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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昌县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探讨
张基霞

%建昌县水利局& 辽宁 葫芦岛!$")+##'

"摘!要#!目前&建昌县水资源面临着承载能力下降&且时空分布不均状态&特别是地表水利用率低&地下水过度

开采&水源地不安全现象尤其严重( 本文论述了如何利用保护好当地水资源&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如"需

要做好水资源总体配置&发挥好现有地表水工程作用&控制地下水工程的数量&加强水源地保护与建设&最终做到

建昌县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 以上措施不仅是建昌地区也是其他地区可参考的水资源利用及保护方案(

"关键词#!水资源承载力) 建昌县) 水源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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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生存根本"水是万物之源# 如何利用保

护好当地水资源"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现代也

是将来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建昌县位于辽宁省西部

山区"全县土地面积 +$'*T%#QH

"

"耕地面积 $#"T*$ 万

亩"县域内分为大凌河流域'六股河流域'青龙河流域#

流域面积在 "##QH

" 以上的河流有 % 条"$##QH

" 以上

的河流有 $) 条")#QH

" 以上的河流有 "' 条# 全县共建

设水库 "$ 座"其中大型水库 $ 座"中型水库 $ 座"小型

水库 $& 座# 截至 "#$) 年底"全县灌溉井数量 )%+$

眼"方塘 %' 座#

建昌县供水水源主要为地表水源和地下水源# 地

表水源主要为蓄水(地下水源主要为浅层淡水# 以

"#$* 年建昌县水资源公报数据"全县总供水量 %#)" 万

H

+

"其中!地表水供水量 $)&% 万 H

+

"地下水供水量

**)% 万H

+

# "#$* 年用水量总计 %#)" 万 H

+

"其中!生

活用水 $*$" 万 H

+

"占用水总量的 "+T+^(生态用水

$%% 万 H

+

"占用水总量的 "T(^(生产用水 $)' 万 H

+

"

占用水总量的 "T*+^(工业用水 *)) 万 H

+

"占用水总

+%#+



量的 (T)^(林畜用水 $"&% 万 H

+

"占用水总量的

"$T*^(农田灌溉用水 ")%) 万 H

+

"占用水总量的

*"T+^# !

现就建昌县水资源如何利用与保护提出以下几点

粗浅意见#

$(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问题

$T$!水资源总量承载能力降低

建昌县地处辽宁省西部"干旱少雨"十年九旱# 根

据历次水资源评价成果"建昌县 $&)%.$&(& 年第一次

评价水资源总量为 )(#$+ 万 H

+

"$&)%."### 年第二次

评价水资源总量为 )#)*' 万 H

+

"$&($."### 年第三次

评价水资源总量为 *'+#( 万 H

+

"总体上看建昌县水资

源总量处于下降趋势#

$T"!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受气候影响"降水年际'年内变化大"每年 %.& 月

的降水量占全年的 (#^ _'#^"且约有 %#^是洪水径

流量(与人口分布'耕地资源'经济发展布局不相匹配#

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供需出现不平衡现象# 各流域

数据见下表#

建 昌 县 各 流 域 水 资 源 情 况 表

流域四级区
计算面积-

QH

"

地表水资源

量-万H

+

地下水资源

量-万H

+

水资源总

量-万H

+

总人口-

万人

人均水资源

量-,H

+

-人-

耕地面积-

万亩

亩均水资源量-

,H

+

-亩-

大凌河 $"#$ $('(* )%$" $(&'# +$T$( )(%T'+ *&T"% +%)T#$

六股河 $(*$ "''$+ (&'' "'&(& "&T"' &'&T'$ *'T*+ )&'T++

青龙河 "+" +)'& $#%+ +)'& "T)& $+'*T)& *T(" (%#T('

合!计 +$(* )#"(% $*%%+ )#)*' %+T#* '#$T') $#"T*$ *&+T)&

!!注!$T采用第二次全省水资源评价成果

"T人口'耕地面积采用 "#$* 年统计资料

$T+!全县地表水利用率低

根据辽宁省水资源二次评价结果"建昌县地表水

资源总量是 )#"(% 万 H

+

# 地表水资源可开采量是

"+%+# 万H

+

# 结合)建昌县水利综合规划报告*数据"

现状工程供水能力为 &*'(T** 万 H

+

"占可采量的

*#T$)^"现状工程实际供水 $)&% 万H

+

"仅占工程供水

能力的 $%T'^"占全县用水总量的 "*^# 根据)辽宁

省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分区图*"建昌县地区地表

水开发率小于 $#^"从以上数据看出"地表水利用率低"

