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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开发事

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式启动了全国范围内有计

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

就，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地区面貌显著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期推进扶贫

开发工作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2013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机

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

号），提出了以“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为核心的六项工作

机制，部署了新阶段扶贫开发十项重点工作。2015 年 11 月，

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和全局的

高度，深刻阐述了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目标任

务和重大举措，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时间节点，努力

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

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脱贫。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发﹝2015﹞34 号），对

“十三五”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一系列

重要指示，按照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部署，水利部全

面加强水利行业扶贫工作。根据水利部扶贫领导小组工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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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由水利部规划计划司、水库移民开发局牵头，有关司局

参与，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具体编制《“十三五”全国水利

扶贫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加强水利扶贫顶层

设计，科学指导全国水利扶贫工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提供水利支撑和保障。 

2015 年 11 月，水利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十三五”全国

水利扶贫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启动《规划》编制

工作。《规划》深入分析了贫困地区水利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对“十二五”期间水利扶贫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总结，开展了

“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水利需求的摸底调查，并按照《中国

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十

三五”时期脱贫攻坚新要求，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水利扶贫的

总体思路，并结合需要与可能，在与相关省区进行对接，与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等进行

协调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水利扶贫主要任务和保

障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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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情况 

    一、自然地理 

规划区国土面积 469 万 km2，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2，

涉及 22 个省级行政区、166 个地级行政区、832 个县级行政

区，约占全国总县数的 1/3，涉及行政村 18.88 万个，其中贫

困村 7.8 万个，占行政村总数的 41%。规划区自然条件恶劣，

生态环境脆弱，大多属“老、少、边、山、穷”地区，以山地、

丘陵为主，山高、坡陡、谷深，平原面积仅 42.46 万 km2，

占规划区国土面积的 9%。规划范围内 50km2以上河流 24416

条，占全国（45203 条）的 54%。规划区基本情况见表 1-1。 

表 1-1 规划区基本情况 

片  区 贫困县数（个） 行政村（个） 
国土面积 

（万 km
2
） 

燕山-太行山区 33 9484 9 

吕梁山区 20 6329 4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19 2783 11 

大别山区 36 13429 7 

罗霄山区 23 5327 5 

秦巴山区 75 27984 21 

武陵山区 64 22554 16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80 13370 20 

乌蒙山区 38 8790 11 

滇西边境片区 56 7507 19 

六盘山区 61 14288 16 

西藏 74 5453 120 

四省藏区 77 6848 100 

新疆南疆三地州 24 4205 46 

14 个集中连片地区 680 148351 405 

片区外贫困县 152 40440 64 

合计 832 188791 469 

    二、经济社会 

2014 年，规划区总人口 3.04 亿人，其中农村人口约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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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占规划区总人口的 80%；城镇化率仅为 20%，远低于

全国平均 55%的水平；贫困人口约 5147 万人，占规划区总

人口的 17%。各片区贫困人口分布图见图 1-1。 

 

图 1-1  各片区贫困人口分布图 

规划区国内生产总值（GDP）5.54 万亿元，约占全国

GDP 总量的 1/10，人均 GDP 为 1.8 万元，仅为全国人均 GDP

的 39%。规划区一、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百分比分

别为 23：43：34，农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三产业

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规划区财政

收入 4367 亿元，人均 1434 元，仅为全国人均水平的 1/10；

粮食总产量 1.65 亿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27%。 

规划区耕地面积约为 5.76 亿亩，其中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约为 2.06亿亩，耕地灌溉率仅为 36%，比全国平均水平（53%）

低 17 个百分点。节水灌溉面积约为 8612 万亩，占农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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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面积的 4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高效节水灌溉工

程面积约 3952 万亩，占节水灌溉面积的 46%。规划区经济

社会情况见表 1-2。 

表 1-2 规划区经济社会情况 

片  区 

人口（万人） 

地区 GDP 

（亿元） 

财政 

收入 

(亿元) 

粮食 

产量 

(万 t) 

耕地 

面积 

(万亩) 

农田有

效灌溉

面积

(万亩) 

节水灌

溉面积 

(万亩) 总人口 
农村 

人口 

贫困

人口 

燕山-太行山区 1110 951 237 2034 188 476 1771 885 414 

吕梁山区 403 335 118 633 71 174 1480 79 27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697 524 125 1423 98 1905 5679 1799 963 

大别山区 3614 3130 387 5013 342 1933 3800 2582 631 

罗霄山区 1162 950 141 1908 125 466 794 609 138 

秦巴山区 3451 2808 567 6171 484 1453 4009 902 479 

武陵山区 3288 2508 577 5518 438 1279 4441 1504 433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2562 1860 597 4545 352 897 5221 1320 685 

乌蒙山区 2118 1677 416 2914 277 795 3696 594 294 

滇西边境片区 1555 1266 221 2677 261 742 4007 1191 409 

六盘山区 2135 1790 409 3206 198 999 5155 937 637 

西藏 318 236 236 921 46 87 551 326 100 

四省藏区 558 409 74 1991 244 135 802 295 49 

新疆南疆三地州 734 452 198 976 72 418 1134 1328 534 

14 个集中连片地区 23705 18896 4303 39930 3196 11759 42540 14351 5793 

片区外贫困县 6734 5269 844 15465 1170 4787 15092 6256 2819 

合计 30439 24165 5147 55395 4366 16546 57632 20607 8612 

    三、水利发展现状 

    （一）水资源量 

规划区总体水资源较为丰富，水资源总量为 15722 亿

m3，约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58%，人均水资源量 5165m3，

耕地亩均占有水资源量 2728m3，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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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个片区水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其中北方的大兴安岭南

麓片区、大别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六盘山区人

均水资源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00 m3）。各片区人均水

资源量分布图见图 1-2。 

 

图 1-2  各片区人均水资源量分布图 

    （二）水资源开发利用 

规划区整体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供水能力严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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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规划区总用水量 1045 亿 m3，其中农业用水量 826 亿 m3，

工业用水量 97 亿 m3，生活用水量 103 亿 m3，生态环境用水

量 19 亿 m3，分别占总用水量的 79%、9%、10%、2%。规划

区 2014 年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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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规划区 2014 年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片  区 
年降水

量(mm) 

水资源 

总量 

(亿 m
3
) 

供水量(亿 m
3
) 用水量(亿 m

3
) 

总供 

水量 

其中： 

地表水 

其中： 

地下水 
农业 工业 生活 

生态 

环境 

燕山-太行山区 414 69 24 8.7 15.2 20 2 2 0.3 

吕梁山区 500 18 3 2.2 1.0 2 0.3 1 0.1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456 108 53 25.4 19.1 39 2 2 2 

大别山区 1091 400 83 57.1 26.4 63 9 9 1 

罗霄山区 1541 524 47 45.0 1.9 37 4 5 0.4 

秦巴山区 947 1157 66 57.7 8.3 41 13 11 2 

武陵山区 1304 1553 96 91.4 4.3 64 16 15 1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1318 1317 95 89.1 4.1 68 12 14 2 

乌蒙山区 1060 726 33 27.3 2.2 19 5 7 0.2 

滇西边境片区 1430 1299 58 36.8 0.9 48 3 5 0.2 

六盘山区 492 85 46 34.5 8.2 36 4 5 0.4 

西藏 550 4395 30 26.7 3.8 27 2 2 0.05 

四省藏区 684 2632 27 23.1 2.4 21 2 3 1 

新疆南疆三地州 119 177 151 123.1 27.7 143 1 2 5 

14 个集中连片地区 850  14460  812  648  126  628  75  83  16  

片区外贫困县 1048  1262  244  162  84  198  22  20  3  

合计 913  15722  1056  810  210  826  97  103  19  

    （三）水利基础设施 

受自然条件、经济状况等方面的限制，规划区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足，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较低，

开发难度大。据统计，规划区现有水库工程 2.43 万座，其中

大型水库 180 座、中型水库 973 座，塘坝窖池 346 万座，蓄

水总库容 1974 亿 m3，占全国总库容的 19%。引水工程 45

万余处、提水工程 8 万余处、调水工程 2004 处。 

14 个集中连片地区现有水库工程 1.93 万座，其中大型

水库 142 座、中型水库 800 座，塘坝窖池 324 万座，蓄水总

库容 1787 亿 m3，占全国总库容的 17%。引水工程 42 万余处、

提水工程 6.9 万余处、调水工程 263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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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水利基础设施情况见表 1-4。 

