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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
关键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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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是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关键内容"是考核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水平的主

要方式$ 本文分析了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的必要性和急切性"阐述了我国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研究现

状"重点分析了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中的关键问题"最后对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的具体实例应用进行了

简要的分析"希望能为研究地下水资源评价工作的同行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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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资源的管理质量一定程度上会对我国的经

济发展和人民的健康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近些年#

社会整体的水资源需求量不断上升#因而使得地下水

资源的开发规模和数量也在扩大% 我国是从 #% 世纪

T% 年代开始大规模地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的#但因

对地下水资源开发的认识不到位#造成很多地区出现

了地下水超采问题% 由于不合理的开采引发了很多环

境生态负效应#比如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海水入侵及

地面沉陷等% 为进一步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加强对

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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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的必要性和急

切性分析

!!现阶段#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受到国家领导的高

度重视% -'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指出增强地下水保

护#严格控制地下水超采等%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也多

次指出必须制定严格对策控制地下水超采问题以及强

化地下水保护管理法规建设% 基层水利管理部门在贯

彻上级指示的过程中#也加大了对地下水资源管理力

度#开展了很多地下水资源保护工作#而且还对地下水

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效的处理#积极

推进地下水资源的超采综合管理% 水利部于 #%%P 年

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进行地下水保护行动项目% 这十

几年来#地下水保护行动项目紧密联系地下水资源管

理工作中的关键问题进行研究#进而为提升地下水资

源管理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样也取得了不错的成

果% 尽管水利部门采取了相关措施进行地下水资源管

理#但当前地下水资源管理中依然存在很多不足#最重

要的是因缺乏管理工作评价体系#造成水行政部门在

管理工作中出现了盲目性及不规范性% 所以#为提升

地下水资源整体管理水平#确保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

应该建立完善的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体系#进而

为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的考核提供技术支持%

#(我国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研究现状

概述

!!评价是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方式#目前其被

用在很多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等部门的日常工作中%

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形式比较多#最常见的就是

'IWUPW(评估法&关键指标法&IS% 度评估方法等% 在

#%%P 年#我国相关部门研制了一套适合我国地方政府

进行工作评价的指标体系#能系统地评价各级地方政

府#尤其是市县级地方政府绩效情况% 与此同时相关

学者也进行了大量关于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的研

究#研究成果很多#比如地下水资源的承载力评价&脆

性评价等#研究人员从很多角度进行了研究% 但综合

所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关于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

的内容并不是很多% 虽然一些研究地下水资源管理工

作的评价也有涉及#但并未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单独

体现#仅是进行了量化研究% 而且水资源管理部门也

主要注重的是地下水资源的调查评价&状况评估等#基

本上很少涉及地下水资源的区域管理工作定量考核%

可见#当前我国还未形成完善的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

评价体系#不能对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进行有效考核%

%(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关键问题

IJ"!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完善的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指标体系是

确保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考核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前

提#同样也是管理工作评价中的最关键问题% 由于地

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不仅涉及

资源领域&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风险的内容#而且还

涉及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地下水工程建设及地下

水综合治理保护等内容#最主要的是很多内容都相互

联系和影响% 所以#在建立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

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7J目的性% 选择的评价指标必须概念清楚#而且

意义也要明确#确保能符合评价目的以及需求#最终体

现地下水管理中的某方面具体内容%

BJ将系统性和代表性结合起来% 建立的评价指

标体系应该最大可能的体现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所

有内容#但也不能因追求系统全面性选择太多的评价

指标#造成评价计算太过繁杂% 所以要在系统全面性

的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

2J可操作性% 选用的评价指标要最大可能的和

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相符#尽量选择那些容易获取以

及容易操作的评价指标#最好不要使用那些难以定量

化或定性的评价指标%

=J将针对性和整体性结合起来% 地下水资源管

理工作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属于系统性的工作#所以

在评价指标建立中应该将所有的工作看成一个整体%

但是因各地区的管理工作目标及内容不一致#所

以使用同样的评价体系并不是很合理#而且不能反映

区域管理工作特征% 所以#对不同的地区应该结合该

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此反映

管理工作评价的针对性%

IJ#!编制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是客观公平地评价管理工作开展情况的

基础% 所以#在编制评价标准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科

学&合理的原则#以此反映地下水资源的真实管理水

平#同时还要关注评价结果的可比性% 因各地区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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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不一致#所以不能对所有的地区

使用同一评价标准#这样就不能反映管理工作的目标

和差异% 例如#对同一地区地下水超采问题#水资源丰

富区域的管理水平应该比贫乏地区低一些#但是如果

评价标准一致#就不能体现这种差异性% 也就是说在

编制评价标准时不仅要坚持客观公平原则#还应该重

点考虑区域的差异性#所以在编制评价标准时#应该以

具体的管理工作为基础#同时借鉴参考管理发展趋势

和行业规范等内容进行合理的编制% 对区域差异性问

题#可以使用人均水资源量&行政划分等进行区域的分

区#然后结合分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以此

反映评价标准的科学合理性% 另外#由于地下水资源

管理工作不断发展和提升#不同阶段的评价标准也不

一样#因此若编制的是长时期评价标准时#还应该体现

动态性和可执行性%

IJI!选择合理的评价方法

当前#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计算方法比较多#

常见的有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主成分分析方法等#所有

的方法都具有一定的特点% 管理工作评价开展的作用

是服务于地下水资源管理#指导实际管理工作% 所以

在选用评价方法时#必须综合考虑可操作性#尽量确保

选用的方法简单易行#便于执行%

'(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的应用实例分析

通过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不仅能了解各时期

评价区的管理工作的情况#发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

指导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还能为特定时期各个地区

的评价结果横向比较提供技术支持#这样就能学习先

进经验#实现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一定程度上还能鞭

策落后地区% 结合第 I 章节分析的管理工作评价关键

问题#笔者以管理工作的阶段性&区域性为基础#建立

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评价体系#并将其应用到某省进行

实例分析和研究% 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如右上图

所示#可以概括为'四层三模块(% 三模块中的职责评

估模块主要体现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的进行现状#未

考虑管理效果/能力建设评估模块主要体现管理能力/

成效评估模块主要体现的是管理结果#不考虑实现过

程% 与此同时为体现管理工作的区域性#把评价指标

定义成必选以及可选两项%

在编制评价标准时#综合考虑区域水资源的差异

性#用人均水资源量作评价的标准#按照不同的节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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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图

把评价区分成五区域#同时对各区域#依据行业规范&

该地区的指标实际情况等制定合适的评价标准% 在选

择评价方法时#主要使用的是单指标量化0多指标合成

法#用评价指数W'XQ表示管理水平#其中%

"

W'XQ

"

"%

在评价计算后可知该省的管理工作水平比较良好#但

是在职责管理方面及能力建设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

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和管理%

G(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水资源紧缺问题的不断加剧#地下

水资源成了当前确保人们生产生活顺利进行的重要资

源形式% 但是结合文章分析不难发现当前很多地区对

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认识还不到位#所以造成了生

态环境破坏等问题#进而影响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以

及我国水资源的持续利用% 为解决上述问题应该加强

对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的重视#因其是考核地下

水资源管理工作水平的重要方式% 文章结合前人的研

究成果及本人的实践工作经验#在分析地下水资源管

理工作基本内容的基础上#重点对管理工作评价的关

键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主要从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编

制评价标准及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讨

论#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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