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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陈 华

（安徽宿州市埇桥区水利局，安徽 宿州 234000）

摘 要 随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规划的实施，国家越来越关注农村的饮水问题，因此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成为国家规划的重点项目。我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水源导致很多农村地区的水已

经达不到饮用的标准，对农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为了支持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解决饮水安全问

题成为广大农村居民以及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将重点研究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工作中存在的关键问

题，并根据问题得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希望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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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农村饮水供给问题已经

经历了自然发展、饮水起步、饮水解困以及饮水安全

四个阶段，到今天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重视解决农村饮

水巩固提升的问题。中国政府对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极

度重视，不仅编制了专项规划，也积极加大各级财政

支持，并且引导社会大众和企业广泛地参与到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建设中，经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

我国农村饮水问题已经得到了显著的解决。另外，保

障农村饮水安全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乡镇政府也

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工作中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

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应该重视四个方

面的安全问题，即水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以及供

水保证率，这样才能够发挥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价

值。现代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应该重视综合、配套以

及新兴网络技术等先进方式，进一步提高农村饮水的

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以及水质达标率。

1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概述

农村饮水安全是指农村居民能够及时并且方便快

捷地持续获得洁净的生活饮用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项目包括建设供水水源工程、水处理设备、消毒设备、

泵站、输配水管网等，能够大范围地对农村进行有效

的饮用水供给，我们致力于打造农村人口安全饮水的

民生、民心工程。其中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包含着四项

基本且必要的评价标准。首先，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工

程必须要满足饮用水的安全性，安全饮用水中包括农

村个人卫生用水，比如洗漱用水、洗菜用水等，饮水

安全建设工程不能让饮用水含有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其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所开发的水量必须能够满足

范围内农村人员合理用水的需求，而农村不同于城市

的饮用水需要，比如饲养畜牧、种植农作物的用水都

包含在人们的需求中。再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要为

农村居民提供快捷方面的取水方式，而国家也严格规

定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所要达到的取水方便程度，比

如平原区和浅山区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要将所有供水

提供到农村居民家中，而山区以及牧区等不容易进入

农村居民家中的用水要建设集中供水设施以及分散供

水设施，村民在进行取水往返的时间不能够超过十分

钟。最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要有足够的供水保证

率，千吨万人以上的供水工程，供水保证率不能够低于

98%，而其他比较低一级的供水工程供水保证率不能够

低于 90%。

2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工作成效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农村

安全饮用水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因此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对保障农村安全饮用水、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节都

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下面将重点阐述关于增强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工作成效。

2.1 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能够及时性地为广大农

村地区解决涉水重病、血吸虫等其他饮水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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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农村涉水性疾病的发生，进一步提高了农村的

健康水平和抵抗力，也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

2.2 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的规划建设

饮用水保障供给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条件

之一，为了将农村建设成为宜居的生存环境，促进和

谐农村的建设以及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都需要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农村主导的产业就是农产业，

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和全社会的进步，那么

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就是促进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

从细节而言，农村饮水保证率的提高能够让农村享受

到更多家用电器带来的方便快捷，既能够提高农村整

体的生活品质，也扩大了农村居民的内需，每个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都是对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宣传。

2.3 降低了旱灾对农村的影响

农村最主要的经济收入就是农业，有些地区因为

气候的原因经常发生旱灾，导致农业经济不景气，而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能够为农村降低旱灾带来的

影响，极大地增强农村抗旱防灾的能力。而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抗旱的主要建设方法就是大力发展规模化集

中供水工程，既为农村提供旱时的饮水水源，也提供

一定的灌溉水源。

2.4 降低了农村的贫困率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大部分都会优先建设在经济欠

发达以及较贫困的农村地区，能够极大地缓解农村地

区的贫困程度，也推进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的公平发展，并且能够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团

结凝聚，使得贫困地区的农村感受到了较大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进而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也为广大农村解决了迫切需要水源的问题 [1]。

3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存在的问题

3.1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不规范的工程选址

上述讲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发挥工程效益的重要

条件是选择适合的建设地址，以此保证农村的饮水量

供给以及取水的便捷性。出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不规范选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施工建设队伍没有对所

建设工程现场进行详细的资料收集以及现场勘察等，

对所建设饮水工程现场的地形地势以及水文特征等没有

完全的掌握，无法准确把握饮水供给的连续性，导致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不能够达到四个基本和必要的标

准，并且有些饮水工程会建立在一些具有污染物的地方，

导致农村饮水威胁到居民的生产和身体健康。[2]

3.2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不合格的工程质量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不能够达到要求的工程质量，

不仅会增加国家建设施工的成本，也会降低农村对国

家建设的信任。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出现工程质量不合

格的主要原因有建筑材料质量差、施工技术不达标、

缺少必要的施工计划以及饮水安全施工队伍不负责任

等，比如饮水安全工程所需要的建筑材料数量较大，

建筑施工队伍为了能够降低工程施工的成本而选择一

些质地较差的建材。另外，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施工必

须要进行钻井工程，但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施工队伍所

钻的井的深度达不到工程的标准，这些情况都可能会

导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质量的不达标，反而会进行返

工或者重建等，严重增加了国家财政对饮水工程建设

的投入，加大了国家的财政压力，降低了农村居民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3.3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不合理的设备资源