表 1-4 规划区水利基础设施情况 

片  区 

蓄水工程 
引水工

程数量 

(处) 

提水工

程数量 

(处) 

调水

工程

数量 

(处) 

水库数量(座) 
塘坝窖池

（万座） 

总库容

(亿 m³ ) 大型 中型 小型 

燕山-太行山区 5 26 273 2 19 1951 6755 0 

吕梁山区 0 6 42 0 1 705 2226 0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7 26 173 0 46 44 114 0 

大别山区 18 70 2834 44 264 70658 17869 6 

罗霄山区 6 59 1774 13 75 47093 4354 0 

秦巴山区 23 93 3303 30 441 23257 8440 126 

武陵山区 30 205 4507 44 276 18538 9893 26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15 94 1860 39 159 84513 8279 1 

乌蒙山区 5 44 731 21 33 21211 917 86 

滇西边境片区 1 90 2106 2 32 137131 4261 7 

六盘山区 2 33 442 125 33 528 5296 9 

西藏 4 5 79 0 25 0 0 0 

四省藏区 22 21 153 4 359 5723 550 2 

新疆南疆三地州 4 28 87 0 24 13206 67 0 

14 个集中连片地区 142 800 18364 324 1787 424558 69021 263 

片区外贫困县 38 173 4845 22 187 28909 14916 1741 

合计 180 973 23209 346 1974 453467 83937 2004 

    四、“十二五”水利扶贫成就 

 “十二五 ”期间，认真落实《全国水利扶贫规划

（2011-2020 年）》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要求，形成了以

水利行业扶贫、水利定点扶贫、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联系、重

点地区对口支援、贵州水利扶贫试点为核心的、具有鲜明行

业特色的“五位一体”水利扶贫工作新格局，贫困地区贫困农

民水利需求调查、项目储备、投资倾斜、统计分析、扶贫考

核等水利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初步建立。“十二五”期间，贫困

地区共安排中央水利投资 2375 亿元，占中央水利投资总规

模的 31.7%，围绕农村饮水安全、农田水利建设、防洪抗旱

减灾、水资源开发和保护、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农村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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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等六大方面安排实施了一系列项目，推进贫困地区水利

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对打好水利扶贫攻坚战、促进全国农

村贫困人口从 1.22 亿人减少到 5147 万人，累计减贫 7053 万

人，贫困发生率从 12.7％下降到 5.3％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与

保障作用，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通过加强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实行差别化

投资补助政策，采取集中管网供水与分散住户个别解决相结

合的方式，“十二五”期间，农村饮水安全建设任务全面完成，

全国共安排 832 个贫困县农村饮水安全项目总投资 655 亿

元，其中中央投资 481 亿元，累计解决了 10068 万农村居民

和 1521 万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实现了“人人有干

净水喝”的目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高到 70%以上，农村

集中式供水覆盖率提高到 75%以上，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程度

进一步提高。 

（二）农田灌溉条件进一步改善 

通过实施大型和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加

快东北节水增粮、华北节水压采、西北节水增效、南方节水

减排等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大大改善了贫困地区的灌

溉条件，提高了灌溉效率与效益。2011～2015 年，共安排

贫困地区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中央投资 55.9 亿元，

涉及 51 个贫困县，安排贫困地区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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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投资 13.3 亿元，涉及 132 个贫困县，安排中央小型农田

水利投资 175 亿元，涉及 690 个贫困县，贫困地区累计新增、

恢复灌溉面积 1300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4000 万亩，新增节

水灌溉面积 3400 万亩，为贫困地区农民增加旱涝保收基本

农田面积、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贡

献。 

（三）重大水利工程相继开工建设 

为解决贫困地区工程性缺水问题，通过骨干工程建设，

贫困地区共增加供水能力 120 亿 m3。“十二五”以来，贵州

夹岩水利枢纽、青海湟水北干渠扶贫灌溉工程、西藏拉洛水

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云南施甸县红谷田水库、贵州册亨

水库、江西省莲花县寒山水库、内蒙古尼尔基水利枢纽下游

内蒙古灌区等一批贫困地区重点水利工程相继开工建设。国

务院确定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中，已开工的 85

项中有 60 项涉及贫困地区。工程建成后将极大改善连片特

困地区水利基础设施条件，提高防洪抗旱、饮水供水、耕地

灌溉保障水平。 

（四）防洪抗旱减灾效益突出 

通过防洪抗旱工程及非工程措施建设，减灾能力显著增

强，因山洪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降低了 60%以上，有效解决

了 5000 多万人次因旱临时饮水困难问题，为贫困地区防灾

减灾、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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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贫困地区共完成 7700 多座病险水库和大中型病险水

闸除险加固，新建或加固江河堤防 3900 余公里，新增中小

河流治理河长 1.45 万公里，基本建成了 700 多套山洪灾害

监测预警系统，新建水雨情自动监测站 1.9 万个，简易监测

站 7.4 万个，配备报警设施设备 37 万台套，建立了群测群

防体系，开展了 113 条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 

（五）水土流失治理步伐明显加快 

按照“综合治理、注重保护”的原则，开展了水源地涵养

与保护、生态补（调）水、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水资源保护

综合整治工程建设，有效保护和改善了水生态环境。“十二

五”期间，国家累计安排贫困地区水土保持中央投资 104.8

亿元，约占全国水土保持资金的 55%，重点工程已覆盖 459

个贫困县，全国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近 7 万 km2，治理区生

态环境明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提高，有效促进了农民

增产增收和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六）农村水电受益面进一步扩大 

依托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县、小水电代燃料和农村水电增

效扩容改造工程建设，“十二五”期间，共安排贫困地区中

央补助投资 69 亿元，新增农村水电装机容量 750 万千瓦，

总装机容量达到 3224 万千瓦，解决 44 万户农民的生活燃料，

老旧水电站改造后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分别比改造前增加

20%和 40%以上。农村水电建设不仅改善了当地能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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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老旧农村水电站能效，消除安全隐患，还促进了贫困

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七）水利改革与管理步伐加快 

各地各部门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消除体制障碍，创

新扶贫开发机制，减贫动能不断凝聚，在水资源管理体制、

农村水利改革、水价改革、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水利投融资

机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初步建立

了水资源管理责任与考核制度，推进了水权水市场建设，出

台了加大水利财政投入、计提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田水利建

设、加强金融支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等多项政策措施。 

（八）水利行业能力快速提升 

通过大力实施水利人才培养和科教扶贫战略，贫困地区

的自我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提出了以“五水加科教”为主要内

容，以项目扶持、对口支援和干部挂职为主要渠道的水利定

点扶贫帮扶思路，形成了鲜明行业特色的“五位一体”水利扶

贫新格局。目前，共有 40 余名水利干部在贫困地区挂职，

举办农村供水、水利建设与管理、前期工作等方面的培训班

57 期，培训干部 4000 多人次。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受自然条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金投入等方面

的限制，贫困地区水利基础设施仍然薄弱，水利改革发展依

然滞后，水资源利用率低，水利管理水平不高，水利保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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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足，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水利的要求。 

（一）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干旱缺水问题突出 

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土地面积占全国的 40.5%，水资源

总量 2344 亿立方米，仅占全国的 8%。西南地区山高水深，

降水年内分布不均，多集中在 6~9 月，汛期降水量占全年降

水量的 70%~80%，近年来除汛期外的其他月份干旱频发。

整个贫困区 832 个县中 690 个县为受旱县，占受旱县总数的

34%，其中严重受旱县 290 个，占严重受旱县总数的 39%。

作物因缺水得不到灌溉，群众吃水条件困难，农村人均生活

用水量 50 L/d，仅为全国水平的 60%，吕梁山区、六盘山区

等部分片区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甚至不足 40 L/d。 

（二）水利基础设施薄弱，供水能力不足 

    贫困地区水资源调控能力严重不足，骨干调蓄工程少，

尚未形成合理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工程性缺水问题突出。14

个片区现状供水量占水资源总量的比例不足 10%，远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农村饮水安全尚需巩

固提升。规划区人均灌溉面积较少，灌溉保障水平低，耕地

灌溉率平均约为 3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0 多个百分点。

农村人均有效灌溉面积仅为 0.86 亩，除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新疆南疆三地州及西藏外，均低于全国 1.31 亩的平均水平，

