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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生态保护植绿增绿供水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立

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深入落实“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代治水思路，进

一步全面落实自治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第一、二次推进会议精神及市委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市的部署安排，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把生态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历

史责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建设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市为牵引，以发展生态产业为

支撑，以实施生态工程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科学合

理开发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科学

规划、分步实施，合理分水，管住用水，进一步保障生态所需用

水，促进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构筑国家西部生态安全

屏障工作做出中卫贡献。

二、工作目标

中卫大部分地区处于宁夏中部干旱带，水资源禀赋较低，经

济社会发展水资源开发利用主要依赖于有限的过境黄河水，要进

一步加大节水力度，大力发展节水产业，推广节水技术，推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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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建立节水设施长效管护机制；要严控

水资源消耗总量，因地制宜切实提高雨洪水、沟道渗水、中水的

利用率；要强化工程措施，发挥水库、塘坝、液压坝、水窖等蓄

水工程作用，有效存储雨水，让雨洪资源充分发挥效益，充分利

用排水沟道的农灌渗水及中水厂的中水。力争达到以下目标：

1.确保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54 以上，2025 年农

业节水达到 3800万立方米。

2.2023 年、2025 年全市农业、工业、生活、生态用水比例

由现在的 37.02∶1.42∶1∶1.37分别调整到 35.94∶1.42∶1∶2.44

和 35.07∶1.42∶1∶3.37。

3.2023年、2025年生态用水量由现在的 0.47亿立方米调整

到 0.84亿立方米和 1.16亿立方米。

三、重点任务

（一）环香山地区生态经济林供水工程。

引导种植户逐年压减硒砂瓜种植面积，大力开展生态经济林

建设，利用 5年时间，种植枸杞、金银花、文冠果、大果沙棘、

欧李、核桃等生态经济林 55万亩，其中枸杞 5万亩，其他 50万

亩。

1.生态经济林需水情况。

2021年生态经济林面积达到 15万亩（其中：枸杞 1.5万亩，

金银花、大果沙棘、文冠果等 13.5 万亩），总需水量 1350 万立

方米（枸杞 270立方米/亩，金银花、大果沙棘、文冠果等 70立



- 3 -

方米/亩）。

2023年生态经济林面积达到 30万亩（其中：枸杞 3万亩，

金银花、大果沙棘、文冠果等 27万亩），总需水量 2700万立方

米（枸杞 270立方米/亩，金银花、大果沙棘、文冠果等 70立方

米/亩）。

2025年生态经济林面积达到 55万亩（其中：枸杞 5万亩，

金银花、大果沙棘、文冠果等 50万亩），总需水量 4850万立方

米（枸杞 270立方米/亩，金银花、大果沙棘、文冠果等 70立方

米/亩）。

2.水权指标调整计划。

到 2025年，环香山地区生态经济林面积达到 55万亩，现有

水权指标 3084万立方米，除硒砂瓜占用指标 1000万立方米，可

用于生态经济林水权指标为 2084 万立方米，欠缺水权指标为

2766万立方米。

通过充分发挥已建成 90.95万亩（其中：沙坡头区 42.96万

亩，中宁县 28.48万亩，海原县 19.51万亩）高效节灌工程效益，

逐年提高农业灌溉用水利用效率。到 2025年，可节水 3800万立

方米。利用污水处理厂中水置换城区绿化供水指标 1300万立方

米。共可调整水指标 5100万立方米，除用于其它植绿增绿区域

的灌溉需水 2000万立方米外，剩余的 3100万立方米水指标能够

保证该区域生态经济林 2025年的缺水指标（2766万立方米）。

3.供水工程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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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现状供水能力。

