俭以养德，俭亦是廉
清朝汤斌任江宁巡抚时，安于清贫，一日三餐常以豆腐汤佐食，人称“三
汤巡抚”。后来，尽管官越做越大，他依然保持简朴的作风，因衣着朴素被称
为“羊裘尚书”。这些衣食住行的小事，看似微不足道，却如同一面镜子，照
见了为官者的做派与操守。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领导干部而言，俭亦是廉。曾国藩曾
告诫子孙，“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
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的确，一个人所吃所穿的，应当与所
做的事、所用的力相匹配，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认可。其实，无论何种身份，正
常人每日不过三餐，起居不过一张卧床。心中的格局与人生的境界，从来与外
在的物质享受无关。
老一辈革命家堪称俭与廉的典范。新中国成立之初，物资匮乏，百废待
兴。毛主席一件毛巾睡衣穿了多年，朱德同志每顿不过是一碗米饭、三小碟
菜、一个汤。回溯历史，从井冈山、延安到西柏坡，从“两个务必”到中央八
项规定、反“四风”，我们党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奢靡享乐。共产党人没
有私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忆往昔峥嵘岁月，对
于在危难中诞生、在艰险中成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崇扬节俭精神又何尝不是
葆有先进性的一个秘诀？
提倡节俭，决非是让干部当“苦行僧”。实际上，与普通群众相比，有些
领导干部在工资待遇等方面并不差。一些腐败分子正是由于丢弃了节俭的意
识，纵容自己的贪欲，结果一步步滑向了罪恶的深渊，最终害人害己、追悔莫
及。说到底，能不能坚守“俭”字，映照着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与精神追求。
一旦放松懈怠，突破了做人做事底线，触碰了纪律法律红线，结局就不是好日
子与苦日子之别了。
“廉不廉，看官员”，干部的生活细节是百姓观察党风政风的一扇窗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管住“舌尖”到看好“车轮”，从中央领导出行带头不封
路到各级干部下基层自掏腰包吃工作餐……那些以前认为不可能做到的，现在
已成常态；那些以前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逐一得到破解。作风建设的巨
变，验证了生活情趣非小事的道理，也警示人们必须从小节入手，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让俭与廉变成为官从政的自觉。
古人云，“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元代任仁发有
《二马图》，画中一瘦一肥两匹马，分别代表勤政廉明的清官和欲望无度的贪
官，耐人寻味的是，其中瘦马缰绳套在马颈上，意味自我约束，“瘠一身而
肥一国”；而肥马的缰绳是松开的，意味脱缰，“肥一己而瘠万民”。以俭立
德、廉洁从政，我们才能真正收紧自我约束，赢得群众的信任和称赞。
（党委办公室摘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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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坚定不移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更有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2017 NO.2 总第117期

水科之声

政策政务



于制度的框架内，规范运行。今年

利剑高悬，始终感到监管的无形压

要抓紧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

力，不敢心存侥幸，也能防止任性

清单，并把清单制定作为减权的过

检查和执法过程中的人为干扰，减

（一）以深化“放管服”改革

程，做到能减则减，除涉及重大安

少监管部门寻租腐败。今年要实现

进一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减权

全和公共利益等事项外，行政审批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

限权是预防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事项原则上都要依法依程序取消。

加快推进跨部门联合检查，这既有

也是政府自身的一场深刻革命。各

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加快

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又可以让检查

级政府和各部门要继续以壮士断腕

制定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清单和

部门相互监督。同时，要加强信用

的勇气，以更加扎实有效的举措，

企业设立后的经营许可清单，确需

监管、联合惩戒，建好用好国家企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企业

保留的实行多证合一、证照联办，

业信用信息归集系统，推动部门

和群众广开便利之门，使政府履职

扩大“证照分离”试点。现在，我

间、地区间涉企信息交换和共享，

更加廉洁高效。

们要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但涉

提高监管效能。要深入推进综合执

一要以清单管理推动减权、

及工业产品的各种审批和许可仍有

法改革，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规范用权。“放管服”改革进行到

很多。有地方同志反映，当前工业

防止重复执法、多头执法和粗暴执

现在，减权限权数量不少，也有显

生产领域需要审批的产品涉及几十

法，减少对企业的干扰。加强智能

著成效。但实践中发现，目前一些

大类，有的地方连化工产品配方、

监管和大数据监管，实现监管全过

领域的审批事项仍然较多，有些保

制造业工艺流程都要审批，配方和

程“留痕”，防止权力滥用。

留的审批事项名义上是一项，但实

工艺是企业的商业秘密，怎么能审

三要以优化服务促进政务清

际上里面还细分了很多小项，成了

批呢？这样做，不仅使企业耗费大

廉。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

“权力套娃”，一些部门自行设置

量时间、贻误市场先机，而且加大

务”，加快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

的这类事项还有很多，有的前面减

知识产权外泄风险、影响企业创新

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形成全国

了后面又以各种名目增加了，特别

积极性，也容易导致寻租。必须全

统一政务服务平台。现在国务院部

是有些审批事项和相关规定已不合

面清理和大幅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

门还有很多信息平台互不联通，要

时宜，精简的空间还很大。这些审

可证，确需保留的要制定清单、严

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通这些“信

批不仅抬高了制度性交易成本，还

格管理，真正为企业创新清障松

息孤岛”。这既能提高企业和群众

有可能产生寻租腐败。因此，简政

绑。对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

办事便利性和效率，也便于监督，

放权改革还要持续深化，最大限度

费和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涉

可以有效减少办事人员吃拿卡要的

把权力压减到位并规范起来，以有

企收费，也要实行清单管理。各类

机会，促进形成便民高效廉洁的良

效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要把全面

清单都要及时公开晾晒，让社会监

好政风。要进一步提升实体政务大

实行清单管理制度作为深化“放管

督，使腐败没有藏身之地。

厅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与网上服

一、坚定不移把政府系统反腐
倡廉工作推向深入

服”改革的重要抓手，建立规范政

二要以创新事中事后监管保

务平台融合发展，能在网上办的都

府权力和责任的“总台账”，将所

障廉洁执法。放权减权的同时，政

要尽量上网，实行“一号申请、一

有权责事项都详尽地列入清单，明

府部门要把主要精力转到加强事中

窗受理、一网通办”。今年要开展

明白白向社会公布。清单之内政府

事后监管上。这两年我们推行“双

“减证便民”专项行动，各种证明

部门必须履职尽责，清单之外禁

随机、一公开”监管，通过随机抽

和手续能取消的取消、能合并的合

止擅自设权扩权，切实把权力置

查加执法公开，既让监管对象头上

并，最大程度利企便民。要努力营

水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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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

仅影响项目进展和民生保障，还会造

步完善并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度，规

“双创”、增就业、加快新旧动能

成年底突击花钱，也容易引发廉政风

范招标人、投标人、评价人、中介

转换的良好环境。

险。对此，一方面要提前充分做好项

机构等相关方行为，加强全过程监

（二）切实管好用好公共资

目论证、审批等前期工作，确保预算

管，严禁通过肢解工程项目、化整

金。公帑不可靡费，每一笔都必须

批复后能够及时拨付，避免“钱等项

为零来规避招标，严防行政力量插

管好用好。要围绕分配、运行、使

目”；另一方面，各类转移支付预算

手干预、代理机构操纵招投标等

用三个主要环节，突出加强管理监

要及时批复，并提高预拨比例。还要

“明招暗定”、虚假招标，对陪标

督，确保资金使用绩效和安全。

加快推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推

串标围标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查

一是预算分配要规范透明。管

行电子化支付方式，减少审核环节，

处、严厉打击。

好资金首先要抓住预算这个“龙

使财政资金及时拨付到位、尽早见

头”，增强预算编制的完整性、科

效。

二要严格政府采购管理。针对
社会反映比较多的政府采购中出现

学性和透明度，将政府收支全部纳

三是资金使用要高效安全。

的价高质次、暗收回扣、效率低下

入预算，做到预算一个“盘子”、

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民生等

等突出问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收入一个“笼子”、支出一个“口

各方面支出需求增加的情况下，

加快完善政府采购制度，规范采购

子”。加快建立健全科学规范透明

决不能让大量资金趴在账上“睡大

行为。加强政府采购的需求管理、

的专项资金分配管理办法，严控新

觉”。要加大力度清理盘活沉淀的

履约验收、评审行为监督，强化采

设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加快专项资

财政资金，对收回的存量资金要加

购人、采购机构和监管部门的内控

金清理整合，大幅压缩小散低效的

快安排使用，避免形成“二次沉

责任，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使采

专项资金，避免资金使用“碎片

淀”。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统筹使

购的产品物美价廉、适配实用，促

化”。加大财政支出优化整合力

用效益，切实解决“打酱油的钱不

进政府采购规范、廉洁、高效。

度，重点清理常年安排、用途固化

能买醋”等问题，特别要支持贫

三要用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的支出。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

今年1月，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降低企业负担。各级政府要坚持过

金试点。要严肃财经纪律，严厉查

建成并开通运行，初步实现了国

紧日子，中央部门要带头，今年一

处“小金库”和截留挪用、骗取套

家、省、市、县四级交易平台系统

律按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一般性

取、贪污侵占财政资金等违法违规

联网。下一步，要继续完善并切实

支出，决不允许增加“三公”经

行为，着力整治公款私存吃利息和

用好这个平台。进一步推进资源共

费，这件事必须说到做到，地方政

用于投资理财谋私利等违规行为，

享，加快推进交易平台与各部门信

府也要尽量压减。要着力打造阳光

为公共资金装上“安全锁”和“防

息系统的对接，并开设审计、监察

财政，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

盗门”。

部门监管通道。进一步推进交易程

全部都要公开预决算。从今年起，

（三）严格规范公共资源配

序、公告、结果等信息公开，今年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在网上设立预

置交易。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

底前要出台各地区公共资源交易领

决算统一公开平台或专栏，将政府

标、政府采购、土地使用权矿业权

域信息主动公开目录。进一步推进

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在网上集中公

等公共资源配置和交易，是腐败问

交易电子化，推动有条件上网的公

开，让群众找得到、看得懂、能监

题易发多发的领域。要创新公共资

共资源通过网络开展交易。进一步

督。

源配置方式，完善市场交易机制，

加强在线监管，依托交易平台，全

提高配置效率和效益，坚决防止公

面记录交易过程，实现智能分析和

共资源配置和交易领域的腐败。

实时监测，推动资源交易阳光化运

二是资金拨付要及时到位。当前
一些转移支付资金预算与项目安排衔
接不畅，在途时间长，到位迟延，不

水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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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更有力举措推动反腐倡
廉各项任务落实