其中 313 个县甚至不足 0.5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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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洪减灾体系尚不完善，洪涝灾害频发 

受极端天气影响，近年来我国水旱灾害呈多发频发重发

趋势，贫困地区每年有上千万人口受到影响。贫困区内城镇

防洪标准偏低，未达到防洪规划要求，大部分仅能抗御 5～

10 年一遇洪水；防洪能力弱，流域面积 3000km2 及以上具

有防洪任务的重要河流 140 多条，200-3000 km2 具有防洪任

务的重要河流 3000 多条，一些河流河段尚未得到治理。贫

困地区山洪灾害防治体系尚不完善，山洪沟道冲刷严重，泥

石流、崩塌等灾害频发；山洪灾害易发县占比高，共有 771

个，占全国山洪灾害易发县的 37%，因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占比较高。 

（四）水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 

贫困地区大多处于山区、半山区，暴雨强度大，坡地垦

殖率高，大多属于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域和生态环境脆弱

区，受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的影响，水生态环境脆弱、草地

退化、湖泊湿地萎缩等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水土流失面积分

布广泛，规划范围水土流失面积约 139 万平方公里，占规划

范围国土面积的 30%，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 47%，西北

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六盘山区和吕梁山区甚至超过了 50%。

部分地区由于不合理的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加剧了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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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利人才严重匮乏，基层水利保障能力不足 

贫困地区由于地处偏远、经济发展落后，工作环境、生

活条件、发展水平、相关待遇与其他地区有较大差距，难以

引进来、留得住外来人才。此外，贫困地区教育资源少、水

平低，本地人接受现代教育的条件和理念较为落后，难以考

得上、走得出、长成才。全国贫困县水利系统平均人数只有

全国各县水利系统平均人数的 70%，且水利类人才只占 1/3；

高层次人才缺乏，中专及以下学历的近 60%，研究生以上高

学历人才占比不足 0.2%，高级职称仅占 5%，与水利建设管

理需求存在较大差距。贫困地区水利发展与改革严重滞后，

涉水事务管理能力薄弱，重建轻管现象突出，工程长效运行

机制缺乏。水利行业能力建设滞后，水文水资源、水土保持

等水利监测管理体系不完善，极大制约了水利保障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 

此外，贫困地区用水粗放，用水效率效益不高问题依然

突出。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79%，高出全国 15 个百分点，

其中燕山-太行山区、滇西边境片区、西藏、新疆南疆三地

州、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农业用水比重超过 80%；农田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仅占灌溉面积的 19%；万元 GDP 用水量为

189m3，为全国水平（96m3/万元）的 2 倍，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为 60m3，绝大多数均高于所在省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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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坚持“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把提高贫困地区水利

服务与保障能力作为主要目标，把贫困地区民生改善作为水

利扶贫的重点任务，把守护贫困地区绿水青山放在水利扶贫

优先位置，把破除贫困地区制约水利发展的机制障碍作为重

要抓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努力提升贫困地区的水利发

展能力，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保护生态环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水利支撑和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整体推进、精准发力。在整体提升贫困地区水利支

撑和保障能力的基础上，瞄准贫困村、贫困户水利需求，更

加注重雪中送炭，针对贫困对象精准选择扶持措施，确保效

益发挥。既发挥重大水利工程对贫困地区的支撑保障作用，

也要做好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生活生产条件和人居环境的民

生水利建设。 

坚持突出重点、分类施策。紧紧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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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要求，针对不同地区水短缺、水灾害、水环境、水生态

等不同问题，面向贫困人口的不同需求，因地制宜制定有针

对性、精准性的措施和项目。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把水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位置。推动贫

困地区形成自觉节约用水和绿色消费意识，全面推进河长

制，加强河湖保护管理，促进人水和谐发展。 

坚持多方参与，多措并举。坚持“输血”与“造血”相配合，

在中央水利投资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发挥好投资导向作用的

同时，按照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职责，强化地方政府责任，

激发贫困地区干部和群众的内生动力。不断总结经验、探索

新路子、研究新举措，注重改革创新，使资金、项目、人才、

技术等水利扶贫资源精准投向贫困地区。 

三、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明确的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片区外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贫困县名单见附表 1。对其他只有建档立卡

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省份，其水利扶贫任务纳入相关

省份的“十三五”水利规划统筹考虑，不纳入本次规划范围。 

四、规划目标 

总体目标：到 2020 年，着力解决制约脱贫攻坚的水利

瓶颈问题，全面构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贫困地区

水安全保障体系，水利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达到或接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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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均水平。 

具体发展目标： 

1、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程度和

自来水普及率明显提高，农村生活供水保障能力达到 40L/

人·日以上，供水水质达到国家规定饮用水标准，农村集中

供水率达到 83%，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75%，农村饮水安全得

到全面巩固提升。 

2、农田水利。基本完成大型和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任务，通过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及新

建灌区，以及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新增和改善农田有效

灌溉面积近 5900 万亩；田间灌排渠系基本配套，农田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明显提高。 

    3、防洪抗旱减灾。江河防洪能力进一步提升，山洪灾

害监测预警体系进一步健全，抗旱水源保障能力进一步加

强，防洪抗旱减灾体系进一步完善。 

4、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加快贫困地区骨干水利工

程建设步伐，新增供水能力 150 亿 m3，人均供水量达到 400 

m3，水资源调配和供水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供水保障能力明

显提升。 

5、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贫困地区水土流失和坡耕地

综合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和水生态环

境保护体系基本建成，水土流失状况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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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脆弱地区水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 4.2 万 km2，改造坡耕地 470 万亩。 

6、农村水电。加快农村水电扶贫工程和农村水电增效

扩容工程建设，力争增加水电装机 200 万千瓦，帮扶贫困地

区农户获得长期稳定收入。 

7、基层行业能力建设。基层水利服务体系进一步建立

健全，水量水质、水土保持、用水计量等监测体系进一步完

善，水利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水利人才技术和管理水平

进一步提升。 

8、水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模式不

断创新，全面推进河长制，防洪抗旱管理和河湖管理制度不

断完善，落实最严格水管理制度，贫困地区涉水事务管理能

力不断提高，建立有助于水利良性发展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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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利扶贫主要任务  

针对规划区水利发展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改善

贫困地区民生问题和脱贫致富的迫切需求，根据规划目标，

与“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及相

关全国水利专项规划做好衔接，提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农田水利工程、防洪减灾工程、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

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农村水电工程、基层行业能力建设、

涉水管理能力建设等八大任务。 

一、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十三五”期间，按照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全面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做好贫

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与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的

精准对接，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综合采取新建、配

套、改造、升级、联网等方式，全面解决全国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存在的饮水问题，贫困地区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 83%(全

国平均为 85%)，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75%（全国平均为 80%）。 

主要建设任务： 

一是对存在饮水安全问题的 1573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通过采取配套改造与新建工程，新建、扩建及管网延伸等多

种措施全面解决。 

二是对供水水质不达标的集中式工程，改造水质净化设

施，配套消毒设备，解决制水工艺落后、消毒设施不完善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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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推进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的划定和

防护设施建设，开展县级农村饮水安全信息系统以及规模以

上水厂化验室、自动化监控系统和水质状况实时监测试点建

设等。 

专栏 3.1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重点建设任务 

01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集中式与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并重，偏远地区着重加强分散供水工程建设，

配套改造一批供水工程，受益贫困人口 26 万人。 

02 燕山-太行山区 

以集中式供水工程建设为主，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为辅，配套改造一批供水

工程，受益贫困人口 72 万人。 

03 吕梁山区 

以集中式供水工程建设为主，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为辅，配套改造一批供水

工程，受益贫困人口 28 万人。 

04 六盘山区 

集中式与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并重，偏远地区着重加强分散供水工程建设，

配套改造一批供水工程，受益贫困人口 76 万人。 

05 大别山区 

集中式与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并重，偏远地区着重加强分散供水工程建设，

配套改造一批供水工程，受益贫困人口 154 万人。 

06 武陵山区 

集中式与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并重，偏远地区着重加强分散供水工程建设，

配套改造一批供水工程，受益贫困人口 182 万人。 

07 罗霄山区 

以集中式供水工程建设为主，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为辅，配套改造一批供水

工程，受益贫困人口 47 万人。 

08 乌蒙山区 

集中式与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并重，偏远地区着重加强分散供水工程建设，

配套改造一批供水工程，受益贫困人口 155 万人。 

09 秦巴山区 

集中式与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并重，偏远地区着重加强分散供水工程建设，

配套改造一批供水工程，受益贫困人口 18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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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集中式与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并重，偏远地区着重加强分散供水工程建设，

