍撑
着。“今年油茶果亩产从原来的 100 公
斤提高到300公斤，预计每亩纯利润能
超1000元。”他欣喜地说。

“江西油茶林种植面积广泛，但‘人
放天养’、无人打理是不少地区的常
态。”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油茶服务团
副主任钟秋平说，油茶林缺乏打理，苗
木成活率低，要在除虫、技术配方、管
理和育苗等方面下功夫，科技的力量
可以帮助解决大问题。“比如，有个油茶
苗基地一到下雨，种苗就被水淹，我们
给它加盖一层编织袋覆膜，易积水的地

方悬挂矿泉水瓶，就能把水引流到地
上。这个简单的操作可以让种苗成活
率提高20%。”

政策扶持，产业发展信
心满满

站在新干县荷浦乡隆聚洲的堤坝
上，一大片绿油油的枳壳苗迎风招展。
枳壳苗中间的一排排西瓜藤上，结满了
大西瓜。

这里原来低洼、易涝，村民只能不
涨水时种一季短期作物。在省林科院
专家指导下，新干县整治了这片荒滩，
将地面抬升 1米，建排水垄沟，整出了
1200亩土地。

“考虑到荷浦乡盛产中药材枳壳，
我们引导林企种植枳壳，并套种经济
作物。今年套种西瓜，明年套种花生、
南瓜。套种可改良土质，节约人工除
草费用，还可增加枳壳亩产收益。”省
林科院森林药材与食品研究所所长朱
培林说。

流转了荒滩的江西隆聚洲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曹秋芽告诉记者，套
种后，西瓜亩产3000公斤，按照市场价
每公斤2元计算，每亩产可增6000元收
益。而枳壳每公斤售价4元，一株枳壳
树丰产果可达 25 公斤，每亩地平均种
植 40 株枳壳，总计每亩收益可达 1 万
元。“有专家指导，政策扶持，我有信心
让这片荒滩‘生金’。”曹秋芽说。

良种育苗，助力产业提
档升级

“枳壳种植是新干县大力发展的地
方产业。为了助力‘一县一品种’，我
们在新干建立全国第一个枳壳良种采
穗圃，培植我省在全国率先选育出的
两个枳壳优良品种‘新香’和‘新秀’。”
站在新干县枳壳良种生态高效种植示
范基地，省林科院高级工程师黄丽莉
自豪地说，经实验比照，这两个品种增
产均可达到 30%至 50%，品质大幅度提
升，而且药效好，出口价可达到普通枳
壳的2倍。

“良种培育才能高效、可持续生
产，我们就是要推动良种培育和规范
化种植，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黄丽莉告诉记者，全国很多地
方都种有枳壳，但是品种混杂。他们
首次在新干进行“新香”和“新秀”规模
化推广，基地培植面积约3000亩，可以
源源不断提供良种采穗，这将带动新
干县整个枳壳品种更新换代，产业实
现整体提升。“按照今年价格，良种枳
壳中药材每亩可增加 30 公斤，每亩可
多收 600 元。让林农看到实实在在的
效益，才能实现大面积跟种，新干的枳
壳产业才能做大做强，这就是科技的
力量。”黄丽莉说。

据悉，“百团千人送科技下乡”活动
开展至今，各团组确定调研课题 132
个，挂点帮扶林企林农 458 家，组织需
求对接会 337 次，梳理技术需求 1158
项，解决基层实际问题 678 项；线下合
计开展技术培训 425 期，线上以手机
APP“江西林技通”开展 15期技术直播
培训，在线观看人数达 140.84万人次。
永丰县林业局副局长肖东京说，县级层
面林业科技力量短缺，“百团千人送科
技下乡”服务活动及时帮他们解决了科
技指导方面的瓶颈问题，实现了“专家
有技术、林业局有项目、林农有需求”的
三方成功对接。

据悉，下一步，我省将鼓励科技人
员驻县、驻企长期挂点和跟踪服务，将
活动制度化、常态化、精细化，让科技成
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科技助力，让荒滩生“金”
——我省林业“百团千人送科技下乡”活动走笔

本报记者 杨碧玉 实习生 武刚燕 官结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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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乐安县万崇镇古樟湾生态园，工人正在紫薇苗木基地锄草。乐安县立足古村、古樟景点集
群优势，就近打造6000余亩“四季花海”，壮大花卉苗木、休闲康养产业，带动周边村民就业，促进文
化、生态、农业、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四季花海四季花海

专家现场指导林农发展产业。 永丰县林业局供图

宁都县坑背水库安全管理员邓三生正在检查水库水
位情况，并将有关信息上传至“智慧水利”APP。

本报记者 唐 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