——西线供水沙坡头片区工程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但机电

设备安装等没有按照设计安装完成。一泵站原设计 3台机组，目

前仅安装 1 台机组，单机流量 0.67 立方米/秒；二泵站原设计 6

台机组，目前仅安装 2 台机组。现泵站实际日供水能力 5.79万

立方米，年供水量 1563万立方米（日均供水时间按 24小时计，

每年按上水 270天满负荷计算）。另外兴仁高效节水补灌工程每

年自甘肃兴电扬水东干渠引水 200万立方米。两个供水系统每年

可向该区域供水 1763万立方米。除用于硒砂瓜补灌的 500万立

方米外，可用于生态经济林的水量为 1263万立方米。

——西线供水中宁县喊叫水片区工程于 2020年 8月建成。

一泵站共安装 5台水泵，设计流量 1.6立方米每秒，二泵站安装

6台水泵，设计流量 1.4立方米每秒。共建设 12座蓄水池，总库

容为 305万立方米。日供水能力 13.82万立方米，年供水能力 2764

万立方米（日均供水时间按 24小时计，按 200天满负荷计算）。

除去用于硒砂瓜补灌的 500万立方米外，可用于生态经济林的水

量为 2264万立方米。

两个供水系统每年可向生态经济林项目供水 3527 万立方

米。可保证 2023年生态经济林项目需水量（2700万立方米）。

（2）供水工程建设。

对西线供水沙坡头片区工程一泵站、二泵站进行消缺改造，

提高供水保障率，使供水能力达到原设计年供 3103万立方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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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供水时间按 24小时计，每年按上水 270天满负荷计算）。西线

供水中宁县喊叫水片区年可供水量为 2264万立方米。两个片区

年供水能力达到 5364万立方米。

通过修建水库（蓄水池）的方式，利用错峰和非灌溉期补水，

解决蓄水不足的问题。对新水水库（库容 280万立方米）进行清

淤、维修、改造，新建新水二号水库（库容 120万立方米）和土

塘水库（库容 400万立方米）。将土塘水库分别与新水水库、朱

家川水库连通，实现土塘水库双水源。

工程建成后，骨干工程年供水能力达到 5364万立方米，蓄

水库容可达到 1030万立方米以上。可保证 2025年 55万亩生态

经济林需水量（4850万立方米）。

估算总投资 5.73亿元。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

配合单位：沙坡头区、中宁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局、农业

农村局

（二）沙坡头区南山台干渠刘湾泵站改造项目。

1.需水量及水权情况。

南山台扬水灌区灌溉高峰期可控灌溉面积 21.82万亩，毛灌

溉用水量 8100 万立方米，现有耕地面积 24.62 万亩，新增未供

水面积 2.8万亩，年需水量 630万立方米。根据沙坡头区初始水

权分配，南山台子扬水灌区共分配得到 6300万立方米水指标。

2.现状供水工程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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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台扬水泵站始建于 1978年，工程布置三级扬水，

建有 3座主泵站，流量为 6.65立方米/秒。2012年实施了南山台

泵站更新改造项目，供水能力提升到 7.5立方米/秒，日最大供水

能力 64.8万立方米。

——刘湾泵站建于 2015年，设计流量 1.0立方米/秒，配套

3台套水泵，通过输水管道将水输至南山台扬水干渠。枣林湾泵

站于 2015年进行了更新改造，设计流量 4.0立方米/秒。

3.供水工程改造。

扩容改造枣林湾、刘湾泵站，加大扬水流量，扩容改造后枣

林湾补水泵站提升至 6.5立方米/秒，刘湾泵站提升至 3.5立方米

/秒。配套供电、自动化工程，对过水能力不足的渠道进行加高

并配套渠系建筑物，解决新开未供水 2.8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

并为南山台生态经济林建设提供 2470万立方米的新增水量。

工程估算投资 1.36亿元。

牵头单位：沙坡头区人民政府

配合单位：市水务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

（三）国省主干道两侧植绿增绿供水工程。

在定武高速、京藏高速、福银高速、黑海高速、乌玛高速、

G338、G109、G341、S308、S205等 11条 1300公里主干道路两

侧区域内，种植杨树、柳树、国槐、刺槐、樟子松、苹果、枣树、

枸杞等林木，每年需水量约 502万立方米（经果林按 210立方米

/亩、防护林按 140立方米/亩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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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水设施分区划分。