配套改造一批供水工程，受益贫困人口 173 万人。 

11 滇西边境片区 

集中式与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并重，偏远地区着重加强分散供水工程建设，

配套改造一批供水工程，受益贫困人口 132 万人。 

12 新疆南疆三地州 

以集中式供水工程建设为主，配套改造一批供水工程，受益贫困人口 31.8

万人。 

13 四省藏区 

集中式与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并重，偏远地区着重加强分散供水工程建设，

配套改造一批供水工程，受益贫困人口 35 万人。 

14 西藏 

以集中式供水工程建设为主，配套改造一批供水工程，受益贫困人口 26.8

万人。  

15 片区外贫困县 

集中式与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并重，偏远地区着重加强分散供水工程建设，

配套改造一批供水工程，受益贫困人口 249.4 万人。 

其中：专栏中数据根据省区上报需求复核得到。 

二、农田水利工程 

针对贫困地区耕地灌溉率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落后等

现状，紧密结合脱贫致富产业开发，按照把农田水利配套工

作落实到贫困县、贫困乡、贫困村的要求，加快实施贫困地

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加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

造，在有条件地区新建部分灌区，适当增加灌溉面积，加快

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积极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统筹

解决好灌溉水源、农田灌排骨干工程和田间工程“最后一公

里”问题，为实施“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提供重要的水利保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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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基本完成贫

困县列入全国规划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任务，

强化灌区骨干渠系建设，坚持灌排设施配套，进一步提高渠

系水利用效率。 

新建一批大中型灌区。结合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

划实施、大中型水库建设等，在水土资源条件适宜的地区，

规划建设一批大中型灌区，提高粮食产能和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 

推进农田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大力发展节水灌溉，系统

推进现代灌区建设。在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燕山-太行山区以

及六盘山区等水资源相对短缺、开发利用程度较高的地区，

加快发展低压管道输水、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面

积，促进农业灌溉方式由粗放型到现代节水型转变，提高水

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水土资源条件适宜的

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牧区开展水利工程建设，建设节水

高效灌溉饲草料地，提高草场载畜能力。 

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以加强灌区末级渠系、田间工

程配套、“五小水利”工程建设为重点，结合贫困地区特色农

业发展，加大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力度，打通农田水利“最

后一公里”，提高供水能力和农田灌排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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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2 农田水利工程重点建设任务 

01 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基本完成涉及内蒙古、河北、河南、安徽、云南、新疆和湖南等省份贫困县

列入规划的 117 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任务，加快推进中型灌区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新增和改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2100 余万亩。基本完成列入全国

规划的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任务，争取启动实施中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新增

和改善有效灌溉面积 120 万亩。 

02 新建灌区 

新建吉林松原、内蒙古绰勒灌区、青海湟水北干渠、湖南涔天河等大型灌区，

推进一批中型灌区，力争新增和改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480 万亩。 

03 农田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以新疆南疆地区、六盘山区等片区为重点，发展管灌、喷灌、微灌等高效节

水灌溉工程面积 2000 万亩。 

04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大力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因地制宜实施 “五小水利”工程建设，提

高农业生产能力，新增、改善有效灌溉面积 3200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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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洪减灾工程 

针对规划区存在的防洪薄弱环节，着力加强大江大河主

要支流和中小河流治理，加快病险水闸水库除险加固，完善

山洪灾害易发区预警预报系统，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实施病险水闸、水库除险加固。继续实施大中型病险水

闸除险加固，以武陵山区、大别山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等

为重点，加快列入规划的 459 座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

恢复水闸功能，充分发挥工程防洪、排涝、灌溉等各方面效

益。推进新出现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确保工程安全和效益

充分发挥。 

加快实施中小河流治理。继续推进东北三江等大江大河

大湖治理。加快列入规划的大江大河主要支流、独流入海和

内陆河流治理；力争完成 83 条河流重点河段治理，使治理

河段达到规划确定的防洪标准。结合近年来特别是 2016 年

洪涝灾害情况，适当增加中小河流治理范围和河段。对洪涝

灾害严重、防治治理要求高、已编制系统治理规划、具有一

定治理基础的重点中小河流进行系统治理。 

继续加大山洪灾害防治力度。通过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

施建设，完善山洪灾害防治综合保障体系。补充建设、更新

和改造升级重点区域的监测预警设施设备，加强学校、旅游

景区等人口密集地区的预警能力；检验、率定和复核重点区

域调查评价成果；持续开展群测群防体系建设，提高山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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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主动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加强监测预警保障能力建

设。继续实施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以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为首要目标，对山洪沟沿岸村落、城镇、集中居民点等进

行综合治理。 

加强重点易涝区治理。对贫困区涝灾问题突出的重点涝

区进行重点治理，因地制宜采取自排、提排和调蓄等治理措

施，通过整治撇洪沟、疏浚开挖排涝河道、整治滞蓄水面、

新建及维修排涝涵闸排涝泵站等措施，夯实灌排工程体系，

完善防洪排涝体系。对重点涝区进行治理，改善涝区农业生

产条件，增强抵御洪涝灾害能力。 

专栏 3.3  防洪减灾工程重点建设任务 

01 病险水闸水库除险加固 

对 459 座大中型病险水闸实施除险加固，其中，罗霄山区 16 座，武陵山区

66 座，乌蒙山区 20 座，秦巴山区 19 座，六盘山区 36 座，大别山区 51 座，滇

桂黔石漠化片区 21 座，滇西边境片区 44 座，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24 座，四省藏

区 5 座，新疆南疆三地州 54 座，片区外贫困县 103 座。实施新出现的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 

02 中小河流治理 

基本完成乌江、白龙江、嘉陵江、清水河、湟水等 83 条流域面积 3000km2

以上大江大河主要支流、独流入海和内陆河流治理，使重点河段达到规划确定的

防洪标准。进一步加强流域面积 200～3000 km2 的中小河流治理。 

03 山洪灾害防治 

以滇西边境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六盘山区及片区外贫困县

为重点，继续实施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完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持续开展

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04 重点涝区治理 

在罗霄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大别山区及片区外贫困县等易涝区开展

综合治理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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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 

从提升规划区水利保障程度出发，按照“确有需要，生

态安全，可以持续”的原则，在具备水资源开发潜力、地形

地质条件适宜的地区，在满足生态与环境保护要求和协调上

下游用水需求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地表水与地下水的配置，

积极有序地推进大中小型水库、抗旱应急水源、引提水等水

源工程建设，发挥工程覆盖范围大、带动能力强的优势，逐

步解决贫困地区工程性缺水和资源性缺水问题，着力提升贫

困地区的供水保障能力。 

大型水库。加快贵州夹岩、西藏拉洛等在建大型水库建

设，力争“十三五”期间新开工建设大型水库 9 座，总库容

165 亿 m3。 

中型水库。加快中型水库前期工作，积极推进 124 座中

型水库建设，总库容 32 亿 m3。 

小型水库。规划新建小型水库 600 余座，总库容 18 亿

m3，具备条件的尽早开工建设。 

引调水工程。加快甘肃引洮供水二期、湖北鄂北水资源

配置等重大引调水工程建设，推进内蒙古引绰济辽一期工

程、云南滇中引水工程等前期工作，争取尽早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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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4  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重点建设任务 

01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规划建设乌布林水库等 3 座中型水库，八井子小型水库；规划建设吉林西部

供水、内蒙古引绰济辽等工程。 

02 燕山-太行山区 

规划建设四道河水库等 3 座中型水库，鸽子河水库等 12 座小型水库。 

03 吕梁山区 

    规划建设黄河古贤水利枢纽，黑石圪台中型水库，南峪水库等 7 座小型水库；

建设山西中部引黄工程。  

04 六盘山区 

规划建设普化水库、盘口水库等 8 座中型水库，莲花寺水库等 39 座小型水

库；深化甘肃引哈济党工程前期工作，推进宁夏中部、甘肃中部等贫困地区供水

工程建设。 

05 大别山区 

规划建设邹家河水库等 6 座中型水库，中河水库等 29 座小型水库。 

06 武陵山区 

规划建设宜冲桥大型水库，龙王河水库、头道河水库等 24 座中型水库，康

岭水库等 114 座小型水库。 

07 罗霄山区 

规划建设团结水库扩建等 9 座中型水库，天龙山水库等 27 座小型水库。 

08 乌蒙山区 

规划建设观口水库、芦稿溪水库等 7 座中型水库，麻柳湾水库等 42 座小型

水库。 

09 秦巴山区 

规划建设四川固军大型水库，三元岭水库等 21 座中型水库，盘道水库等 89

座小型水库。 

10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规划建设贵州石龙大型水库，陇温水库、六朝水库扩容工程等 18 座中型水

