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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型社会体制与机制建设初探
才庆欣

"南票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办公室$ 辽宁 葫芦岛!$",#"+#

#摘!要$!本文针对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水资源供需矛盾问题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南票区节水型社会体制与机

制建设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以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为主要目标的

一系列建议$旨在为今后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水资源' 开发利用现状' 节水型社会建设' 南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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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况

南票区位于葫芦岛市北部%土地面积 ...OK

"

%辖

$# 个乡&镇'"$ 个辖村街道%$&, 个行政村%总人口

".-% 万%其中农业人口 "$-, 万%非农业人口 *-$ 万(

该区属辽西低山丘陵区%是典型的石灰岩石质山区%水

系主要由女儿河水系构成%境内女儿河河长为

"+-&OK( 境内中小河流主要有 + 条%其中新沙河流域

面积 $#"-&OK

"

%河长 $+-*/OK%流经 & 个乡&镇'"九龙

街道和城区%是防汛重点河流1$2

(

#(水资源状况

南票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KK%水资源总量

$+$/+ 万K

&

%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 万 K

&

"地下水

资源量 ,,/. 万K

&

%重复计算量为 "./% 万 K

&

( 农业灌

溉用水主要分布在南票区东部平原区各乡镇%包括高

桥镇"金星镇%该地区地势平坦%地下水层较浅%水资源

储量较丰富%发展节水灌溉优势突出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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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水资源短缺%供需矛盾突出

南票城区人口密度大%水资源的需求量明显高于

供水量%水资源需求的压力加大%流域地表水开发利用

程度较高%全区的河流水质一般在
"

V

$

类之间%部分

河段为劣
$

类%部分河段水质污染十分严重-受矿区影

响%地下水过度超采%局部地区已经形成漏斗%水体污

染比较严重(

&-"!用水结构不合理%用水效率低下

从南票区用水现状基本情况分析%地下水开采量

在逐年增加%而地表水的利用量仅占用水总量的极少

部分%在地表水开发利用不足的同时%部分地区地下水

出现超采%直接影响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的发

展和水生态环境的健康( 并且全区工业用水水平参差

不齐%"#$/ 年全县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

率为 *#U( 工业用水相对集中%用水水平低-农业种

植结构不合理%高效低耗水作物种植面积少%灌溉水利

用系数低-居民节水意识薄弱%浪费水的现象普遍

存在1$2

(

&-&!供水水源地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

第一%部分地区城乡居民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仍然

较差%存在较大水环境安全隐患1"2

( 第二%南票区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管理工作不到位( 全区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监管力量普遍比较薄弱-很多地区缺乏备用水源%应

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不足%在广大农村地区集中供水

率低1&2

(

'(节水型社会体制机制建设的途径

/-$!建立健全用水总量控制和区域水资源承载

能力制度

!!实行和建立健全用水总量控制%明确用水总量%制

定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指标%制定主要农作物"工业产

品"生活用水指标-在水平测试的基础上%计算行业节

水潜力%制定年度用水计划%严格执行计划总量控制制

度1/2

( 建立健全水功能管理程序%实行严格管理和许

可审批制度%严禁越权或跨部门审批( 在水资源论证"

水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再行取水许可"排污入河许可"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否则不准批准建设项目-出台水功

能管理办法%建立水功能管理制度%为区域水资源承载

能力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健全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管