循，严格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

培训中心疗养机构改革，努力降低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坚持民主

行政运行成本。

集中制，坚持“三会一课”等党的

四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组织生活各项制度，用好批评和自

任制。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持

我批评的武器，增强党内政治生活

治责任，政府系统党组（党委）及

之以恒、常抓不懈。各地区各部门

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

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要切实担

要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强化措

性，以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促进作

负起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

施，夯实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到

风转变和廉政建设，着力营造风清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体责任，层

实处。

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认真落实《中

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推动各级

一要讲政治、严纪律、守规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坚持民

领导干部知责明责、守责担责，把

矩。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

主生活会、述责述廉、领导干部个

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

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人有关事项报告等党内监督制度，

处。党组（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

识、看齐意识，自觉同以习近平同

自觉主动接受监督，做到有权必有

第一责任人责任，对本部门本单位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

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其他成员要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要严守政治

责必追究。要将深化“两学一做”

履行好“一岗双责”，抓好职责范

纪律和政治规矩，服从党中央的集

学习教育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

围内和分管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

中统一领导，有令必行、有禁必

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载体，

做到业务工作和廉政建设一起部

止。要把确保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

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扎实推进学

署、一起推进。不仅要抓好本部门

贯彻落实作为重要政治纪律，对党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确保取得

自身的党风廉政建设，还要抓好下

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必须

实实在在的效果。

属单位和所管理的社会团体的党风

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决不允

三要持续推进政风转变。坚

廉政建设，消除工作盲区和薄弱环

许阳奉阴违、做选择、搞变通。己

持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八项规定精

节。要强化责任追究，对失职失责

正才能正人。领导干部要严格自

神，坚持不懈纠正“四风”，注意

行为必须盯住不放，该打的板子要

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党

发现和纠正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狠狠打下去。对党的领导弱化、党

员干部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

方式对待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责任落实不

要求党员干部不做的自己必须首先

等突出问题，紧盯变换花样、潜入

到位，导致“四风”问题突出、腐

不做。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

地下公款吃喝等老问题，坚决防止

败问题严重的，要严肃问责，典型

依法用权，把好用权“方向盘”，

不正之风反弹回潮。严格执行国务

案例要通报曝光；对该问责而不问

系好廉政“安全带”，决不能以权

院“约法三章”，继续从严控制新

责的，也要严肃问责。坚持有案必

谋私，决不能搞特权。注重家庭、

建、扩建、购置政府性楼堂馆所。

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始终以

家教、家风，在管好自己的同时，

对清理腾退出的办公用房和家具

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巩固反腐

从严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

等，要合理调配使用，避免闲置浪

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员，严禁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家属

费。继续精简会议和文件，尽量少

亲友谋取私利，切实在廉洁自律上

发文、发管用的文，取消不必要的

（党委办公室摘编自李克

作出表率。

会，开短会和管用的会，使广大干

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

二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

部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深

作会议上的讲话，有删节）

化党内监督。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

入推进机关后勤社会化和党政机关

编辑：张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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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雷：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以河长制促进河长治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我国
复杂水问题的有效举措，是维护河
湖健康生命的治本之策，是保障国
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是中央作出
的重大改革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今年元
旦，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特
别强调，“每条河流要有‘河长’
了”。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狠抓贯
彻落实，联合召开会议进行部署，
制定印发《意见》实施方案，建立
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开展全方位督
导检查。各地党政主要领导高度重
视，及时作出部署，亲自组织推
动，目前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方案已
经全部编制完成，20多个省份明确
今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总体
看，全面推行河长制起步顺利、进
展较快。
全面推行河长制任务重、要求
高、责任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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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着力落实总书记关于“每条河流要
有‘河长’了”的号令，咬定维护
河湖健康生命这一目标，抓住党政
领导负责制这个关键，突出以问题
为导向这个根本，全力以赴把这项
工作抓实做好，确保2018年年底
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建立河长制。
第一，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
强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河川之危、水源之危是生存环
境之危、民族存续之危，强调保护
江河湖泊，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
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江河湖泊是
宝贵的绿色财富，是生存发展的珍
贵资源。当前，我国新老水问题相
互交织，一些河湖健康生命受到严
重威胁。我们要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
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河湖管
理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
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全面推行
河长制各项工作，推进河湖系统保
护和水生态环境整体改善。

第二，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发
挥河长职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改革的关
键，不仅要亲自抓、带头干，还要
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全
面推行河长制核心是实行党政领
导特别是主要领导负责制，是党政
领导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的直接体
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江河湖泊是流动的生命系统。
河湖之病表现在水里，根子在岸
上。解决河湖管理保护这个难题，
必须实行“一把手”工程。各地要
按照《意见》要求，抓紧明确省市
县乡四级河长，建立党政主要领导
挂帅的河长制责任体系。“河长”
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担任河长必
须立下军令状，做到重要情况亲自
调研、重点工作亲自部署、重大方
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
落实情况亲自督导，真正做到守河
有责、守河担责、守河尽责。
第三，树立问题导向，切实
抓好河湖保护。《意见》以问题
为导向，明确了保护水资源、防

政策政务
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
态以及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执法监督
管理等主要任务。各地河湖自然禀赋
不同，面临主要问题各异，必须坚持
问题导向，从当地实际出发，因地制
宜、因河施策、系统治理，统筹保护
与发展、水上与岸上，着力解决河湖
管理保护的突出问题。对生态良好的
河湖，要突出预防和保护措施，强化
水功能区管理，维护河湖生态功能；
对生态恶化的河湖，要健全完善源头
控制、水陆统筹、联防联控机制，加
大治理和修复力度，尽快恢复河湖生
态；对城市河湖，要划定管理保护范
围，全面消除黑臭水体，连通城市水
系，实现水清岸绿、环境优美；对农
村河湖，要加强清淤疏浚、环境整治
和清洁小流域建设，狠抓生活污水和
生活垃圾处理，着力打造美丽乡村。
第四，强化监督检查，切实严
格考核问责。强化监督检查，严格

责任追究，是确保全面推行河长制
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的重要保
障。要建立河长制工作台账，明确
每项任务的办理时限、质量要求、
考核指标，加大督办力度，强化跟
踪问效，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按时保质完成。要把全面推行河长
制工作考核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考核有机结合起来，与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有机结合起
来，把考核结果作为地方党政领导
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倒
逼责任落实。人民群众对河湖保护
与改善情况最有发言权，要通过河
湖管理保护信息发布平台、河长公
示牌、社会媒体、社会监督员等多
种方式，主动接受社会和公众监
督。
第五，加强协调配合，切实凝
聚工作合力。河湖管理保护涉及上
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涉及不同



行业、不同领域、不同部门。各地
要从全流域出发，既要一河一策、
一段一长、分段负责，又要通盘考
虑、主动衔接、整体联动。各部
门要树立全局一盘棋观念，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协同推
进。各地要抓好河长制办公室组建
工作，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组织实
施、督促检查、推动落实等重要作
用，着力形成齐抓共管、群策群力
的工作格局。要加大新闻宣传和舆
论引导力度，提高社会公众对河湖
保护管理工作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
识，凝聚起全社会珍爱河湖、保护
河湖的强大合力，以推行河长制促
进河长治。
（党委办公室摘编自陈雷
部长《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有删节）
编辑：张萌萌

水科之声

2017 NO.2 总第117期

10

政策政务

开拓创新

突出重点

扎实做好2017年各项工作
文 ◎ 匡尚富

一、贯彻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加快世界一流科研院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出了一系列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
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为
我国“十三五”及长远发展指明了
发展方向、发展路径和发展重点，
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是做
好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去年五月
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总书记
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号
召，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政策、
新举措。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上，
陈雷部长讲话从全局层面和战略高
度，科学研判了水利工作面临的新
形势，深入阐述了治水兴水管水新
思路、新方略，对水利科技创新提
出了新要求、落实了新举措。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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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加强学习、深刻理解、准确

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促进科技企

展经验表明，加强从严治党和党风

把握，加快推进世界一流科研院建

业做强、做大。

廉政建设，确保全院风清气正，是

设进程，重点要在五个方面下功
夫。

4.改善科研创新条件，不断增
强科技创新能力

实现科研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
保证。

一是建设先进的实验平台，推

1.政治坚定。一要坚定理想信

进大型土工离心机、小型振动台、

念；二要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

一是加强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

减灾试验厅建设；二是建设先进的

治上、行动上与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理论研究，找准创新突破的着力点

科研平台，推进国家实验室、国家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要坚定

和研究方向，抓住先机，提出更多

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水利部党

原创性创新成果；二是加强前瞻性

国家水工程抗震与应急工程技术研

组、院党委的决策部署。

研究，树立全球视野，在世界热点

究中心等申报工作；三是建设先进

2.做好表率。一要做一名符合

领域、前沿领域加强研究，增强技

的科研配套设施，重点启动建设南

“四讲四有”标准的合格党员；二

术优势和话语权，树立国际一流科

院青年公寓、延庆科研公寓；加强

要做一名符合习总书记“五好干

研院学术地位和声望；三是加强

南北小区立体停车位建设，集消

部”要求的党的好干部；三要做好

先进技术研发，切实推进水利水电

防、供水、安全等于一体的自动化

创新的表率、高效的表率、担当的

行业科技进步，支撑改革、服务民

监控系统建设等；以五化服务标准

表率、守纪的表率、廉洁的表率。

生、改善福祉。

和智能化社区建设为目标，探索改

3.廉洁自律。一要认真落实

进物业管理服务模式，不断提高物

“一岗双职，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业管理能力与服务质量。

二要严格执行八项规定，狠抓作风

1.找准科技创新突破口，多出
原创性创新成果

2.健全科技管理制度，确保国
家政策在我院落地生根
一是以深入贯彻落实“放管
服”理念为重点，抓住科技项目管

5.发挥综合优势，加快国际化
发展进程

建设；三要严格把纪律挺在前面，
遵纪守法；四要严肃追责问责，用

理的关键环节，健全科技项目和科

一是进一步加大国际交流，实

研经费管理制度；二是以深入实施

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鼓励

“五大人才”计划、鼓励科技人员

科技人才参与国际会议、加大青年

创新创业为重点，健全科技人才管

人才出国短期培训的力度，积极推

理制度；三是以实现科技资源全院

进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和招

共享为重点，健全科技资源管理制

收国外留学生等工作；二是进一步

2017年我院要扎实做好各项工

度。

增进国际合作，继续推进与国外大

作，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一

学、科研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是着力加强科研前期立项论证；二

发挥多个挂靠国际组织桥梁纽带作

是着力加强科研成果质量；三是着

3.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支撑全
院协调可持续发展

好“四种形态”，确保全院风清气
正。
三、扎实做好2017年各项工
作，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一是实施机构改革，加强水电