库，冷水河水库等 81 座小型水库；建设云南滇中引水工程。 

11 滇西边境片区 

规划建设立新中型水库，弥勒坝水库等 47 座小型水库。 

12 新疆南疆三地州 

规划建设玉龙喀什水利枢纽和莫莫克水库 2 座大型水库，安迪尔小型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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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四省藏区 

规划建设诺木洪水库等 2 座中型水库，浩门水库等 30 座小型水库；深化柴

达木盆地水资源配置一期等工程前期工作。 

14 西藏 

建设西藏湘河水利枢纽，东嘎、仁多水库等 6 座中型水库，偏嘎水库等 19

座小型水库。  

15 片区外贫困县 

建设新疆萨尔托海水利枢纽和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 2 座大型水库，峪口沟水

库等 15 座中型水库，石笋沟水库等 88 座小型水库。 

五、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大水资源水环境超载区生态修复

与治理力度，开展水土流失防治、水源地涵养与保护、水生

态保护与修复、农村河塘清淤整治等水资源保护综合整治工

程建设，保护和改善水生态环境，大力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根据各片区水土流失情况和特点，

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治理、侵蚀沟及崩岗的综合整

治，重点治理西北黄土高原区、西南岩溶区、东北黑土区石

漠化及水土流失问题，规划区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4.2 万 km2。

在坡耕地相对集中和侵蚀沟相对密集的地区重点加快实施

坡耕地改造，完成坡耕地综合整治面积 470 万亩。 

水源地保护工程。以重大引调水工程水源区、大中型水

库库区为重点，开展水源地涵养与保护工程建设。对划定的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采取隔离防护（护栏、围网等）、污染

源综合整治等工程措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排污

口实施全面清理，对入河排污布局问题突出、威胁饮水安全

或水质严重超标区域的排污口实施综合整治。全面开展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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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完善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提高

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按照上述措施，以武陵山区、

秦巴山区、大别山区及片区外贫困县为重点，开展水源地保

护工程建设。 

水生态修复工程。重点在燕山-太行山区、新疆南疆三

地州、六盘山区等生态环境相对比较脆弱的片区实施水生态

修复工程；加强江河湖库水量统一调度管理，改善大别山区、

秦巴山区等区域水环境；对重要河湖、湿地开展生态补水工

程建设，通过调水引流、生态调度等措施，保障重要河湖湿

地及河口基本生态环境需水，共修复面积 6600km2。 

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开展农村小河道、小河沟、小

塘坝、小湖泊的清淤疏浚、岸坡整治、河渠连通等农村河塘

清淤整治工程建设，建设生态河塘，完善农业灌溉排水体系，

水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专栏 3.5 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重点建设任务 

01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30km2，治理坡耕地面积 1 万亩。开展水源地保护、水

生态修复和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建设。 

02 燕山-太行山区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927km2，治理坡耕地面积 24 万亩。开展水源地保护、

水生态修复和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建设。 

03 吕梁山区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468km2，治理坡耕地面积 17 万亩。开展水源地保护、

水生态修复和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建设。 

04 六盘山区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8347km2，治理坡耕地面积 188 万亩。开展水源地保护、

水生态修复和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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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大别山区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729km2，治理坡耕地面积 30 万亩。开展水源地保护、

水生态修复和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建设。 

06 武陵山区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045km2，治理坡耕地面积 18 万亩。开展水源地保护、

水生态修复和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建设。 

07 罗霄山区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919km2，治理坡耕地面积 2 万亩。开展水源地保护、水

生态修复和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建设。 

08 乌蒙山区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831km2，治理坡耕地面积 16 万亩。开展水源地保护、水

生态修复和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建设。 

09 秦巴山区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364km2，治理坡耕地面积 57 万亩。开展水源地保护、

水生态修复和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建设。 

10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730km2，治理坡耕地面积 19 万亩。开展水源地保护、

水生态修复和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建设。 

11 滇西边境片区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209km2，治理坡耕地面积 51 万亩。开展水源地保护、

水生态修复和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建设。 

12 新疆南疆三地州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6km2。 

13 四省藏区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097km2，治理坡耕地面积 6 万亩。开展水源地保护、水

生态修复和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建设。  

14 西藏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21km2，开展 85 处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开展水源

地保护、水生态修复和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建设。 

15 片区外贫困县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702km2，治理坡耕地面积 40 万亩。开展水源地保护、

水生态修复和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工程建设。 

六、农村水电工程 

充分利用规划区内农村水能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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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步伐，重点在西南地区的滇桂黔石漠

化片区、滇西边境片区、乌蒙山区、武陵山区以及秦巴山区

等水能资源相对较为丰富的地区，实施农村小水电扶贫工

程。力争新增水电装机 200 万千瓦，帮扶规划区内 1 万个建

档立卡贫困村 100 万户贫困农民增加收入。开展农村水电增

效扩容改造，力争新增装机 59 万千瓦。 

七、基层行业能力建设 

为改变贫困地区发展滞后、行业能力建设不足的现状，

从帮助和指导基层建立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强化人才技

术支撑帮扶、提高水利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切实加强贫困地

区基层行业能力建设。 

加强基层服务能力建设。指导贫困县建立完善基层水利

服务机构、农业用水合作组织及准公益性专业化服务队伍。

以乡镇或流域为单元设置水利站，落实相关人员、经费及职

责，并指导乡镇完成防汛抗旱、农田水利建设、水利科技推

广等任务；以单村或联村为单元，组织发动农户自愿组成农

民用水合作组织，并由水利服务站指导、协助其完成末级渠

系的建设管护、水费收取、水事纠纷调解等工作，使其在小

型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中发挥作用；各县分别建立 3~4 支准

公益性的专业化服务队，指导、帮助村民完成防洪抗旱、设

施维修、技术指导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 

开展人才技术帮扶工程。指导贫困县组织编制和实施贫

困地区水利智力精准帮扶计划、技术精准支持计划、人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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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培训计划。完善向贫困地区派遣水利干部帮扶制度，选派

优秀中青年干部到贫困地区挂职。鼓励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

水利干部双向交流，每年组织实施 1~2 次双向交流会，并成

立一对一帮扶小组，小组内发达地区负责在技术上指导、帮

助贫困地区，贫困地区可定期进行经验交流与学习。加强对

贫困地区科技帮扶，充分发挥水利高校、科研院所优势，认

真落实贫困地区水利工程建设技术支持工作方案，指导帮助

贫困地区做好水利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以及工程建设和技

术管理工作，并帮助、指导贫困地区推广和应用水利新技术、

新设备。加大对贫困地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培训，通过项

目带人才、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培养一批管理和专业人才。 

推进水利信息化建设。采用多种先进信息采集手段，逐

步加大信息采集站点密度，根据各县工程建设实施情况，增

设自动雨量监测站、水质监测断面、水土保持监测站及水库

视频监测站等监测站点，增加信息采集内容。通过技术帮扶，

协助贫困地区建立信息处理系统，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的各

专业数据库；拓展业务应用系统，提高行业管理能力与管理

效率。 

八、水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为破除制约贫困地区水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贫

困地区涉水事务管理水平，以加快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深

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积极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全面推行河长制和积极推进水价改革为重点，帮扶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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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理顺管理体制机制，逐步建立有助于水利良性发展的新