理体系1,2

(

/-"!建立水权分配和管理制度

建立水权制度首先是建立与取水许可制度相配套

的制度与机制-其次是搭建水权和计划水量交易平台%

开展取水许可与计划水量相适应的有偿使用%同时对

非交易水权转让的实行经济补偿-第三是在城镇用水

设施建设"改造和污水处理回用中引入市场机制%加大

供水设施建设"改造"污水回用和相关水产业市场化运

作力度%提高城镇供水效率-第四是改革农村小型水源

工程的产权制度%实行拍买"租赁"承包"转让"独资"股

份制等方式经营水源工程%发挥水价的节水促进作

用1,2

( 水资源利用作为商品按价值规律进入市场%准

许按市场化管理%转换为经济财富( 实行水务管理一

体化%规范水权转让行为( 流域内水权管理在水资源

论证的基础上%从取水许可审批开始就纳入水权转换

管理范围%没有水权转换的取水不予审批( 大规模"跨

行业"跨流域的水权转让由水行政机关统一调配%形成

市场运作方式%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建立水资源优化配置节水工程制度

立足于水资源优化配置%建立水资源的国民经济

发展支撑体系%以县城工业和周边地区为工业经济发

展区%建立以县城为重点的城镇供水体系%遏制水土流

失%科学开发利用水土资源%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生

态环境体系-建设以现代农业发展和抗旱设施为主的

抗旱水源体系-建立节水型社会%提高全民节水意识%

水商品进入市场%建立统一的水价和节水管理体系(

进一步满足水资源配置格局的要求和生态环境建设需

求%结合国民经济各部门用水的需求%在充分论证的基

础上%提出开发目标调整的可行性方案( 比如!农业灌

,(%,



溉为主的大中型水库%多年利用率低"效益差%可以转

换目标%向城市或工业供水-农田灌溉工程水源条件

好%但长期不利用%也可以转换为小城镇供水水源-凡

是没有节水的供水工程%可以通过节水措施转换管理

机制和水权%优先供给有节水能力的部门或单位使用

等( 总之%通过多元化目标开发%发挥水利工程或设施

的综合利用效益1%2

(

/-/!建立健全取水许可和和排污许可与污染付

费制度

!!依据水资源合理配置方案%全面实施总量控制下

的取水许可制度%对取水许可和取水量进行定期和不

定期重新核实%进一步强化对取水户的监督管理%做到

水权明晰1*2

( 建立与取水许可制度相配套的水资源有

偿使用制度%实行用水定额管理"超定额累进加价制

度%对使用公共设施供水&或其他水源'的单位超计划

指标用水的%由供水和水资源管理部门按超计划部分

加价水费"水资源费%超用量每增加 $#U加价一倍%最

高可以加收到 , 倍-同时建立与排污许可制度相适应

的水环境容量有偿使用制度%尽快研究中水回用的合

理价格%促进和鼓励污水的再利用-严格控制排污标

准%按许可排放量征费%超排量每增加 ,U加价一倍-

对未达标排放实行关闭生产和经济重罚及追究负责人

制度%因企业单位事故造成污染的%追究企业负责人法

律责任%对污染企业实行严格的经济处罚制度1+2

(

/-,!建立节水产品认证与节水设施管理制度

强化节水设施"节水器具"节水生产设备质量的监

管力度%确保节水产品优质高效%保护用户利益和节水

的积极性%不得以地方产品保护和其他借口阻止优质

节水产品的进入与使用(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

必须选用国家和省已审定的质量合格的节水设备"器

具( 节约用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时施

工"同期投产%县节约用水办公室和行业供水节水管理

部门参加工程竣工验收( 对使用非节水型用水设施"

设备"器具的%应限期更新改造(

/-%!建立水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确定水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建立水生态环境

保护法规"政策%实行奖惩和责任追究制度-推行水生

态环境保护公约%开展全民参与"全社会监督活动-建

立水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开展水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工

作( 通过一系列的水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控制水污染

源%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保障1+2

( 水生态环境保

护治理任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加强城市水环境

建设%工业废水实现达标排放%实施入河排污许可和总

量控制%加强污染源头防治%按全国人大设定的批准权

限执行-二是加强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减轻河流泥沙危

害%使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初步遏制

重点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特别是严格控制新开

采资源造成的水土流失-三是加强地下水保护工作%限

制地下水超采区取水量%对严重的超采区实行关闭%加

大水源地周边和上游水源涵养林建设-四是建立和实

行水生态环境治理统筹基金%专项用于水生态环境

治理1+2

(

J(结(语

南票区水资源管理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分布不均%

供水保证率低%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均衡%行业用水结构

不合理%用水效率低%水源水质较差等诸多问题( 需要

建立健全节水型社会机制与体制%加强水资源管理机

制与制度建设%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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