用，增进交流深度和合作广度，实

力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四是着力加

中心和结构所合并、天津机电所产

现与国际间学术研讨、科研合作、

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五是着力加

业调整并探索资产重组等，推进机

科技骨干短期工作互访合作等常态

强科研平台建设及改善科研条件；

构调整、促进发展；二是实施干

化；三要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积

六是着力加强机构调整；七是着力

部选拔任用改革，加大干部选拔

极开拓科研市场、科技咨询市场、

加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八是着力

力度，积极探索实行所长任期制，

工程技术市场，加快我院水利水电

加强内部管理与服务；九是着力加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推进改

科技走向国际市场。

强科技企业改革；十是着力加强党

革，增强活力；三是深化科技企业
改革，重点包括企业用人机制改
革，院与企业资产关系、项目关系
和兼职关系等改革，科技企业管理

二、突出重点，推动党建工作

的建设各项工作。

提升新水平

（作者为院长）

我院长期高效、稳定、和谐发

编辑：张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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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知行合一

水科声音”

唱响“

文 ◎ 曾大林

国水科院于2011年12月获“全国文明单位”

中

学习龙头作用，开展“好书推荐活动”、主题党日活

称号，20 15 年2月经复查合格，继续保留

动，组织专题讲座、党务干部、处级干部培训班，利

“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多年来，特别

用院“刊、网、栏”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院职工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治

梦”、形势政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实际，不断深化和

极引导干部职工建立共同理想信念，汇聚推动我院精

拓展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

树立新风尚，为中国水科院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和支撑。

二是突出党风廉政教育。组织订阅纪检监察报，
通报典型违纪案例，内网增设“清风正气传家远”栏

一、坚持“三个突出”，夯实文明创建思想基础

目、开展“一句话一辈子”好家规家训征集活动，签
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承诺书，出台院“四禁止一整

一是突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三严三实”

改”、“四不准”规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综

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发挥党委中心组

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一案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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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执纪问责，积极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懂规矩守纪律

余元。组织开展“向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献爱

意识。

心”、“博爱在京城”、“一张纸献爱心”和“扶贫

三是突出职工道德教育。持续办好用好道德讲

日”捐款共计12.1万余元。深化城乡共建活动，协助

堂，根据职工多层次、多方面文化需求，先后举办水

景峪村创建电子阅览室，每年向村困难户发放慰金4万

科讲堂、健康讲座、名家讲坛等，组织开展青年科技

余元。

论坛、文化沙龙、技能培训等，受教育培训人员逾万
余人次，提升了职工文明素养。组织开展先进人物和
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形成学先进、学典型、当模范、
讲文明的良好风尚。
二、坚持“四个深化”，扎实推进文明品牌建设

三、坚持“两个引领”，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活
动
一是坚持发挥文体团引领作用。目前，中国水科
院拥有3个文艺队（合唱队、舞蹈队、乐器队）和10
个体育队（乒乓球队、足球队、篮球队、羽毛球队、

一是深化“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2014年6月，

桥牌队、飞镖队、围棋队、游泳队、网球队、太极拳

先后组织4个试点支部党员到海淀区羊坊店街道中国水

队），共有270余人，院工会积极创造条件，支持文体

科院南院社区开展党员到社区报到工作。目前，累计

团开展活动，培养文体骨干，不断提高竞技水平，并

社区报到党员359人次，举办活动22场次，服务社区群

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吸引更多的职工参与文体活动。

众2200余人次，2016年9月荣获“中央国家机关党建工

近两年内，组织文体团共开展38次比赛和活动，在参

作典型案例”。

加水利部组织的各类比赛中获多项殊荣，并多次代表

二是深化“科技助力节水宣传”青年志愿者活
动。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节水主题公益宣传、农村供

水利部参加国家机关组织的各类文体比赛，取得好成
绩。

水和节水灌溉主题的技术培训，提高公众节水护水意

二是坚持发挥主题活动引领作用。通过举办三八

识、传播先进水文化，2015年获得“第二届中国青年

妇女节“环湖健身大步走”活动、五四青年节“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2016年获得中央国家机关

好书推荐”和征文暨演讲比赛、七一建党节庆祝建党

“青年志愿者优秀项目奖”和“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志

书画摄影展、诗词朗诵会和文艺演出、八一建军节复

愿者优秀项目奖”。

转军人联谊活动、重阳节老人祝寿庆典活动等，丰富

三是深化“为职工办实事”工作。坚持广泛听取
职工意见，解决职工困难和需求，将职工最迫切、最

职工业余文体生活，提高职工幸福感和满意度，展示
水科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关心的问题列为党委督办的实事，认真组织实施，每

创建没有终点，文明永无止境。水科院将认真总

年约十件左右实事。内容包括：办公区wifi全覆盖，

结经验，继续巩固提升创建成果，有效激发干部职工

社区卫生及环境整治，开辟大兴和延庆基地为职工休

创建精神文明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努力使水科院

假提供便利，办公区开设供哺乳期女职工使用的妈咪

成为有共同理想追求、有浓厚道德氛围、有文明社会

小屋，改造基地体育设施和增加活动场所等，受到职

秩序、有更高环境品位的文明单位。

工好评和赞赏。
四是深化“献爱心、送温暖”活动。每年深入

（作者为院党委书记）

工地看望一线职工，开展慰问活动。坚持慰问困难

编辑：陈燕

职工，近两年共慰问职工224人次，慰问金额32.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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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党支部工作考核情况的通报

根

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书记现场述职考核情况纳入年度党

研究院党支部工作考核

支部考核工作，切实推动落实党建

实施细则》（水科党〔

主体责任。2017年1月18日，各党

2010〕28号）有关规定，院党委对

支部书记在年终考核述职中专题汇

院本部所属31个在职党支部2016

报党建工作履职情况，并提交书面

根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年工作进行了考核。现将考核情况

述职报告。院领导与各党支部书记

院党支部工作考核实施细则》规

通报如下：

从党建工作落实情况、中心工作完

定，结合党支部书记述职考核与党

成情况和现场述职表现进行现场评

支部日常考核结果，经院党委常委

分。

会综合考评，确定人事处、办公

一、2016年度党支部考核方式

等必要项目。
三、通报2016年度优秀等级党
支部

为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党支部工作手册》是核查党

室、中水科技监控、泥沙所、爱德

求，结合我院工作实际，院党委采

支部日常党建工作落实情况的重要

总公司、减灾中心等6个党支部为

取党支部党建工作考核与党委综合

依据，从检查的情况看，绝大多数

优秀等级，其余25个党支部为良好

评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年度支部考

党支部对“三会一课”和“四项任

等级。

核工作。一是根据各党支部党建工

务”做到了有计划、有安排、有落

2017年，各支部要以迎接党的

作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其中党支部

实，填写手册人员遵守填写规定，

十九大胜利召开和学习宣传贯彻党

日常党建工作情况占42分，党支部

字迹清晰、记录完整、内容详实，

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以严肃党内

书记现场述职与书面述职考核情况

较好地记录了支部各项工作开展情

政治生活和强化党内监督为重点，

占18分，共计60分；二是院党委

况。在考核工作中也发现一些问

加强党员意识，夯实主体责任，切

依据综合分数评定考核等级，共计

题：一是能够认真完成好院党委规

实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不断

40分。

定动作，但主动创新开展活动少；

提高基层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为

二是一些党支部不重视主题党日活

我院的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和

动的开展，10个党支部全年无主

组织保证。

二、2016年度党支部工作考核
情况

题党日活动；三是少数党支部在填

按照水利部直属机关党委有关

写《党支部工作手册》时记录简

（党委办公室供稿）

要求，2016年我院第一次将党支部

单,缺少支委、党员名单、大事记

编辑：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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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认知对党建工作的影响
与转变分析研究
文 ◎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课题组

以大数据等为核心的新一代信
息技术正在掀起一场社会、经济和
科技变革。正如《大数据时代》作
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指出：
“大数据将开启一次重大的时代转
型。就像望远镜让我们感受宇宙、
显微镜让我们能够观测微生物一
样，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
及理解世界的方式。
当前，“互联网+党建”“智

数据的集成共享、交叉复用形成的
智力资源和知识服务能力，经过收
集、整理、加工、分析等一系列程
序，深度提取有效信息并运用到具
体目标。
大数据之“大”，可以用
“4V+1C”来概括，即 Variety
（多样化）、Volume （海量）、
Velocity （快速）、Vitality（灵
活）以及 Complexity（复杂），