的体制机制。 

加快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帮扶贫困地区逐步实行水务

一体化管理，改变多头管理现状，整合供、用、耗、排、净

等水管理环节，对城乡供水、水资源综合利用、水环境治理

和防洪排涝等实行统筹规划、协调实施，完善水资源监控和

调度管理体系。制定完善防汛抗旱管理制度，加强水量调度

管理，全力确保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安全，努力保障工农业生

产和生态用水需求。 

深化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指导贫困地区进行中小型水利

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中小型水利工程产

权，指导工程产权所有者建立健全管护制度，依法承担中小

型水利工程管护责任，确保工程良性运行。建立稳定的管护

经费保障机制，落实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用于公益性水利工程

维护养护和安排部分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田水利建

设资金支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各级财政要通过公共财

政预算、政府性基金以及其他水利经费收入，安排工程管护

经费。积极探索成立专业化的小型水利工程物业管理公司，

实行政府购买服务进行管护。加大对贫困地区建设市场的监

管力度和监督检查力度，帮助贫困地区转变理念，引导经营

性水利工程积极走向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水利工程建

设和运行管理中的作用。 

积极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以“三条红线”管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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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基础，落实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建立水资

源承载能力刚性约束机制。严格取水许可审批管理，限制水

资源不足地区建设高耗水型项目。执行节水强制性标准，淘

汰不符合节水标准的用水工艺、设备和产品。严格控制入河

湖排污总量，加强入河湖排污口的登记、审批和监督管理。

严格落实水资源管理考核机制。 

全面推行河长制。指导贫困地区不断加强河流、湖泊管

理，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立足贫困地区河湖

实际，统筹上下游、左右岸，解决好河湖管理保护的突出问

题，做好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

治理、水生态修复等河湖管理和保护等工作。指导贫困地区

建立健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明确各级河

长职责，强化工作措施，协调各方力量，加强执法监督，形

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拓展公众参与渠道，

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 

积极推进水价改革。指导贫困地区推进水利工程供水价

格改革，非农业用水价格调整到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水平，

其中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实行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城

市居民生活用水推行阶梯式水价制度。充分考虑农民承受能

力，指导帮助贫困地区进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通过加强末

级渠系改造和计量设施配套，推进农业用水计量收费、灌溉

用水总量控制、节约转让、超额累进加价、农业用水精准补

贴和节水奖励机制等综合措施，促进节约用水，保障灌排工

程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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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革命老区水利扶贫 

革命老区（以下简称“老区”）是党和人民的根，为中

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牺牲和重要贡献。改

革开发以来，老区面貌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由于受

自然、历史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一些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尤

其是贫困老区，基础设施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不高，脱贫攻

坚任务相当艰巨。贫困老区应按照区别对待、精准施策的原

则，以重点区域、重点人群、重点领域为突破口，优先支持

与安排老区脱贫攻坚工程，加大水利扶贫力度。 

一、基本情况 

革命老区国土面积 100.4 万 km2，约占规划区国土面积

的 21%，涉及 19 个省级行政区的 357 个县级行政区，约占

规划区总县数的 43%，涉及行政村 10.5 万个，其中贫困村

3.92 万个，占规划区贫困村总数的 50%。 

2014 年，老区总人口 16450 万人，约占规划区总人口

的 54%，其中农村人口 13241 万人，贫困人口 2687 万人，

约占规划区贫困人口的 52%。地区生产总值 29344 亿元，三

产比例为 23:45:33，与规划区产业结构基本相同。人均 GDP

为 1.78 万元，人均财政收入 1377 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1/10；粮食总产量 8174 万吨，占规划区粮食产量的 49%。

耕地面积 11021 万亩，占规划区耕地面积的 45%，人均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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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95 亩/人，低于规划区 2.38 亩/人的平均水平；农田有

效灌溉面积 9769 万亩，占规划区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 47%，

耕地灌溉率为 38%。 

老区水资源总量为 5305 亿 m3，占规划区水资源总量的

34%，人均水资源量为 3225 m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水资

源相对丰富，亩均灌溉用水量为 315m3/亩，低于规划区 353 

m3/亩的平均水平，灌溉水平不高。2014 年老区总供水量

465.4 亿 m3，人均供水量 283m3，远低于规划区人均供水量

350m3和全国人均供水量 469 m3的水平。 

老区现有水库工程 1.56 万座，其中大型水库 116 座、中

型水库 526 座，塘坝窖池 183 万座，蓄水工程总库容 1231

亿 m3，占规划区蓄水工程总库容的 62%；引水工程 23 万处、

提水工程4.6万处，分别占规划区引、提水工程的50%和55%。 

二、主要建设任务 

（一）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全面推进民生改善，加快解决老区群众饮水安全问题，

因地制宜建设一批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十三五”

期间，在 352 个老区贫困县共建成集中供水工程 3.9 万处，

使 800 万贫困人口受益；不具备管网延伸、集中供水工程的

地方，因地制宜改造配套一批供水工程，使老区 200 万贫困

人口受益。 

（二）农田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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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结合老区特色产业发展，针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

弱、山区水土资源开发难度大的现状，以重点人口、重点领

域为突破口，以贫困村、贫困县为基本单元，以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配套建设为重点，优先支持老区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高效节水灌溉等项目，统筹解决好灌溉水源、灌排骨

干工程及田间工程，为其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提供水利支撑与

保障。 

加快实施列入规划的河南梅山，湖南酉水，宁夏青铜峡

等 8 处大型灌区及 140 多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任

务，到 2020 年，新增灌溉面积 160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约

450 万亩。基本完成列入规划的大型灌排泵站的更新改造任

务，改善灌溉面积 80 万亩，新增灌溉面积 8 万亩。加快建

设江西大坳、河南省大别山革命老区引淮供水灌溉工程等 3

处大型灌区及约 30 处中型灌区，提高粮食产能和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新增灌溉面积 160 万亩。结合老区特色农业开发，

加大以“五小水利”工程为主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力度，

提高农田灌溉率，新增灌溉面积 250 万亩。在河北、广西、

陕西等水资源短缺且开发利用程度较高的地区，结合节水压

采、节水减排和节水增效等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发展总

体方案的实施，发展农田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580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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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洪减灾工程 

结合老区防洪基础设施薄弱、标准低、中小河流治理程

度差的现状，“十三五”时期，以能切实惠及老区人民、五

年内能可初见成效的中小型工程为主，加强老区防洪减灾体

系建设。继续实施大中型病险水闸、水库除险加固，完成列

入规划的 180 项工程，恢复其防洪、灌溉、供水等多种功能；

加快列入规划的赣江、岷江、汉江等 37 段大江大河主要支

流、独流入海和内陆河流治理，使治理河段基本达到规划确

定的防洪标准，扩大中小河流治理范围，继续实施重点山洪

沟防洪治理，对涝灾问题突出的易涝区进行重点治理。 

（四）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 

结合老区水资源特点，加快老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建设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宜冲桥水库和四川固军水库，在

湖北、四川、贵州、重庆等地区重点建设 71 座中型水库，

总库容 19 亿 m3，提高水资源调控能力；新建小型水库 270

座，总库容 8 亿 m3。加快实施甘肃引洮供水二期等重要引

调水工程。 

（五）水土保持与生态保护工程 

加快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十三五”期间，通

过小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整治、侵蚀沟及崩岗整治等工程

措施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 万 km2，完成坡耕地综合整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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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152 万亩。加大老区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力度，逐步开展

水源地涵养与保护、水生态修复与水环境治理工程建设，着

力打造永续发展的美丽老区，到 2020 年，保护水源地面积

6900 余 km2。大力整治农村河道堰塘，老区水生态环境得到

明显改善。 

（六）农村水电工程 

积极有序开发优势资源，在具备资源禀赋条件的老区，

充分利用农村水能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水能资源开发利用

步伐，实施农村小水电扶贫工程建设。力争到 2020 年，新

增装机 90 万千瓦，帮扶老区贫困农民增加收入，促进水资

源综合利用。 

此外，革命老区也应加强基层水利行业能力建设和涉水

管理能力建设，加快体制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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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实施安排及效果评价 

按照“十三五”全国水利扶贫规划目标任务，根据已经批

准和正在编制的相关规划、重大水利工程前期工作及各地上

报的需求分析。本规划考虑纳入的项目重点为 2020 年前发

挥效益、对脱贫攻坚有直接作用的项目；预计 2020 年后发

挥效益的项目，统筹纳入全国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 

一、规划实施安排意见 

按照优先安排对贫困地区有全局、长远影响的项目，优

先安排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水问题的项目等原则，加大对

贫困地区水利投资倾斜力度。 

区分轻重缓急，全力推进贫困地区民生水利工程建设。

在安全饮水方面，优先安排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建设。在防洪减灾方面，要加强对贫困地区重要江河支