根据绿化长廊分布区域及现状灌溉水源设施情况，划分为灌

溉水源路段、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覆盖区段、无灌溉水源的生态修

复区段及海原无灌溉水源旱耕区段。

2.供水规划。

——有灌溉水源路段主要为卫宁灌区（S308省道、定武高

速、京藏高速、铁路、G109等），对于该区域路段绿化供水主要

利用原有灌溉设施加以改造，有条件的区域配套微灌、喷灌等节

水灌溉系统。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覆盖区段主要为沙坡头区香山兴仁

段（S205、G109、京藏高速）、中宁徐套喊叫水段（G109、京藏

高速），该区域路段绿化供水根据就近、就地原则接入原有的高

效节水灌溉系统。

——无灌溉水源的生态修复区段主要为沙坡头区孟家湾以

西（G338、定武高速、铁路）、兴仁香山区域（S205、G109），

该区域路段绿化供水根据地下水开采条件新打机井为水源，配套

灌溉管网设施。不具备开采地下水又无地表水可取区域设置方形

鱼鳞坑由养护单位定期拉水补灌。

——海原无灌溉水源旱耕区段主要为福银高速、黑海高速、

同海高速、G341、S204、S103、S311、S205，该段道路两侧农

田为靠天吃饭无灌溉设施，新建、维修涝坝、塘坝 100座，发挥

水库、液压坝、溢流堰、水窖等蓄水工程作用，有效存储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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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雨洪资源充分发挥效益。

工程估算总投资 0.39亿元。

牵头单位：沙坡头区、中宁县、海原县人民政府

配合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沙坡

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公路管理中心中卫分中心

（四）黄河两岸绿化供水工程。

对滨河路两侧范围内林区进行补植补造，抚育管护，工程水

源依据现有渠系、泵站系统及管网系统，对部分不完善供水系统

进行维修改造，对现状没有灌溉设施的，按照就近原则优先取用

沟水或中水，配套微灌、喷灌等节水灌溉设施，从而满足绿化供

水需求。

工程估算总投资 0.15亿元。

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局、水务局

配合单位：沙坡头区、中宁县人民政府，市交通运输局、农

业农村局

（五）部门、企业、社区管辖区、村庄道路及庭院绿化供水。

所有机关单位、企业、社区、学校等以“应绿尽绿”为目标，

持续、高标准推进提质增绿，做好辖区绿化建设及养护工作。同

时，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所有乡村主干道路、村庄巷道、

农户庭院、空闲地和拆除危房基地进行补植补造，全面绿化，每

户提供 20株苗木。城区、川区各镇村绿化供水以各辖区中水或

自来水为水源。山区村庄绿化灌溉水源主要利用 14.5万眼水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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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维修加固，有效存储雨水，为绿化灌溉提供水源。

工程估算总投资 0.15亿万元。

牵头单位：沙坡头区、中宁县、海原县人民政府

配合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水务局、教育局，

中卫工业园区管委会

（六）工业园区生态绿化及南侧 100 米宽幅林带供水工程。

工业园区雅云路、风云路、阿云大道、卫宁连接路两侧，绿

化带面积 3200亩，年用水总量为 88.2万立方米。从第一排水沟

取水，通过建设泵站、30万立方米调蓄水池，铺设供水管道，

能够满足绿化用水需求，并能为后期生态修复治理工程提供水量

保障。

工业园区南侧 100 米宽幅林带建设水源主要有已建成照壁

山湿地南侧绿化供水泵站及工业园区中水厂，目前园区绿化供水

主支管网大部分已建成，园区南侧 100米新增林带按照就近原则

分别接入两个水源管网进行灌溉。

工程估算总投资 1.1亿元。

牵头单位：中卫工业园区管委会

配合单位：市水务局、交通运输局、自然资源局，公路管理

中心中卫分中心

（七）小湖、千岛湖生态修复工程供水。

启动实施小湖、千岛湖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在第一排水沟与

林场公路交接处新建加压泵站 1 座，向北沿林场路西侧林带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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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水管道至小湖。同时，自北干渠左岸新建引水口 1 座、引水渠