会再将世界看作是一连串我们认为
或是自然或是社会现象的事件，人
类会意识到世界在本质上是由信息
构成的，将世界看作信息，看作是
可以理解的数据的海洋，为人类
提供了一个从没有过的审视现实的
视角，它是一种可以渗透到所有生
活领域的世界观”。孤立的、有限
的、结构化的信息已经转变为联
系的、近乎无限的、非结构化的信

慧党建”“党建云平台”在各地区
的实践，开启了“大数据党建”时
代。因此，科学认识大数据推动党
的建设的意义和方法，有助于进一
步提高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通常，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呈现出三
大特征：⑴不要样本要全体；⑵不
要精确要效率；⑶不要因果要相关
性。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放
弃对因果关系的探索转而关注相关
关系，即需要知道“是什么”，而
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它打破了
千百年来人类的思维方式，提供给
人类认知一种全新的视角。

息，随着信息爆炸式的增长，信息
时代被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基于此，大数据认知将逐渐形成一
套新方法。
一是总体方法。传统的数据分

一、大数据概念与特征
关于大数据的定义，至今没有
一个公认的标准。简而言之，大数
据，或称巨量数据、海量数据，是
由数量巨大、结构复杂、类型众多
的数据构成的数据集合，基于云计
算的数据处理与应用模式，通过

二、大数据带来的方法转变
大数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
是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人类不

析方法以样本为核心，采取抽样方
法，基于统计学的理论，用尽可能
少的数据，证实尽可能大的事实，
即所谓小数据、大模型、大定律。
而大数据总体方法则对样本总体进
行分析，是大数据、小模型、小定
律的新方法。
二是关联方法。强调相关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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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因果性，强调“是什么”而不是

思想状况的发展趋向，有针对性地

大数据认为“一切可数”，为

“为什么”，通过分析量化事物的

开展党员的教育和培训，切实提高

更深层次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提供

数据值之间的关系和变化趋势，在

党员的思想水平。
2、大数据有助于党务管理高

了可能性。把这种思维模式运用到

事物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发现知识
和价值。关联方法打破了人类长久

效便捷

技术传递的瞬时性和信息联通的

党建工作中表现为，大数据信息

以来建立的因果关系思维习惯，指

大数据时代的第二个特征，是

实时性，可以改善以往组织体制中

定关联物，寻找关联关系，发现新

研究大量繁杂的数据使我们不再强

层级关系隐存的交往渠道狭窄、信

规律，已经成为数据决策的重要方

调精确度，而是强调分析数据的效

息审核程序复杂等问题，借助互动

法。
三是在线方法。互连、在线的

率。把这种思维模式运用到党建工

系统，扩宽对话渠道，实现一对一

作中表现为：⑴建立并使用“大数

或一对多的面对面“即时交流”，

大数据具有生命的特征，通过在

据党建”管理平台，形成真实、完

解决党组织、党员、社会群众之间

线，数据被网络上的有权用户和

整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模块使庞杂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同时，大

计算机访问，数据规模和种类随之

的党员基本信息变得清晰明确，实

数据可以迅速归纳、整合某些具体

增长，时时反映现实世界变化的趋

现动态管理流动党员，时时查询党

地区、具体时间、具体人群所最关

势。
四是跨界方法。大数据天然具

费收缴使用情况，加强和规范党内

注或最不满意的问题，以此推动作

组织生活等，显著提高党务管理效

风改进和职能转变，着力整治慵懒

有明确的属性和清晰的“界”，跨

率；⑵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党

散奢等不良风气，有利于提升基层

界使各行各业的数据得以汇聚，大

组织针对性地分析党员的喜好需求

党组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能

数据的价值得以实现，开放数据，

和实践活动，提供特色活动报名、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共同发现价

实时事项提醒、项目管理等服务，

力。
5、大数据有助于反腐倡廉建

值。

同时，还可以通过网上向群众和社

设

三、大数据对党建工作的作用
和影响
大数据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
要领域。当“分析和使用”的数据

会提供在线志愿服务，发挥党员在

大数据时代的第三个特征，不

虚拟网络中的作用，提高服务水平

再一味寻找因果关系，而是要发现

和管理质量。
3、大数据有助于科学评估监

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把这种思维

测党建运行状态

启因果分析模式转变为关联性分析

模式运用到党建工作中表现为，开

大量增加时，大数据的“富矿”资

数据的实质就是记录组织及个

模式，通过大数据在线和共享，同

源对党建工作将产生革命性影响。
1、大数据有助于全面准确、

体相关的各类信息，经过分析和使

步、自动、持续地获得党员干部的

用，引发组织在结构、流程和制度

连续行为数据，改善传统调查方

深入了解党员干部思想状况

等层面的深层次、系统化、整体性

式工作流程，汇集权力相关行为记

大数据时代的第一个特征，是

变革。把这种思维模式运用到党建

录的痕迹，由点成线，逐步描绘权

要我们分析处理相关的全体数据，

工作中表现为，用数据库(包括基

力运行数据图景，借助相关数据的

而不再依赖于随机抽取的个体数

层党组织概况、党员队伍、三会

变化曲线，破解入股分红、证券买

据。把这种思维模式运用到党建工

一课、四项任务、民主生活会、党

卖、特定关系人等新的受贿手段。

作中表现为，大数据通过党员干部

支部工作考核、民主评议、组织生

大数据可以将党内监督从搜集繁琐

日常化数据：浏览的网站新闻、微

活，党费收缴使用、党建工作述职

的事件链中解放出来，便于及早发

博微信、论坛发帖、网站留言及网

报告等数据群组信息) 可以达到党

现或预测腐败问题，重拳出击、标

络言论等记录其“行为轨迹”，分

建工作全面监控的目的，形成全面

本兼治，最大量地减少腐败存量，

析其行为数据，描绘其思维状况，

的、动态的党建工作监控体系，实

遏制腐败增量。

可以帮助党组织了解和把握党员干

现过程性评价，为进一步深化党建

部的思想动态。在更深层面上，利

工作在结构、流程和制度体系等方

用大数据获取信息的快捷方便、灵
活高效的特点，动态追踪和把握某

面进行改革而提供技术支撑。
4、大数据有助于开拓密切干

地区、某行业、某阶段内党员干部

群关系的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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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之窗
数据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涌现

些挑战。诸如大数据意识、数据公

性，“大数据党建”的应用将面临

开与共享、法律保障制度、数据的

力。
3、“个性化”服务。构建以

着各种挑战。
一是技术瓶颈的挑战。与其它

可信性等诸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

基层党组织、党员和社会群众为中

战，有些既涉及技术方面，也涉及

心的服务体系，通过数据挖掘和

领域相比较，“大数据党建”技术的

政策制度方面，有些是关涉数据本

数据分析，对比历史记录的数据和

运用目前仍存在一些困难与挑战，主

身的，有些是当前亟需应对解决

信息，探寻特定相关性，分析心理

要体现在大数据挖掘的四个环节中，

的，有些从长远来看需要格外重

状态和行为变化，追踪分析实时效

即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处理和

视。

果，深度洞察碎片化后重聚发现个

结果的可视化呈现。党建部门信息的
相对独立性和其它行业的垄断性，使
党建数据形成了“孤岛”，造成数据

五、“大数据党建”的路径选
择

性需求和价值，实现 “需求实时
可知”向“需求精确预测”转变，
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法，突出亮

采集技术的缺失、数据处理能力的脆

“大数据党建”是一个渐进的

点，打造特色，破解党建工作难

弱和数据使用的乏力。同时，随着党

过程，从数据库到数据集市，从结

建信息化的发展，数据类型增加，数

构化数据到非结构化数据、从传感

题。
4、“数据进行决策”。“大

据规模壮大，传统的集中式仓储、数

器到云端，从局部可视到全范围感

数据党建”重点在海量数据的计算

据仓库系统迫切需要向分布式处理转

知，从数据抽样到全样本分析，从

技术和自动化支持工具上，识别党

变。

因果关系分析到相关关系分析，这

建工作运行发展趋势，分析现实状

二是人才缺乏的挑战。就人才

些全新的技术和方法，不断提高人

况，确定相应的因变量和自变量，

方面而言，“大数据党建”当前

们的“需求实时感知”和“资源可

不再完全依赖于传统意义上的主观

面临着人才数量短缺而急需类型

判断、定性分析，而是依靠大量数

多样、综合性高端人才的挑战。从

视掌控能力”。
1、构建科学合理的数据平

大数据中获取价值至少需要三类关

台。数据的真实可靠是“大数据党

境中自动运行、量化分析，由数据

键人才队伍：⑴进行大数据分析

建”首要基础，数据基础层必须

生成保障方案。在此基础上找出规

的资深分析型人才; ⑵精通如何申

统一，要对党内基础信息数据加以

律，得出相应的结论，让“软件定

请、使用大数据分析的管理者和分

整合，让相关数据在中间层和应用

义未来、数据进行决策”来指导党

析家; ⑶实现大数据的技术支持人

层进行对接，利用微博平台、微信

建工作，加快实现以数据为基础的

才。此外，由于大数据涵盖内容广

平台、飞信平台、电子邮箱推送平

决策模式。

泛，所需的高端专业人才不仅包括

台、新媒体教育平台、官网平台

当前，党建工作已进入大数据

程序员和数据库工程师，同时也需

等，适时将数据进行共享式、互动

时代。尽管我们在数据挖掘、数据

要数学和统计学家、社会网络学家

式整合，有效突出大数据平台的便

分析、数据保密等方面还存在这样

和社会行为心理学家等。
三是隐私和伦理道德的挑战。

捷性、全能性与实用性。
2、“一幅图”呈现。“大数

那样的问题，但机遇和挑战已经开

个人隐私保护是实现数据采集和分

据党建”始于数据采集，止于数据

有充分地认识和掌握其中的基本规

析的重要前提条件。由于大数据共

呈现，通过数据融合、图层叠加等

律，才能够更加合理地利用，才能

享性，党内的部分重要事项存在着

技术，历经标识、定位、记录、采

够更好地发展“大数据党建”。

被泄密的危险。在海量的大数据

集、传输、挖掘、融合和应用与呈

中，个人信息也像是一组数据在洪

现的全过程，实现党的思想建设、

组

长：陈祥建

焦

伟

流中被广泛传播，一旦在个人隐私

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

成

员：陈祥建

焦

伟

保护方面出现问题，数据挖掘和分

防腐倡廉建设等多源异构数据的全

焦

吕

映

析则面临巨大的法律和道德压力。

面采集、存储与分析，并通过可视

同样，“大数据党建”也将面临着

化技术进行直观的呈现，构成基于

（本文荣获全国党建研究

隐私保护和数据泄露的挑战。

大数据的党建实时态势图，实现党

会科研院所专委会2016年度优

“大数据党建”除了面临以上

建信息的均衡分布和有效共享，提

秀课题成果二等奖）

三方面挑战之外，还面临着其他一

高信息主导的资源重组和优化能

据的归纳与整理，在复杂的动态环

始，我们不能回避，只能面对。只

醒

编辑：陈燕

水科之声

2017 NO.2 总第117期

18 “两学一做”专栏

风清气 正

扬帆前进

——全院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纪实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召开党支部专题组织
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是我院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

