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嚓缫久浞共翻圃水剩鄱

关于请协助提供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有关情况的函

各有关单位 :

为支持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全国人大民委请我部参加十一届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并介绍民族地区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情况。现请你单位协助提供本地区水利支持少数民族事

业发展相关材料,重 点是民族地区水利规划、投资安排、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进展情况、取得的效益效果及下一步工作安排,请按

照参考提纲 (见附件 2)提供文字材料并填报投资和效益情况表

格 (见附件 3、 4),并于 2012年 6月 18日 中午 12点 前反馈水

利部规划计划司。

联 系 人:齐 飞

联系电话:01O-63204273、 5991(传真)

电子邮箱:shshye@mwr· gov。cn

附件 :

1、 民族自治地方范围

2、 xx省 (市 、区)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参考



提纲

3、 2011年 民族自治地方水利投资情况

4、 201l年 民族自治地方水利投资效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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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民族自治地方范围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自治区 (5个 )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广西壮族 自治区

西藏 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州 (3O个 )

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

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

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

四川省 甘孜藏族 自治州、凉山彝族 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

云南省

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大理白族 自治州、迪庆藏族 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楚雄彝族 自治州

甘南藏族 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丿、|、|

玉树藏族 自治州、海南藏族 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北
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
克孜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伊黎哈萨克自治州

自治县 (自 治旗 ) (120个 )

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厂回族自治县、青龙满族自治县、丰宁
满族 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

内蒙古自治区 鄂伦春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祖自治旗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 自治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新宾满族 自
治县、岫岩满族 自治县、清原满族 自治县、本溪满族 自治县、
桓仁满族 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 自治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伊通满族 自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景宁畲族 自治县

长阳土家族 自治县、五峰土家族 自治县



湖南省

通道侗族 自治县、江华瑶族 自治县、城步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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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阳

苗族自治县

广东省 连南瑶族 自治县、连山壮族瑶族 自治县、乳源瑶族 自治县

广西壮族 自治区

龙胜各族 自治县、金秀瑶族 自治县、融水苗族 自治县、三江

侗族 自治县、隆林各族 自治县、都安瑶族 自治县、巴马瑶族

自治县、富川瑶族 自治县、罗城仫佬族 自治县、环江毛南族

自治县、大化瑶族 自治县、恭城瑶族 自治县

海南省
乐东黎族 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

县、昌江黎族 自治县、白沙黎族 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

陵水黎族自治县

四川省
木里藏族 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 自治县、北川

羌族 自治县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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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土家族 自治县

贵州省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 自治县、松桃苗族 自治县、三都水族 自治

县、镇宁布依族苗族 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 自治县、关岭

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玉屏侗族 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 自治

县、沿河土家族 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 自治县、道真仡佬

族苗族自治县

云南省

峨山彝族 自治县、澜沧拉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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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傣族佤族 自治县、宁

蒗彝族 自治县、贡山独龙族怒族 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 自治

县、石林彝族 自治县、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屏边苗族 自治县、

河口瑶族 自治县、沧源佤族 自治县、西盟佤族 自治县、南涧

彝族 自治县、墨江哈尼族 自治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沅

江哈尼族彝族傣族 自治县、新平彝族傣族 自治县、维西傈僳

族 自治县、漾濞彝族 自治县、禄劝彝族苗族 自治县、金平苗

族瑶族傣族 自治县、普洱哈尼族彝族 自治县、景东彝族 自治

县、景谷傣族彝族 自治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 自治

县、兰坪白族普米族 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甘肃省

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东乡族自治县、张家

川回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青海省

化隆回族 自治县、循化

民和回族土族 自治县、

门源回族 自治县、互助土族 自治县、

撒拉族自治县、河南蒙古族 自治县、

大通回族土族 自治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焉耆回族 自治县、察布查尔锡伯 自治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巴里坤

哈萨克自治县



附件 2∶

xx省 (市、区)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参考提纲

一、截止 2011年底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情况,

包括水利规划、投资建设、项目管理状况,取得的效益效果情况 ,

以及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等;

二、2011年 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安排情况 (说

明投资来源;重 点工程单独列出 );

三、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
十二五”

期间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计划。



附件 3:

⒛11年民族自治地方水利投资情况

单位 :万元

类  别 合  计
农村饮水

安全

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

灌区续建

配套与节

水改造

江河治理
(含 中小

河流治

孑』巨)

节水示范
枢纽及水

源工程

行蓄洪区

安全建设
海堤建设

跨界河流

治理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类 别
泵站更新

改造

水土保持

及生态

农村小水

电工程
水利血防 牧区水利

小型农田

水利

水文水资

源等行业

能力建设

整合烟水

配套、土

地整理等

其他行业

建设资金

项目

雨雪冰冻

灾害、抗

震救灾 、

防汛抗旱

应急等其

他

D
D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附件 4:

⒛ 11年 民族 自治地方水利投资效益情况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涉及县个数 个

小水电代燃料项目 个

灌区配套与节水改造 处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座 座

农村小水电站 座

解决饮水安仝人口 万 人

新建及加固堤防长度 公 里

新增排涝泵站装机容量 万千瓦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平方公里

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万亩

新增河道清淤疏浚和岸线整治长度 公里

新增恢复或改善库容 万立方米

新增粮食产量 万公斤

小水电代燃料解决无电人口人数 万人

农村电气化县 个

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万亩

新建护岸长度 公 里

新增供水能力 万吨/年

新增渠道整治和防渗长度 公 里

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万千瓦

新增除涝面积 万 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