流和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灾害防治、病

险水闸除险加固等防洪薄弱环节建设，加快山洪灾害易发区

预警预报系统建设，完善防洪抗旱应急预案，提高防洪抗旱

减灾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供水保障方面，

要积极有序推进贫困地区大中小型水库、引水提水、机井等

水源工程及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提高区域供水保障能力。

在生态保护方面，要开展贫困地区水源地涵养与保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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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调）水、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水资源保护综合整治工程

建设，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保护和改善水生态环境，促

进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将本规划项目库内的项目纳入

本级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及相关水利工程专项规划，并予

以优先安排实施。 

二、规划实施效果评价 

本规划中水利建设任务主要包括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包

括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村水电工

程建设）、防洪抗旱减灾工程建设、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工程建设、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等几类。规划实施后，可以

有效提高贫困地区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能力、水旱灾

害综合防御能力、水土资源保护能力，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

展和改善生态环境。 

一是通过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可以巩固提升农村饮水保

障程度，完善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改善农村水生态环境

质量。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可以进一步改善农

村供水条件，提高农村饮水水源稳定性，改善供水水质，提

升农村供水安全监管水平。推进农田水利建设，打通农田水

利“最后一公里”，能够为构建系统完善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体系打下基础。推进抗旱水源建设，可以有力提升区域抗旱

应急供水能力。加快农村水电建设，探索形成水能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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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管理新途径，能够有效改善边远地区农村用电条件

和中小河流生态环境。推进农村河塘整治，可以为提高农村

地区水源调配能力、防灾减灾能力、河湖保护能力，改善农

村生活环境和河流生态奠定基础。 

二是防洪抗旱减灾工程建设可以进一步完善贫困地区

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全面提高抵御洪涝灾害能力和水平。加

强重要江河支流和中小河流治理，能够有效扭转重要支流和

中小河流日益严峻的防洪形势，为保障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提供基础支撑。开展病险水闸水库除险加固和推

进山洪灾害防治工程建设，基本消除现有病险水库水闸安全

隐患，将初步建成山洪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加快城镇防洪排

涝工程建设，将全面提高城镇防洪排涝能力。 

三是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工程建设可以进一步完善

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增强水安全保障能力。加快大、中、小

各类地表水、地下水水源工程及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可以

提高区域供水保障能力，特别是提高县城和重要乡镇的供水

保障能力。水源地涵养与保护、生态补（调）水、水生态保

护与修复、入河排污口整治等水资源保护综合治理工程，能

够有效保护和改善水生态环境。 

四是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将有力改善河湖生态健康，推

进水土流失治理。加强水资源保护，将有效控制入河湖污染

排放，改善水环境质量，提高饮用水水源地管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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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安全。推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可以有效控制和减少重

点防治地区水土流失。开展生态脆弱河流和地区水生态修

复、农村河塘清淤整治，能够有效保护和改善水生态环境。 

“十三五”时期是重大工程建设的关键时期，水利工程建设可

能对局部带来一些不利环境影响。为此，要高度重视水利工

程建设的不利环境影响，依法加强相关规划和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等工程前期工作，强化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并根据生态环境对规划实施的响应及时优化调整实施方式，

强化对工程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全过程的监管，最大程

度地减免规划实施的不利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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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 

水利部扶贫领导小组要加强对水利扶贫工作的指导，各

有关单位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把水利扶贫工作列入各单

位工作计划和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抓，扎实推进水利

扶贫各项工作。贫困地区所在各级政府和水行政主管部门，

要按照规划的水利发展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

方案，全力推进贫困地区水利改革发展，保障水利扶贫工作

落到实处。 

二、资金投入 

加强各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以政府投入为主，努力加

大贫困地区水利投资规模，落实贫困地区水利项目，保障贫

困地区水利稳定投入，促进水利扶贫规划的顺利实施。加大

贫困地区水利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对正在建设的水利项

目，力争及时足额安排年度建设资金；对已经明确投资渠道、

已完成前期工作的水利项目，积极推动抓紧落实资金，优先

给予安排；对正在开展前期工作的水利项目，加快推动前期

工作，加快项目审批进程。同时，充分调动水利部各有关直

属单位和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贫困地区水利工

程建设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制定水利建设项目融资政策，

积极引导，广泛吸引各类社会资金投入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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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商机制 

加快贫困地区水利改革发展涉及到多个部门，涉及千家

万户，需要各级政府、水利等部门的大力推动，以及全社会

的支持参与。规划实施过程中，各级政府要组织发展改革、

财政、国土、环保、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

责分工，加强沟通协调、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切实组织落

实好水利建设投资、项目审批、环境影响评价、用地预审、

移民安置等相关工作，落实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推进政务

公开、信息公开，加强行政监督，提高水利扶贫工作的透明

度和公众参与度，建立重大事务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

决策的机制，积极推进公众参与。要建立健全贫困地区水旱

灾害、重大水污染事件等突发性事件的社会预警和社会动员

机制，增强全社会应对水危机和风险的能力。 

四、监督评估 

水利扶贫任务落实与工程建设过程中，要分阶段定期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工程项目完成后，及时提出申请验

收，验收不合格，立即采取措施整改，绝不能把不合格的工

程交给农民用户。重点项目要严格执行有关建设的规章制

度，资金管理要符合有关规定，工程运行管理达到农民满意

程度。 

水利扶贫建设任务重，投资强度大，管理要求高，改革

难度大。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细化措施、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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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保障规划顺利实施。加强规划实施的

监督检查和跟踪分析，完善规划实施评价机制，适时开展规

划评估工作，推进规划科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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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 

省级 数量 分区 贫困县 

河北 45 

22 燕山-太行山区 

涞水县、望都县、易县、曲阳县、宣化县、承德县、阜平县、唐县、涞

源县、顺平县、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

万全县、平泉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23 片区外贫困县 

赤城县、崇礼县、大名县、阜城县、广宗县、海兴县、行唐县、巨鹿县、

临城县、灵寿县、滦平县、南皮县、平山县、平乡县、青龙满族自治县、饶

阳县、威县、魏县、武强县、武邑县、新河县、盐山县、赞皇县、（涿鹿县

赵家蓬区） 

山西 36 

8 燕山-太行山区 大同县、阳高县、天镇县、广灵县、灵丘县、浑源县、五台县、繁峙县 

13 吕梁山区 
静乐县、神池县、五寨县、岢岚县、吉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汾

西县、兴县、临县、石楼县、岚县 

15 片区外贫困县 
保德县、代县、方山县、和顺县、河曲县、壶关县、娄烦县、宁武县、

偏关县、平陆县、平顺县、武乡县、右玉县、中阳县、左权县 

内蒙

古 
31 

3 燕山-太行山区 化德县、商都县、兴和县 

5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扎赉特旗、突泉县 

23 片区外贫困县 

阿鲁科尔沁旗、敖汉旗、巴林右旗、巴林左旗、察哈尔右翼后旗、察哈

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鄂伦春自治旗、喀喇沁旗、科尔沁左翼后旗、

科尔沁左翼中旗、库伦旗、林西县、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奈曼旗、宁

城县、四子王旗、苏尼特右旗、太仆寺旗、翁牛特旗、武川县、正镶白旗、

卓资县 

吉林 8 

3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镇赉县、通榆县、大安市 

5 片区外贫困县 安图县、和龙市、靖宇县、龙井市、汪清县 

黑龙

江 
20 

11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龙江县、富裕县、克东县、明水县、青冈县、望奎县、泰来县、甘南县、

林甸县、拜泉县、兰西县 

9 片区外贫困县 
抚远县、海伦市、桦川县、桦南县、饶河县、绥滨县、汤原县、同江市、

延寿县 

安徽 20 

12 大别山区 
望江县、潜山县、太湖县、宿松县、岳西县、临泉县、阜南县、颍上县、

寿县、霍邱县、金寨县、利辛县 

8 片区外贫困县 砀山县、灵璧县、石台县、舒城县、泗县、萧县、颍东区、裕安区 

江西 24 

17 罗霄山区 

石城县、瑞金市、南康市、莲花县、赣县、上犹县、安远县、宁都县、

于都县、兴国县、会昌县、寻乌县、遂川县、万安县、永新县、井冈山市、

乐安县 

7 片区外贫困县 广昌县、横峰县、吉安县、鄱阳县、上饶县、修水县、余干县 

河南 38 

16 大别山区 
潢川县、柘城县、商水县、郸城县、太康县、光山县、新县、固始县、

淮滨县、商城县、新蔡县、兰考县、民权县、宁陵县、沈丘县、淮阳县 

10 秦巴山区 
内乡县、镇平县、嵩县、汝阳县、洛宁县、栾川县、鲁山县、卢氏县、

南召县、淅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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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数量 分区 贫困县 