一、精心准备：让理论武装、谈心谈话、
查摆问题成为一种自觉

育、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任务。结合
工作实际和支部工作特点，我院把规定动作做到位，

组织谋划充分到位、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到位是专

全面完成了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确

题组织生活会开出高质量、民主评议党员评出好效果

保组织生活会开出高质量、民主评议党员评出好效

的前提和基础。

果。

院党委高度重视，要求院属各基层党组织认真落

截至目前，院属41个基层党支部（32个京内在职

实管党治党责任，采取有力举措抓紧抓实抓好。制定

党支部、3个京外在职党支部、6个学生党支部）全部

下发《关于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召开党支部专

召开了专题组织生活会，完成民主评议党员801名，评

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将会

定优秀党员563名、合格党员238名。

前、会中、会后3个步骤细化成具体工作流程，并设计

水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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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方案、党员登

高。”“我工作效率不高，平时存在拖沓的习惯。”

记表、测评表等，为基层党支部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

党员们结合自己工作情况纷纷进行了自我批评。

依据。

“我建议你要勤学善思，增强文件解读能力。”

院领导班子成员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头参加双

“你应该在管和督上多下功夫。”“我认为你平时工

重组织生活（共计11人次），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

作中创新还不够，希望下一步工作中要开拓思路。”

了所在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并进行指导点评，重在

党员之间进行了相互批评。

强调“要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支部党建的重要抓
手”。

党员民主评议不惟票数，“党员评议不能仅靠一
次民主评议会就确定最终等次，还要结合党员平时表

各党支部积极行动，在组织生活会召开前，以党

现和日常工作情况。”“我们结合党员参加组织生

员大会、党小组会、讲党课和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等多

活、参与志愿服务等情况，在民主评议时通过党员自

种形式，组织党员进一步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评、群众测评、组织评定等程序，使党员评议有了看

会精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得见、摸得着的抓手。”“现在的组织生活会不再是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按照“四必谈”要

过去大家一团和气的场景，有了这些考评标准，大家

求，支部书记与支部委员重点谈、支部委员相互谈、

批评起来想说、敢说，认为说出来对同志有帮助，对

支委与党员分头谈、党员之间彼此谈，普遍开展了谈

工作有作用。”

心谈话；各党支部和广大党员对照党章和“四个合
格”标准，对标定位、比肩看齐，分别采取敞开门让
群众提、虚心听让上级点、面对面让成员帮、晒问题
让大家领等有力措施，查找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党

三、抓好整改：对标落实、发挥作用、达
标争优成为一种追求

员们这样说：“我们对开好组织生活会、做好民主评
议党员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了，参与组织生活的自觉性
也增强了。”

检验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成效，关
键看党员的行动和整改落实的效果。
“这次专题组织生活会，让我受到了深刻的教

二、直面问题：让政治“体检”、红脸出
汗、增强团结成为一种常态

育，明确了自身存在的不足。下一步，我要按照整改
清单，加强政治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发挥党员模范
带头作用。”一位党员如是说。
在对党员评定等次的基础上，各党支部针对组织

“真刀真枪”、不遮遮掩掩、不隔靴搔痒、不当

生活会上查摆出来的问题和意见，逐项梳理，制定出

“老好人”，是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出高质量、民主评

整改清单，明确整改事项、具体措施和完成时限，切

议党员评出好效果的关键。

实做到容易问题立即整改、难点问题合力攻坚、常规

在专题组织生活会中，各支部班子成员主动向自

问题大力推进、新发现问题及时跟进。

己开炮，直面问题、实事求是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严肃认真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加

评，触动思想、解决问题、增进团结、促进工作，带

强和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动广大党员放下思想顾虑、踊跃开展自我批评。

层延伸，党支部主体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大家一致认

在民主评议党员中，每名党员直截了当地指问
题、提建议，营造了风清气正、团结和谐的民主氛

为，党支部是党员群众的“主心骨”，通过评议，广
大党员认清了差距、明确了方向、增添了动力。

围。
“我理论学习不够，总是借口没有时间学习。”

（党委办公室供稿）

“我在工作中不注意方式方法，应该多总结多提

编辑：王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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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日所有机组并网发电的目标，赢得
了业主方的信赖和赞扬。
白俄罗斯当地时间2016年12
月1日21时28分，维捷布斯克水电
站首台机组一次并网成功，并顺利
完成并网后的甩负荷实验。之后，
其余3台机组相继于当地时间2016
年12月7日、14日、21日顺利实现
一次并网成功，维捷布斯克水电站
四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
H9000系统采用全新的分布开
电站全景

放式计算机控制系统，并结合国内

美伦美奂

外先进的计算机硬件技术、软件技
术、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实现

中水科技助力白俄

对维捷布斯克水电站机组的“无人

“三峡”成功并网发电

将调速器系统导叶机械液压控制部

文◎ 王 聪

或功能集成一体，可以有效防止水

值班”（少人值守）和远方监控。
DVG2000系统利用插装阀技术成功
分、桨叶机械液压控制部分、重锤
关机、分段关闭、失电保护等装置
轮发电机组出现俄罗斯萨扬舒申斯
克水电站事故，确保机组经济、安

东欧明珠

白俄三峡

白俄罗斯位于欧洲中心，是一
个内陆国家，与俄罗斯、拉脱维
亚、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等国接

机容量为40MW，以发电为主，兼顾
航运，电站按“无人值班”（少人
值守）设计。
协同合作

优质服务

壤，享有“万湖之国”的美誉，拥

北京中水科水电科技开发有限

有大小河流2万多条，同时也是我

公司（以下简称“中水科技”）为

国“一带一路”战略上重要的节点

该电站提供了先进的H9000 4.0计

国家，维捷布斯克水电站作为中白

算机监控系统和DVG2000数字逻辑

经济技术合作的重点项目，备受两

插装阀调速器。

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
注。

中水科技于2016年8月派彭德
明、郭万森、王聪等三名工程师赴

维捷布斯克水电站位于白俄罗

现场开展技术服务工作。厂房内部

斯维捷布斯克州的西德维纳河上，

装修和施工交叉作业，环境恶劣。

距离维捷布斯克市8公里，是白俄

中水科技工程师们克服困难，不分

罗斯目前最大的水电站，素有“白

昼夜，不辞辛劳，攻坚克难，迎难

俄三峡”之称。电站装设4台10MW

而上，积极配合项目部和参建各方

的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

工作，确保完成了2016年12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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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稳定的运行。中水科技为维捷
布斯克水电站提供的H9000 4.0计
算机监控系统和DVG2000数字逻辑
插装阀调速器，成功解决了由于灯
泡贯流式机组低水头、大流量、机
组转动惯量小而难以控制的问题，
为中水科技在白俄罗斯树立了良好
的口碑。
冰天雪地

撸起袖子加油干

维捷布斯克水电站是中水科技
第一个在高寒地区的项目，也是

中控室

控制枢纽

中水科技调速器在欧洲的第一个
项目，该项目三月四投的成绩，在
白俄罗斯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充分
体现了中水科技秉承“技术先进、
质量一流、优质服务、持续发展”
的理念和实力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技
术服务，对于进一步开拓东欧市场
创造了条件。中水科技将紧跟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立足国内市
场，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促进中水
科技又快又好的发展。
H9000系统

控制中枢

坝后尾水

逐渐冰封

（图：王聪、彭德明、白俄维
捷布斯克电站项目部）
（作者单位为中水科技公司）
DVG2000调速系统

保驾护航

林海雪原

编辑：游艳丽

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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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道德

中国科学院关于科研行为的六大基本准则
及科学不端行为的认定

科研行为的六大基本准则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道德准

的方式予以承认。不得以各种不道德和非法

则，坚持以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创新为民为

手段阻碍竞争对手的科研工作，包括毁坏竞

宗旨的科技价值观，弘扬科学精神，恪守科

争对手的研究设备或实验结果，故意延误考

技伦理，拒绝参加不道德的科研活动。

察和评审时间，利用职权将未公开的科研成

二、遵守诚实原则。在项目设计、数据

果和信息转告他人等。

资料采集分析、公布科研成果，以及确认同

五、尊重知识产权。研究成果发表时，

事、合作者和其他人员对科研工作的直接或

做出创造性贡献且能对有关部分负责的人员

间接贡献等方面，必须实事求是。研究人员

享有署名权，未经上述人员书面同意，不得

有责任保证所搜集和发表数据的有效性和准

将其排除在作者名单之外。对参与一般数据

确性。

搜集的研究助手、对研究团组进行过支持与

三、遵守公开原则。在保守国家秘密和
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公开科研过程和结

帮助的人员和提供设施的单位，可在出版物
中表示感谢。

果相关信息，追求科研活动社会效益最大

六、遵守声明与回避原则。在研究、调

化。在合作研究和讨论科研问题中要共享信

查、出版、向媒体发布、提供材料与设施、

息，提供相关数据与资料。在向公众介绍科

资助申请、聘用和提职等活动中可能发生利

研成果时，要实事求是。

益冲突时，所有有关人员有义务声明与其有

四、遵守公正原则。对竞争者和合作者

直接、间接和潜在利益关系的组织和个人，

做出的贡献，应给予恰当认同和评价。进行

包括在这些利益冲突中可能对其他人利益造

讨论和学术争论时，应坦诚直率，科学公

成的影响，必要时应当回避。

正。对研究成果中的错误和失误，应以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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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不端行为的认定