地表水开发空间大# 全县共有水库 "$ 座"目前水库除

险加固工程全部完成"共恢复总库容 $)+'* 万 H

+

"占

地表水可开采量的 %)T$#^# 但是"这些水库库区淤积

严重"兴利库容大量减少# 全县水库渠系配套工程年

久失修"损毁严重"或无渠系配套工程"使之无法发挥

灌溉效益#

目前"水库的管理机制也存在问题"水面承包户以

其不完善的承包合同要挟政府"在防洪'灌溉'供水'生

态'养殖等方面的效益大打折扣#

由于以上原因"全县地表水利用率低"浪费了宝贵

的水资源及工程资源#

$T*!全县地下水过度开采

根据辽宁省水资源二次评价结果"建昌县地下水

资源总量是 $*%%+ 万 H

+

"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是 %$')

万H

+

# 结合)建昌县水利综合规划报告*数据"现状工

程可供水 **)% 万 H

+

"占可采量的 ("T+%^"占全县总

用水量的 (%^"从此数据看出"地下水开发空间较小"

总量应控制# 全县共有灌溉机电井 )%+$ 眼"可供水总

量 *'## 万 H

+

# 方塘 %' 座"可供水总量 $'" 万 H

+

"合

计工程可供水量是 *&'" 万 H

+

"已经达到地下水资源

可开采量的 '#^"根据)辽宁省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

程度分区图*"建昌县地下水开发率大于 $##^"属于

过度开采状态#

目前地下水源工程存在着井眼布局不合理"井距

过密"井眼过多"互相干扰等问题"有的地方出现井多

水少或有井无水的现象"特别在干旱年份更为严重#

近些年全县农村井水位严重下降"一方面缺乏降

+&#+



雨量的补给"另一方面又继续打井"过度开采"地下水

将无法可持续利用"造成不可恢复的自然平衡的破坏#

$T)!水源地存在不安全问题

建昌县是大凌河'小凌河'六股河'青龙河四条河

流发源地"是辽西地区的生态屏障"更有%辽西水塔&

之称# 宫山咀水库'马道子水库'六股河是建昌人民的

水源"也是葫芦岛市一级饮用水源地,通过西水东调毛

河治理工程"大凌河'六股河入青山水库-"即平山水源

工程的水源保护地# 但是水源保护地范围内的水生态

环境不容乐观"河道治理滞后"淤积严重"岸线不清"特

别是在河道内倾倒生活垃圾'污水污染"水生态环境遭

到严重破坏#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解决建议

"T$!做好水资源总体配置

根据建昌县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结合全县水资源

和工程建设条件"水资源总体配置逐步实施东西二线

控制# 东线以六股河为骨干"通过工程与天然河道连

通马道子水库等 $# 座中小型水库"以及通过实施建昌

灌渠和毛河实现跨流域调水工程"主要解决建昌东部

地区 $) 个乡镇用水问题"同时供给葫芦岛平山水源(

西线以大凌河为骨干"通过工程与天然河道连通宫山

咀水库等 $$ 座大'小型水库"主要解决建昌西部地区

$+ 个乡镇包括县城用水问题/$0

#

"T"!抓好节水工程建设

0T农业方面!现状农业用水占全县总用水量较

大"根据)建昌县水利十三五规划*"到 "#"# 年建昌县

灌溉面积达到 *$T)( 万亩"其中新增高效灌溉面积

&T#) 万亩# 发展节水灌溉是提高水资源承载力的出

路# 近几年辽宁省和国家大力投资节水灌溉项目"所

以应抓住契机"克服土地分散'地方资金不到位等困

难"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工程建设#

AT工业方面!完善节水设施"加快高耗水行业节

水技术改革"发展循环用水"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BT生活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网改造'推

广节水型器具"开展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工作(农村应

积极开展节水意识教育和用水收费管理工作"进一步

开展节水工程建设等/"0

#

"T+!加强水库清淤扩容及渠系配套工程建设

全县 "$ 座中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全部竣工

并投入使用"总库容为 $)+'* 万 H

+

"兴利库容为

((&#T(' 万H

+

"调洪库容为 %(+(T)* 万 H

+

# 其农业设

计灌溉面积 "$T(%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T(& 万亩""$

座水库近几年来没有承担灌溉任务# 为了充分发挥

"$ 座水库灌溉效益"水库清淤扩容及渠系配套工程建

设势在必行# 在积极争取省级以上资金扶持的同时"