12 片区外贫困县 
范县、封丘县、滑县、平舆县、确山县、上蔡县、社旗县、睢县、台前

县、桐柏县、宜阳县、虞城县 

湖北 28 

8 大别山区 团风县、孝昌县、大悟县、红安县、罗田县、英山县、蕲春县、麻城市 

7 秦巴山区 保康县、郧县、郧西县、竹山县、竹溪县、房县、丹江口市 

11 武陵山区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秭归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恩施市、利川市、建

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鹤峰县 

2 片区外贫困县 神农架林区、阳新县 

湖南 40 

6 罗霄山区 茶陵县、炎陵县、宜章县、安仁县、汝城县、桂东县 

31 武陵山区 

新邵县、洞口县、绥宁县、新宁县、武冈市、石门县、慈利县、中方县、

辰溪县、溆浦县、会同县、麻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

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涟源市、邵阳县、隆回县、城步苗族自治县、

桑植县、安化县、沅陵县、通道侗族自治县、新化县、泸溪县、凤凰县、保

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花垣县 

3 片区外贫困县 江华瑶族自治县、平江县、新田县 

广西 33 

29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融安县、资源县、田阳县、宁明县、大新县、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

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隆安县、马山县、上林县、德保县、靖西县、

那坡县、凌云县、乐业县、田林县、西林县、隆林各族自治县、凤山县、东

兰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

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忻城县、龙州县、天等县 

4 片区外贫困县 富川瑶族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田东县、昭平县 

海南 5 5 片区外贫困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临高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五指山市 

四川 66 

15 秦巴山区 
北川羌族自治县、平武县、元坝区、青川县、剑阁县、巴州区、朝天区、

旺苍县、苍溪县、仪陇县、宣汉县、万源市、通江县、南江县、平昌县 

13 乌蒙山区 
沐川县、叙永县、古蔺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屏山县、普格县、布拖县、

金阳县、昭觉县、喜德县、越西县、美姑县、雷波县 

32 四省藏区 

汶川县、理县、茂县、松潘县、九寨沟县、金川县、马尔康县、阿坝县、若

尔盖县、红原县、康定县、泸定县、丹巴县、九龙县、雅江县、道孚县、炉

霍县、新龙县、白玉县、巴塘县、乡城县、稻城县、得荣县、小金县、黑水

县、壤塘县、甘孜县、德格县、石渠县、色达县、理塘县、木里藏族自治县、 

6 片区外贫困县 甘洛县、广安区、嘉陵区、阆中市、南部县、盐源县 

贵州 66 

15 武陵山区 

凤冈县、湄潭县、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万山区、正安县、道真仡

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江口县、石阡县、思南县、印江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 

40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西秀区、平坝县、镇远县、贵定县、龙里县、惠水县、瓮安县、六枝特

区、水城县、普定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

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兴仁县、普安县、晴隆县、贞丰县、望谟县、册亨县、

安龙县、黄平县、施秉县、三穗县、岑巩县、天柱县、锦屏县、剑河县、台

江县、黎平县、榕江县、从江县、雷山县、麻江县、丹寨县、荔波县、独山

县、平塘县、罗甸县、长顺县、三都水族自治县 

10 乌蒙山区 
桐梓县、赤水市、毕节市、黔西县、习水县、大方县、织金县、纳雍县、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赫章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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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数量 分区 贫困县 

1 片区外贫困县 盘县 

云南 88 

11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师宗县、罗平县、屏边苗族自治县、泸西县、砚山县、西畴县、麻栗坡

县、马关县、丘北县、广南县、富宁县 

15 乌蒙山区 

宣威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会泽县、昭阳区、

鲁甸县、巧家县、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

信县、武定县 

56 滇西边境片区 

隆阳区、施甸县、龙陵县、昌宁县、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宁蒗

彝族自治县、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景东彝族自治县、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临

翔区、凤庆县、云县、永德县、镇康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双柏县、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

大姚县、永仁县、石屏县、元阳县、红河县、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绿

春县、勐海县、勐腊县、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

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

庆县、潞西市、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泸水县、福贡县、贡山独龙族怒

族自治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3 四省藏区 香格里拉县、德钦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3 片区外贫困县 东川区、富源县、文山市 

西藏 74 74 西藏 

城关区、林周县、当雄县、尼木县、曲水县、堆龙德庆县、达孜县、墨

竹工卡县、昌都县、江达县、贡觉县、类乌齐县、丁青县、察雅县、八宿县、

左贡县、芒康县、洛隆县、边坝县、乃东县、扎囊县、贡嘎县、桑日县、琼

结县、曲松县、措美县、洛扎县、加查县、隆子县、错那县、浪卡子县、日

喀则市、南木林县、江孜县、定日县、萨迦县、拉孜县、昂仁县、谢通门县、

白朗县、仁布县、康马县、定结县、仲巴县、亚东县、吉隆县、聂拉木县、

萨嘎县、岗巴县、那曲县、嘉黎县、比如县、聂荣县、安多县、申扎县、索

县、班戈县、巴青县、尼玛县、双湖县、普兰县、札达县、噶尔县、日土县、

革吉县、改则县、措勤县、林芝县、工布江达县、米林县、墨脱县、波密县、

察隅县、朗县、 

重庆 14 

5 秦巴山区 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城口县 

7 武陵山区 
丰都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武隆县 

2 片区外贫困县 开县、万州区 

陕西 56 

29 秦巴山区 

周至县、南郑县、城固县、平利县、太白县、洋县、西乡县、勉县、宁

强县、略阳县、镇巴县、留坝县、佛坪县、汉滨区、汉阴县、石泉县、宁陕

县、紫阳县、岚皋县、镇坪县、旬阳县、白河县、商州区、洛南县、丹凤县、

商南县、山阳县、镇安县、柞水县 

7 吕梁山区 横山县、绥德县、米脂县、佳县、吴堡县、清涧县、子洲县 

7 六盘山区 扶风县、千阳县、陇县、麟游县、永寿县、长武县、淳化县 

13 片区外贫困县 
白水县、澄城县、定边县、富平县、合阳县、蒲城县、旬邑县、延川县、

延长县、耀州区、宜川县、宜君县、印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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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数量 分区 贫困县 

甘肃 58 

9 秦巴山区 成县、徽县、武都区、文县、宕昌县、康县、西和县、礼县、两当县 

40 六盘山区 

永登县、皋兰县、靖远县、景泰县、崆峒区、泾川县、灵台县、庆城县、

正宁县、临夏市、榆中县、会宁县、清水县、秦安县、甘谷县、武山县、张

家川回族自治县、麦积区、古浪县、庄浪县、静宁县、环县、华池县、合水

县、宁县、镇原县、安定区、通渭县、陇西县、渭源县、临洮县、漳县、岷

县、临夏县、康乐县、永靖县、广河县、和政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

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9 四省藏区 
迭部县、玛曲县、碌曲县、天祝藏族自治县、合作市、临潭县、卓尼县、

舟曲县、夏河县 

青海 42 

7 六盘山区 
湟源县、互助土族自治县、湟中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区、化

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33 四省藏区 

门源回族自治县、祁连县、海晏县、刚察县、同仁县、尖扎县、河南蒙

古族自治县、共和县、同德县、贵德县、兴海县、贵南县、玛沁县、班玛县、

久治县、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格尔木市、德令哈市、乌兰县、都兰县、

天峻县、冷湖行委、大柴旦行委、茫崖行委、泽库县、甘德县、达日县、玛

多县、杂多县、治多县、囊谦县、曲麻莱县 

2 片区外贫困县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平安县 

宁夏 8 

7 六盘山区 同心县、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海原县 

1 片区外贫困县 盐池县 

新疆 32 

24 新疆南疆三地州 

喀什市、泽普县、麦盖提县、巴楚县、和田市、阿图什市、阿克陶县、

阿合奇县、乌恰县、疏附县、疏勒县、英吉沙县、莎车县、叶城县、岳普湖

县、伽师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田县、墨玉县、皮山县、洛浦县、

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 

8 片区外贫困县 
尼勒克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吉木乃县、柯

坪县、青河县、托里县、乌什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