科学不端行为是指研究和学术领域内的

据为己有。

各种编造、作假、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

四、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中的科学不端

体公认道德的行为；滥用和骗取科研资源等

行为，包括：将同一研究成果提交多个出版

科研活动过程中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其认

机构出版或提交多个出版物发表；将本质上

定标准为：

相同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发表；将基于同样

一、在研究和学术领域内有意做出虚假

的数据集或数据子集的研究成果以多篇作品

的陈述，包括：编造数据；篡改数据；改动

出版或发表，除非各作品间有密切的承继关

原始文字记录和图片；在项目申请、成果申

系。

报，以及职位申请中做虚假的陈述。

五、故意干扰或妨碍他人的研究活动，

二、损害他人著作权，包括：侵犯他人

包括故意损坏、强占或扣压他人研究活动中

的署名权，如将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排除在

必需的仪器设备、文献资料、数据、软件或

作者名单之外，未经本人同意将其列入作者

其它与科研有关的物品。

名单，将不应享有署名权的人列入作者名

六、在科研活动过程中违背社会道德，

单，无理要求著者或合著者身份或排名，或

包括骗取经费、装备和其它支持条件等科研

未经原作者允许用其它手段取得他人作品的

资源；滥用科研资源，用科研资源谋取不当

著者或合著者身份。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

利益，严重浪费科研资源；在个人履历表、

如将他人材料上的文字或概念作为自己的发

资助申请表、职位申请表，以及公开声明中

表，故意省略引用他人成果的事实，使人产

故意包含不准确或会引起误解的信息，故意

生为其新发现、新发明的印象，或引用时故

隐瞒重要信息。

意篡改内容、断章取义。

七、对于在研究计划和实施过程中非有

三、违反职业道德利用他人重要的学术

意的错误或不足，对评价方法或结果的解

认识、假设、学说或者研究计划，包括：未

释、判断错误，因研究水平和能力原因造成

经许可利用同行评议或其它方式获得的上述

的错误和失误，与科研活动无关的错误等行

信息；未经授权就将上述信息发表或者透露

为，不能认定为科学不端行为。

给第三者；窃取他人的研究计划和学术思想

（党委办公室摘编自中科院网站）
编辑：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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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亚洲共识

共商水事大计

——亚洲国际水周执委会会议和亚洲水理事会第四次董事会在京举行
文 ◎ 王妍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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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30日，由水利部主

来自26个国家的115家会员单位，

亚洲国际水周和亚洲水理事会的首

办、我院承办的亚洲国际水周执

其中包括我国水利部、我院、长

要关注。目前相关的主题分别是：

委会会议和亚洲水理事会（Asia

委、新华水务、清华大学和北京

1、水与气候变化；2、饮用水与

Water Council，AWC）第四次董事

大学等。AWC还设有7个专门委

卫生；3、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

会会议在北京成功举行。AWC董事

员会，就水战略决策、智能水管

4、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5、

会成员、亚洲国际水周委员会成

理、标准化、水-能源-粮食纽带

水生态。

员、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80余

关系、水援助计划、水教育以及

人出席会议。与会人员就亚洲水事

知识库与信息传播等开展专项技

相关议题展开广泛深入讨论，取得

术合作。

了丰富成果。院长匡尚富于会前会
见了来访我院的代表团一行，副院
长刘之平、彭静参加会见。

二、广泛讨论相关议题，落实
地区治水行动

三、充分利用国际平台，提升
我院国际影响
我院积极参与了亚洲水理事会
的成立和后续相关活动，认真履行
了董事会成员职责，在理事会筹

聚焦于优先行动计划，亚洲水

备、积极建言技术议题、促进项目

理事会启动了水项目和重点发展领

合作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与

域，以回应亚洲各国特别是发展中

亚洲水理事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水是亚洲各国人民的生存之

国家的需求，吸引了相关方的积极

在此次亚洲国际水周执委会会议和

本、文明之源、生态之要，是我

参与。在亚洲水理事会第四次董事

亚洲水理事会董事会会议活动中，

们发展繁荣的宝贵资源。随着社

会议上，我院作为董事会成员单位

我院积极组织和参与有关活动，大

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膨胀、

参与讨论了2017年优先实施计划

大提升了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

工业化、城镇化、环境污染、全

与水项目，以及亚洲水理事会的未

第一届亚洲国际水周将于2017

球气候变化等一系列新问题交织

来发展等。其中，水项目经当地建

年9月在韩国庆州召开，我院作为第

出现，水资源短缺、水灾害频

议、专门委员会推荐、路线图制定

一主题“水与气候变化（Water and

发、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等

后，由执行委员会组织在目标地区

Climate Change）”的牵头单位，

问题愈加凸显，已成为制约亚洲

实施。优先发展领域则由专门委员

将协同亚洲理工学院、印尼水研究

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瓶颈。

会提出建议，并根据战略行动计划

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热带海洋科学

亚洲水理事会是由韩国国土

进行选择，经讨论加以明确，并作

研究所、亚洲河流生态修复网络等

交通部（MOLIT）和韩国水资源公

为亚洲国际水周的主题议题和主要

单位和机构，进一步开展研讨，落

社（K-water）发起的一个多方利

议程进一步推动。

实水项目和重点发展领域计划。

一、凝聚地区各国共识，应对
亚洲水事挑战

益相关者组织，在联合国已将水

此次在京召开的亚洲国际水周

我院希望以亚洲水理事会为平

议题作为可持续发展17个重要目

执委会会议，是水周召开之前的一

台纽带，进一步加强与亚洲水理事

标之一的背景下，亚洲向国际社

次筹备会。我院代表中国水利科研

会以及成员单位的合作交流，共同

会提出其最关心的水问题，各国

机构，介绍了中国主要水问题及挑

携手解决亚洲水问题。

携手应对水资源挑战，共享技术

战，目前的科研和实践趋势、以及

方案与实践经验，促进“亚洲的

基于示范和适应性管理的水的新政

（作者单位为国际合作处）

可持续增长”，对全球经济社会

策和制度。来自柬埔寨、泰国、越

编辑：游艳丽

发展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

南以及亚行的代表也分别进行了交

现有着重要影响。目前，AWC已有

流发言和讨论。“亚洲水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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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所承担的两项“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顺利通过验收
2017年3月16日，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

料齐全，同意通过验收。

司在北京主持召开会议，验收了 “十二五”

“灌区高效节水灌溉标准化技术模式及设

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大型灌区节水技术及设备

备”课题历时5年，研制出节水灌溉设备6套，

研究与示范”课题二 “灌区高效节水灌溉标

提出适用于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喷灌、微灌及

准化技术模式及设备”及课题四“灌区农田除

精细地面灌溉水肥高效利用模式12套，建成

涝抗旱减灾关键技术”。

示范区26000亩，田间水利用效率和肥料利用

“灌区农田除涝抗旱减灾关键技术”课题

率显著提高，增产效果显著。发表论文60篇，

采用调研、试验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历

其中SCI、EI收录25篇，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8

时五年系统研究了灌区农田除涝抗旱减灾关键

件，实用新型专利4件，软件著作权6件，编写

技术，共发表期刊论文34篇，获发明专利4项、

地方标准1项，参编国家标准（报批稿）5项，

实用新型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6项，参与修订

培养研究生44人。课题主持人获国际灌排委员

技术规范2部，培养博士生6名、硕士16名。成

会节水技术奖和美国农业与生物工程学会微灌

果已在江苏高邮、湖北漳河等灌区得到应用，

奖。

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显著。

验收专家组听取了课题主持人李久生研究

验收专家组在听取课题负责人王少丽教授

员作的关于研究成果和经费使用情况等内容的

作的关于课题成果和资金使用情况等内容汇报

汇报，对提交的技术文件进行了审阅，经质询

后，对提交的技术文件进行了审阅，经质询和

和讨论，一致认为该课题全面完成了任务书规

讨论，一致认为提交的成果报告和技术文件资

定的内容，达到了预期目标，同意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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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牵头的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京津冀地区地下水
饮用水源地基础资源环境状况调查”获批立项
近日，科技部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础水文地质和环境调查，利用先进科技手段，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 2017年度项目立项通

全面、系统、动态地评估和预测该地区地下水

知，我院牵头的“京津冀地区地下水饮用水源

饮用源地及保护区的安全状况，分析水循环变

地基础资源环境状况调查”项目获批立项。

异等新因素影响，建立全面服务地下水饮用水

未来气候变化、水循环变异、南水北调替

源地管理保护和科技创新的资源环境数据库及

代、京津冀一体化改革等变化环境下，京津冀

信息平台，分类提出京津冀地区地下水源地管

地区地下水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面临更多新风

理与保护建议，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水

险和新挑战。该项目通过地下水饮用水源地基

安全保障的重要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黄河流域水沙变化机理与趋势预测”项目
2016年度学术交流会在京召开
3月30日-31日，由我院胡春宏院士负责

认为项目管理机制健全，措施有力，能够按照

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黄河流域水沙变化机理

任务书要求及年度计划安排稳步推进，各项工

与趋势预测”项目（以下简称“黄河水沙项

作有序开展。各课题能够紧密围绕课题研究目

目”）2016年度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召开。中国

标开展各项研究工作，实施方案详尽可行，年

科学院刘昌明院士、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度计划执行有力，进展性成果丰硕，能够为课