利用

农村饮水工程建设施工中包括对供水设备、水处

理设备等设备资源的建设施工，许多施工队伍会忽略

一些必要设备的工程建设，导致农村饮水安全设施不

能提供合格的饮用水，不仅浪费了前期工程施工建设

的资金成本，也导致后期农村无法得到基本的饮水供

给，使得农村生产建设和生活遭到了严重的阻碍。

3.4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缺少必要的投入成本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缺少必要的投入成本是指一些

专门项目的资金，比如勘察工作的投入成本、监测设

备的投入成本以及最后质检验收的投入成本等。这些

项目都需要较高的资金投入，才能够使得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达到必要的质量标准。另外，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本身就是一项长期的建设工程，需要政府以及支持

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以及设备。

4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存在问题的应对策略

经由上述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成效的介绍，

我们可以认识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在我国具有

积极的作用。接着本文分析了现阶段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建设以及存在的诸多不足，比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建设选址、工程投资、工程质量以及工程监督等，都

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农村安全饮水建设无论

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应该重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保障农

村人口的饮水安全。下面将着重分析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建设的优化措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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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统筹规划，因地制宜

对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选址的问题以及工程

质量保障问题都需要工程施工队伍进行统筹规划，不

仅要根据农村地区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详细和充

足的勘察和资料收集，更要根据工程所在农村地区的

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计划和方案，并通过

技术手段进行实践性的演练，保证饮水安全工程能够

达到建设的标准，满足农村对饮水的要求。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更要因地制宜，根据农村的经济、生产以及

自然条件进行工程的合理规划，为打造宜居美丽的新

农村打下基础。另外，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要提高自身

的施工技术，采用先进的饮水工程施工技术建设，不

仅能够节省建筑时间，节约建筑成本，也能够进一步

保证建筑施工质量和效率。

4.2 政府财政扶持，多渠道引资

上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出现设备资源建设不完整

以及缺少必要的建筑施工成本的主要解决方式，是通

过政府相关财政项目的支持以及进行多渠道的引资建

设，不仅增加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投资，也推

进了农村其他经济项目的建设，实现配套化的经济发

展，也使得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与其他经济项目联动起

来成为农村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支持 [4]。另外，多渠道引

资能够减轻我国农村人民的经济负担，让老百姓发展

其他经济项目，提高农村人民的幸福感。多项投入资

金的增加不仅能够促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完整化施

工，也能够增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质量。

4.3 智能化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随着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区域的扩展以及农村

居民饮水安全意识的提高，各个地区的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的建设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中，智能化设备的

引进以及农村供水体制的创新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健康化和市场化发展 [5]。智能化设备

是指智能电表的安装推进，让农村人民认识到智能化

饮水的便捷性和重要性。而我国也在积极地创新推进

农村供水体制改革，不断地吸引社会各项资金的投入

和建设，逐步将农村饮水安全的建设工程推向健康的

市场化，以便能够在将来更好地维持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的运营和服务。并且农村安全饮水管理也在朝着制

度化、规范化、标准化以及长效化推进，智能化的农

村安全饮水建设工程成为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动力。

4.4 建设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投诉渠道

倾听农村居民的声音才能够了解到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建设和实施的成效，因此我们要建立和完善农村

安全饮水工程问题投诉渠道，站在农村居民的角度去

看问题和解决问题，使得大众成为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质量的监督员。具体的投诉渠道有：设立农村安全饮

水问题投诉热线，充分倾听居民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的看法和建议。对待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投诉，我们

要积极、妥善地处理群众的诉求，进而巩固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的应用质量，也促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的持

续化建设，深化农村安全饮用水供水管理体制改革，

让更多的农村居民享受到更安全、更优质的饮用水和

供水服务 [6]。

5 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质量关乎着

农村的生产和居民的生活，必须要解决现阶段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加强我国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的施工质量和效率，切实满足农村的饮水需

求，发挥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持久的效益。

参考文献：
[1] 蓝刚 ,甘幸 ,韦恩斌 ,等 .广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J].广西水利水电 ,2020 
(02):89-92. 
[2] 地吉卓嘎 .西藏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和运行
管护工作研究 [J].农家参谋 ,2021(14):186-187.
[3] 孟宇华 ,潘慧 .加强农村饮水安全以脱贫攻坚的对
策应用研究 [A].2021中国水资源高效利用与节水技术
论坛论文集 [C],2021:157-163.
[4] 杨金龙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成效、问题及对
策——以酒泉市为例 [J].乡村科技 ,2021,12(02):125-126.
[5] 李思琦 ,李华 ,王玥娜 ,等 .临泽县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运行管理现状及对策 [J].现代农业科技 ,2021(20): 
135-136,141.
[6] 吴邦和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饮水安全现状及思
考——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 [J].山西农经 ,2021(19):88-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