还要开拓思路"本着%谁建设谁受益&的原则吸引民间

资本投入"只要水库发挥了灌溉效益"就不再是防汛的

包袱"而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水源保障#

"T*!控制农田灌溉井数量"维持地下水平衡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 ,国发办/"#$+0 " 号-及

)辽宁省地下水保护条例*的规定"应封采'限采地下

水# 应尽量减少新建井眼数量"多考虑旧井维修'改

造"废旧井眼拆除和恢复原貌# 对灌溉井应统一规划'

统一审批'统一备案"避免出现重复建设'标准不一'管

理主体不统一的现象# 按照)全省封闭地下水取水工

程总体方案*的要求!全面削减城镇地下水开采量(严

格控制新增地下水"能用地表水的禁止开采地下水(以

先用地表水"后用地下水为原则#

"T)!加强水源地保护与建设

首先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水源保护的良好

氛围#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普及水源保护法律法规和

科学知识"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努力形

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水源地保护的良好氛围/+0

#

同时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有

关规定"禁止在水源保护区内的一切排污行为和可能

污染水体的行为# 采取强制性和引导性措施"加强水

源地的保护# 建立切实可行的水源保护制度"落实更

加严格的保护措施"进一步加强领导"落实责任/*0

# 同

时要加强协同监管"形成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

机制#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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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水产'水利'移民'环保等各政府部门以水域

承载能力为基础"共同制定网箱养殖规划# 由当地政

府有关部门按规划将网箱数量分配到户"由县级畜牧

水产部门报县政府审批发证# 畜牧水产部门指导养殖

户确定鱼类放养品种'放养规模"不得投放污染水质的

各种含氨氮等成分的饲料# ) 年内"通过政策引导养

殖户进行产业转移"网箱养鱼全部清理退出#

对河网进行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对河道进行截

污'疏浚"增加水体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改善清淤河

道的水质(对河道进行清淤"使底泥中的污染物质和营

养盐的含量大为降低(严格控制沿河地区污染物排放"

对水环境进行流域性综合管理#

+T+!生态修复策略

0T湖荡湿地建设# 在最低水位 ')T)H与最高水

位 &*T%H之间"选取有条件区域建设环库湖荡湿地"栽

种荷花'芦苇'菱角等湿生植物"营造鱼类'底栖生物生

境条件"加速水体的自然净化过程"缓解水库水环境压

力# 建成集生态修复与人文观赏双重性湿地景观# 湿

地建设地点为棋梓'毛田环库区#

AT入库河口湿地修复# 库岸线重点地段生态恢

复及湖滨带景观修复和清退"保障自然水岸生态# 重

点在涟水'西阳河入库河口"在毛田河入库河口开展湿

地生境修复工程# 毛田河入库河口湿地修复地点为毛

田镇的洪家坝'肖家湾'金家湾'金田村'架子段#

BT小型湿地公园建设# 在水库周边"水域面积

" 万H

"以上的水塘和人口密集区域有条件的坑塘规划

建设湿地公园# 规划建设地点为库弯区域#

'(结(论

本文通过对水府庙示范区水资源的研究"寻求城

镇水环境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的最佳契合点"使水府庙

水库水质稳定达到国家相关规范规定的标准"为娄底'

湘乡两市提供安全清洁的水源"实现水资源和水生态

环境的良性循环"使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与社会'

经济同步发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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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建昌县及葫芦岛市水质达标及水量充

足"继续对水源保护地进行生态治理建设# 首先加强

水源涵养保护"提高水土保持能力"要有步骤地结合农

田基本建设"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保护土壤"减少水

土流失"保护植被# 水源保护区的林木除经依法批准

间伐和合理放牧外"禁止采伐和损害# 保障水源充足'

水质良好"维护生态平衡# 其次加强河道生态湿地建

设"如宫山咀水库湿地'马道子水库湿地'六股河生态

修复工程等/)0

#

%(结(语

做好水资源总体配置"通过东西两线控制及跨流

域调水"缓解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通过节水工程

建设"提高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通过水库清淤扩容及

渠系配套工程建设"提高地表水利用率(通过控制农田

灌溉井的数量"维持地下水的平衡"防止地下水过度开

采(通过加强水源地保护与建设最终做到建昌县水资

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 以上措施不仅是建昌地区也

是其他地区可参考的水资源利用及保护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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