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宁远教高、水利部水利

题乃至项目目标实现提供关键保障。此外，与

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原副院长梅锦山教高、清华

会专家还针对各课题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

大学张红武教授等专家到会指导，科技部21世

今后应关注的重点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意见。最

纪议程管理中心周斌副处长出席交流会。项目

后希望项目能够顺利开展，并期待通过国家重

组成员共计8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项目负责

点研发计划的实施早日为我国治黄事业可持续

人胡春宏院士主持。

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胡春宏院士首先从项目总体目标、年度计

黄河水沙项目启动近7个月以来，项目及

划执行情况、年度进展及下一步工作重点等方

课题先后组织野外调查累计10余次；先后组

面向与会代表做了简要介绍。科技部21世纪议

织召开项目集中办公会4次，协调商讨典型流

程管理中心周斌副处长对项目进展及取得的科

域选择、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等问题；共发表论

研成果给予充分肯定。随后，9个课题负责人

文40篇，其中，SCI/EI 21篇；申请发明专利3

分别汇报了课题研究进展，同时每个课题筛选

项，获软件著作权4项。以上成果的产出为推

了2项进展性成果做大会重点交流。与会专家

动重大科研成果产出提供了重要保障。
编辑：王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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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感悟

勤于学、慎于微、敏于行
文◎孙 锐

根据工作需要，2013年6月至2016年9月，

改，确保不出现错误。

我从院科研计划处借调到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

三是敏于行，实践出真知。理论需要到实

技司，主要从事水利科技项目及科技成果管理

践中检验，工作经验需要在实践中学习积累。

工作，重点完成以下几项任务：一是水利部公

实践要体现在对工作的落实上，体现在抓落

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立项申报，二是水

实的行动中。首先是快速，个人工作的完成情

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成果管理，

况直接关系到机关工作效率的高低，因此要具

三是“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立项申

有强烈的时间观念，以行动上的快捷争取工作

报。

上的主动，不断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其次是细

三年来，通过领导的言传身教和同事之间

致，要有不厌其烦的韧劲，无论是起草、校对

的经验传授，我受益颇多，简单总结为“勤于

文件，还是统计数字、受理电话、办文办事，

学、慎于微、敏于行”。

都要有耐心，不怕麻烦，不怕吃苦，对有些重

一是勤于学，在学习中提高业务素质。科

要的工作甚至必须做到精雕细刻。

技处工作任务繁重，涉及面广，时效性强，要

借调过程中，我经历了从初始的激情澎

求我们坚持不懈地加强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的

湃、踌躇满志，到遇到困难时的彷徨困惑，再

学习，积极了解各项工作制度和规范程序，掌

到后来重拾初心、砥砺前行的思想历程。当任

握水利科技管理的主要内容和工作方法、提升

务顺利完成，工作得到各方认可，那些曾经的

业务工作和组织协调能力。同时，要学习汲取

汗水、苦闷都化为浓浓的温情和满满的回忆。

好的经验和做法，虚心向领导和工作经验丰富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借调期间的“所感、所

的同事学习，在实践中指导自己的工作。

悟、所得”化成一种动力，继续保持严谨细致

二是慎于微，养成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不断创新

日常工作中，我们面对的可能只是简单的数据

的工作精神，努力学习，不断实践，为我院

统计、文稿起草等一些琐碎的事情，看起来是

“十三五” “六个一”具体目标做出更大的

小事，但实际上能反映一个人的风貌、工作作

贡献。

风和精神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对工作要严谨细
致，从小处严格要求自己，比如上报、下发文

（作者单位为科研计划处）

件材料的时候，无论大小，都要认真推敲修

编辑：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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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青春献给你
文◎梅 超

一首《成都》，唱出了多少人的向往与怀念，美好的祈愿还
有那沉甸甸的情怀， 恰好寄存在歌声里, 让我们一起倾听水科院
版的成都……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中国水科院。

让我掉下眼泪的

不止毕业的哀愁

让我依依不舍的

不止导师的挥手

岁月匆匆过，这里的时光宁静如水
xuanch@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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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科还能待多久

转眼几个春秋

让我感到安心的

是江河安静流

烦恼总是为研究
玉渊潭边沿河柳

珍贵的情谊

在那座高耸的大楼里
水科

水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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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是论文接收
期待着我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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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在水科的院里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花都凋谢了

依然守候

这个从未忘记 是在行走奋斗的路上 从未忘记我们心中的成
都 那就是我们的理想之城 城里有我的事业，有我的家人，有我
的爱人，有我的理想

这个守候是我们对理想的坚持 无论风霜雨雪 花开花落 论文
接收还是烦恼的研究 我们一直坚持对理想的守候

丰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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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凝望我的明眸

我会牵着你的小手

走到主干道的尽头

拥抱那温暖的小楼

大兴实验基地参观

趣味运动会的风采

16级新生消防参观

中国水科院，带不走的只有你

（作者为院2016级博士生）
编辑：王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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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梦
文 ◎ 庞昌俊

高峡平湖梦，报国献丹心。
课究沙和水，兴利为人民。
亲睹平湖现，慰藉梦成真。
誉卓西天出，功业励后人。

（作者为我院退休职工）
编辑：王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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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组诗
文 ◎ 王小红

一

转首万事空
你在何处轮回

三

今夜，我是你的玛吉阿米

余我在风中憔悴

宝相隆生庄严气，

是你头顶星空永夜闪亮的星子

那一世

俯瞰古今万户侯。

每到月圆夜

你转山转水转佛塔

可怜世人看不穿，

当清辉洒满这座黄色的小楼

只为与我相遇

土作金来麻作绸。

我会在这里伫足等待

这一世

我祈求你的降临

我转山转水转佛塔

祈求永恒的宁静

与你修一个来世

300年，我从不曾离开
任眼泪汇成玛旁雍错
任思念堆成喜马拉雅

四
荒野连带陌，

二

秋水涨秋池。
魂梦同归去，

你说，不负如来不负我

浮日白云看不尽，

你说，升起风马守候我

碧水苍山万里重。

可是，我的雪域之王

瞬息万变乾坤动，

（作者单位为泥沙所）

你终是站在我到不了的地方

虚虚渺渺复空空。

编辑：王婉莹

情如烟，袖底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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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资格条件者依次轮流，或是

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

“签选”。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数

的作用。自古以来，水资源的管理

情形下，并非由全体相关水户直接

就是我国引水灌溉农业区域社会发

选举，而是在“合渠公举”的名义

展的核心议题之一。以渠长为中心

下，由渠道各受益村的一些“代表

的基层水利管理也成为众多研究者

人物”聚议推举出来的。

关注的问题。渠长是北方引水灌溉

渠长的任期有多长呢？一般情

农业地区处理基层水利事务的核

况下“治水之长，一年一更”，也

心力量。《新唐书 百官志》中记

允许“蝉联接充”。山西《洪洞县

载：“京畿有渠长、斗门长”。渠

水利志补》录《涧渠渠册》规定:

长这一称谓因地区、因职级说法存

“本渠渠长二人、沟头三人、巡

在一定差异，如管水乡老、水利乡

水三人，一年一更。”《普润渠渠

老、水利老人、渠正、渠长、 水

册》规定:“每年各村公举有德行

利、渠甲、水首等。

乡民一人，充为渠长”。《均益渠

渠长的运作推举方式

渠册》规定:“每年掌例按册内夫
例》规定:“各河渠甲一岁一更,不

轮流担当。渠长一方面承担着维护

得历久充当。”《民勤县水利规

灌区水权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有以

则》第二十六条:各渠渠长由水利

权谋私的机会，为了防止渠长因水

委员会遴荐，并由县政府核委，岔

营私，无端生事，对于渠长当选人

沟长副及渠干事由渠务会议公选，

员具有各种规定。

并呈请县政府核委，任期均为一年

谁来当渠长？各地具体规定不

并得连任一次或二次。从目前所看

同，但多注重家道、人品、能力

到的资料，大多数地方采取一年一

等。《唐六典》“都水监”条中记

次，或两年一次更换渠长的方法。

载“每渠及斗门置长各一人”其

轮番更换渠长既是防范水案、擅权

注云“以庶人年五十已上并勋官及

营私的举措，同时也是上、中户间

停家职资有干用者为之”。这就

平衡水资源管理权的办法。

说明作为基层的水利管理者，渠长
和斗门长应该由年龄在五十岁以上

渠长的水利职责

的庶人、勋官和赋闲官员担任。山

清乾隆年间《重修肃州新志》

西《重修通利渠册》中对选举渠长

载：“若无专管渠道之人，恐使

的规定是“务择文资算法粗能通

水或有不均，易已滋弊”。可以见

晓，尤须家道殷实、人品端正、干

选拔专职、尽责的渠长进行水利管

练耐劳、素孚乡望者，方准合渠举

理，对引水灌溉地区公平用水、化

充”。由此可见，选择渠长的基本

解水利纷争以及实现基层社会治理

原则大体上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为

就显得尤为重要。可见渠长承担主

“家道殷实”， 一为本人能孚众

要责任是处理基层水利事务，如渠

望。

道修建与维护、分水与均水、议定

如何选举渠长？一般情况“公

万金红
◎

渠长通常在一定范围内产生，

文

头名次一位轮膺”。《晋祠志·河

渠长与古代基层灌溉水利管理

水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

35

水规，以及处理水事纠纷等。

推”、“公举”是比较常见的方

（一）渠道修建与维护。渠道

式。推选方式包括逐届临时推举，

疏浚是渠长的重要职责，通常情况

水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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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渠道疏浚修缮工作由渠长负责，
较为大型的或者比较重要的灌区枢
纽性节点工程由渠长上报县衙，由
县府主持修建，耗银比较多的时
候，县府还会拨付一定的经费支持
工程建设。基层小型的灌溉水利工
程的修建、开凿、疏浚等工作往往
由基层的渠长发起，“近渠得利之
民，分段计里合力公修”。一般情
况下，修建小型渠坝所需经费由渠
长和受益区民众自行筹集。修渠筑
坝后，“各坝水利乡老务于渠道上
下不时巡视，倘被山水涨发冲坏，
或因天雨坍塌以及淤塞浅窄，崔令
急为修整不得漠视”。可见，渠长
还需要承担渠道水利工程的日常巡
查工作，及时发现并处理险情，确
保渠道通畅。渠道管理工作也因时
而异。如春季清明前后渠长带领民
众挑修渠道堤岸，遇有溃决、渠
道淤积水流不通以及渠沿堤岸颓
壤时，随时用柴草、树枝、沙石加
以修补，以备开渠。雨季到来时，
如遇水涨或闸坝坍塌、渠水泛滥，
则“需巡查修筑”。秋收后往往集
体修浚渠坝以备来年春耕。冬日风
多，“或飞沙堆积沟渠壅塞，则加
以挑浚”。
（二）水资源分配是最为棘手
的问题，灌水时节分水与均水是灌
区内部社会治理的头等大事，处理
不好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和问题，偷水盗水而引起的纠纷