道 0.2 公里，保证泵站取水量。工程水源为第一排水沟、北干渠。

工程建成后，可对 3500亩水域进行补水，补水量约 240万立方

米/年。

工程估算总投资 200万元。

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局、水务局

配合单位：沙坡头区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沙坡头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八）小流域生态治理工程。

沙坡头区对崾岘子沟、三个窑沟、阴洞梁沟等入黄沟道及两

侧实施生态修复工程，修复面积 1068 亩，每年需水量约 18.69

万立方米（经果林按 210立方米/亩、防护林按 140立方米/亩计

算）；有地表径流的崾岘子沟、三个窑沟灌溉水源主要利用沟道

截潜水并配套微灌节水灌溉设施，无地表径流的阴洞梁沟采取新

打机井作为水源并配套微灌节水灌溉设施。

中宁县对南河子、单阴洞沟、双阴洞沟、清水河等流域实施

生态修复工程 2332 亩，需水量每年 40.81万立方米（经果林按

210立方米/亩、防护林按 140立方米/亩计算）；灌溉水源主要利

用沟道截潜水并设置配套微灌节水灌溉设施。

海原县在马营河、苋麻河、杨明河、清水河等流域进行生态

修复人工造林 4.3万亩，需水量约每年 645万立方米（经果林按

160立方米/亩、防护林按 140立方米/亩计算）；灌溉水源主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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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沟道截潜水并配套微灌节水灌溉设施。

工程估算总投资 0.74亿元。

牵头单位：沙坡头区、中宁县、海原县人民政府

配合单位：市水务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

（九）中宁县喊叫水、徐套生态建设田间配套工程。

有效推进中宁县喊叫水、徐套地区田间配套工程建设，建成

生态灌区总面积 25万亩。同时，加快实施中宁县南山公园供水

设施维修改造工程，确保公园生态绿化用水。

工程估算总投资 3.5亿元。

牵头单位：中宁县人民政府

配合单位：市水务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

四、保障措施

（一）严格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按照《中卫市节水型社

会建设规划纲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以水定城、以

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

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各县（区）要早计划，长

安排，统筹黄河水、地下水、中水，尽可能合理的以县域将水资

源科学配置到农业产业、生态产业等各行业中。

（二）提升再生水回用率。加大再生水回用，减少污水外排，

树立节水就是减排，减排等同治污理念。打破吃资源饭、环境饭、

子孙饭的陈旧思想发展格局。一是县（区）对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厂加大处理工艺提标改造，将处理达到生态绿化标准的再生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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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城市景观绿化和生态湿地补水。二是对工业园区工业产生的

污水处理至工业生产用水标准，鼓励工业企业积极使用中水。三

是在卫宁引黄自流灌区，要充分利用排水沟道的农灌渗水，特别

是沙坡头区镇罗工业园区要充分利用第一排水沟的农田渗水，杜

绝纵水入河。

（三）调整自流灌区灌溉面积及作物种植结构。积极在卫宁

自流灌区引进推广先进节水灌溉技术，加快推进水权交易工作，

加强已建节灌工程的运行维护，充分调动用水户的节水积极性。

继续推进灌区节水工程建设，调整种植结构，压减高耗水农作物

种植面积，减少农业耗水，将结余水量用于生态保护植绿增绿用

水。

（四）推进水价改革。建立健全农业水权制度，进一步推进

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

分级制定农业水价，形成科学完善的农业水价机制。大力推行农

业用水精准补贴，充分利用水权交易平台作用和节水奖励机制，

促进农业节水项目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对水资源节约

利用的推动作用。

（五）多方筹措资金，补齐水利工程短板。合理谋划建设一

批引调水、蓄水、节水等方面的水利工程，解决水资源工程性、

结构性、资源性缺水问题，确保生态产业需水要求。各县（区）、

各有关业务部门要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国家项目立项及资

金支持。同时向社会投资敞开大门，建立权责平等的投资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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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投资收益机制，积极引进 PPP 投资模式，鼓励和引导社

会资本参与工程建设和运营。优化投资结构，建立健全水利投入

资金多渠道筹措机制，促进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两手发力，确

保生态保护植绿增绿供水工程建设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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