渠长还会派水夫在分水堰口下游监

轮流浇灌，夏秋二禾赖以收稔”。

常演发为械斗。《广平渠渠册》记

督。《敦煌县志》记载敦煌县分水

（三）订立水规。水规是公平

载乾隆三十六年梁家庄大户马致恭

过程如下“渠正二名总理渠务，渠

用水的制度保障，议定水规成为渠

等“横筑截垫, 霸水坏渠, 害及万

长一十八名，分拨水浆，管理各渠

长的另一重要职责。一般而言，水

姓”，由经总渠长王荣先将其控告

渠道事务，每渠派水利一名，看守

规的议定需由渠长、绅耆、士庶代

于官之事。一般情况下，开渠分水

渠口、议定章程。至立夏日禀请官

表等共同商议决定，县府一般不参

时节，渠长全面负责分水事宜，县

长带领工书、渠正等至党河口，名

与，水规议定后还需上呈县府。为

府和地方士绅代表也会亲自监督。

黑山子分水，渠正丈量河口宽窄、

确保水规的有效性，往往刻水规于

分水时渠长根据事先订立的水规进

水底深浅、合算尺寸、摊就分数，

石碑之上，立于水渠之旁。如果

行，确保水量分配公平。有的时候

按渠户数多寡公允排水，自下而上

水规遭人破坏，致用水混乱，于是

水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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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渠长作为主管分水的基层官
员处置水利纠纷的责任日益明确。
《镇番县志》对渠长处理水利纠纷
的基本原则记载到:“夫河渠、水
利固不敢妄议纷更，尤不可拘泥成
见，要惟于率由旧章之中寓临时匀
挪之法，或禀请至官，当机立决，
抑或先差均水以息争端，毋失时、
毋偏枯斯为得之，贤司牧其知所尽
心哉”。即渠长在处理水利纠纷
时，既不能随意妄议纷争，又不可
拘泥成见，需在“率由旧章”的基
础上灵活处理，赋予渠长在水利纠
纷处理中较大权力。日常小型水利
纠纷由渠长根据水规全权处理，若
水案较大难以断决，则需上奏官
府，由渠长作出案件报告报呈县府
批示，其总的原则即为“毋失时、
毋偏枯”。
总体而言，古代渠长的职责明
确且具体。一地的水渠名目、里
数、如何修渠、在哪里修渠、分
水、日常修浚、水利纠纷的调处等
皆由渠长具体负责。而州县长官则
为督率者，如农闲时监督分水、批
准修渠、拨付水利经费等。就像
《甘肃通志稿》所载，渠长“应查
明境内大小水渠名目、里数造册
通报，向后责成该州县农隙时督
率……或筑渠堤，或浚渠身，或开
支渠，或增木石木槽，或筑坝畜泄
务使水归渠中，顺流分灌，水少之
合渠绅衿、农约、渠长、坊甲等人

年份，不遵水规、违规浇灌之事多

年涓滴俱归农田，水旺之年下游均

“公到会所”，重新议定。水规议

发。民众对分水一事亦甚为重视。

得其利，而水深之渠则架桥以便行

定之后，下游支渠水利还需不时劝

公平分水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重大

人。其平时如何分力合作，及至需

谕化导农民“不得强行邀截混争”

事件。历史上陕甘地区水利纠纷是

水如何按日分灌，或设水老、渠长

遵守水规，防止民众强占混争水

当时诉讼事件的主体，“河西讼案

专司其事”。

源。

之大者莫过于水利，一起争端连年

（四）渠长在水利纠纷的处理

不解，或截坝填河，或聚众毒打，

（作者单位为减灾中心）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水利纠纷

如武威之乌牛高头坝，其往事可鉴

编辑：陈燕

的调处，实现用水秩序的和谐和基

已”。一定程度上，水利纠纷成为

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在比较枯水的

当时当地社会矛盾的主体。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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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水科之声》2016年度优秀作品评选结果揭晓
2016年度《水科之声》优秀作品于日前评选揭
晓。按照评选要求和评选标准，本次评选活动分文

6、《唱响雪域高原的水科赞歌——西藏自治
区一线水科人侧记》

字作品和摄影作品进行评选。文字作品评选范围为

作者：张萌萌（党委办公室）

本年度《水科之声》原创稿件，其中已在其他活动

刊号：2016.4

中获奖的稿件不纳入参评范围。摄影作品评选范围
为《水科之声》封底封面刊登的原创作品，已在其
他活动中获奖的稿件不纳入参评范围。
经各单位新闻负责人、新闻通讯员投票，《水

7、《辛勤工作报效祖国65年的回忆》
作者：朱伯芳 （结构所）
刊号：2016.5-6

科之声》编委会讨论，并报院党委审定，评选出优

8、《〈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的历史记忆》

秀文字作品12篇、优秀摄影作品1篇，获奖名单如

作者：谭徐明（院总工办）

下：

刊号：2016.1
一、优秀文字作品

1、《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精神
努力开创“十三五”水利科技工作新篇章》
作者：匡尚富（院长）
刊号：2016.1
2、《以全面从严治党为统领 开启党建工作新
征程》
作者：曾大林（院党委书记）
刊号：2016.1
3、《深入学习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 致
力打造世界一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作者：匡尚富（院长）
刊号：2016.3
4、《以水寄情系广南——赴云南省广南县开
展水利技术调研有感》
作者：尚静石（办公室）
刊号：2016.2

9、《勿忘初心》
作者：田继雪（岩土所）
刊号：2016.1
10、《水科精神“求实创新”之我见》
作者：刘迪（牧科所）
刊号：2016.4
11、《难忘的老工匠——任爷爷》
作者：吴彩丽（水利所）
刊号：2016.4
12、《经世致用：水利史所的前世今生》
作者：万金红（减灾中心）
刊号：2016.5
二、优秀摄影作品
《大地飞歌》
作者：李磊（院工会）
刊号：2016.3（封面）

5、《科研管理中的“PDCA”循环》
作者：王丽霞（牧科所）
刊号：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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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行河长制

39

中国治污新举措

河长制，即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

general of the Xiushui County Winter Swimming

责辖区内河流的污染治理。河长制是从河流水质改善

Associa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his fellow

领导督办制、环保问责制所衍生出来的水污染治理制

members discovered that slaughterhouse (屠宰

度，目的是为了保证河流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河清水

场) waste was being dumped (倾倒) in the Xiuhe

洁、岸绿鱼游的良好生态环境。2016年12月，中共中

River, where they usually swim, they reported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

the matter to the local authorities.

制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Although they didn't expect sever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respond immediately
(立即), that's what happened; the waste

In November, when Wu Zhiguo, secretary-

was quickly cleaned up and the owner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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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ughterhouse was detained (拘留) and fined (罚
款).

If the system had not been implemented,
there was a high possibility (可能性) that some

The change happened at the end of 2015,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bodies of

after Jiangxi established the river chief system

water would be shelved (搁置) if the project

(河长制), which requires officials (官员) at every

required a coordinated (协调) approach from

level of government to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a number of departments, according to Luo

(责任) for the protection of rivers and lakes in

Xiaoyun, head of Jiangxi's Water Resources

region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管辖范围).

Department and also director of the provincial

In Decemb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leased

river chief's office.

a document ordering the system, which is linked

However, many responsibilities overlapped

to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绩效考核) of top

(重叠), and the lack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officials, to be established nationwide by the end

departments, and the people in charge of rivers

of 2018.

and different sections of the same rivers resulted

Kuang Sailin, director of the Xiushui county

in management loopholes (漏洞).

animal husbandry (畜牧业) and fisheries (渔

With the system in place, all the problems

业) bureau, said the system integrates resources

can be solv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op officials

well and has helped to solve thorny (棘手的)

acting as river chiefs. Joint conferences are held

problems. To prevent pollution, livestock farms

whe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牲畜养殖场) are prohibited in a radius (半径) of

overlap and are the cause of unresolved (未解决的)

1 km from the Xiuhe River and 500 meters from

problems. If a consensus (共识) is reached, the

a tributary (支流) in Xiushui.

river chief's office will notify all departments to

However, some of the farms were built

take action as agreed; if not, the river chief, or

before the regulation was enacted and a large

even the general river chief, will have to make a

amount of compensation (赔偿) had to be paid to

decision, which they must implement.

close or move them, Kuang said. "Without the

Leng Fenhua, river chief of the Wulingshui

river chief system, my department could never

River in Xiushui, said the system has put him

have closed or moved those farms because w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seek cooperation from

don't have the money to pay compensation," he

departments he doesn't control.

said. "Under the system, the county head is the

China's unbalanced (失衡的) industrial

river chief, and he's in a position to mobilize

structure has hindered (阻碍) the prevention

almost all the county's resources."

and control of water pollution in many regions,

Six livestock farms, one of which bred (饲

and local governments face a choice between

养) 100,000 pigs every year, were closed, while

developing the economy or protecting the

many others installed (安装) new sewage-disposal

environment. With top officials now accountable

facilities (污水处理设施). The county government

as river chiefs, the system will help to change

paid compensation to those affected, he said.

the nation'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better protec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document required

the environment, he said.

a bureau to be established for river chiefs at or
above county level. The bureau is responsible

（国际合作处 蔡金栋 摘编）

for specific river protection efforts and also for

（责任编辑：王禄）

implementing (实施) the river chief's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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