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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水资源现状与建议
刘!朗

%句容市水利农机局' 江苏 镇江!$#$+%%&

!摘!要"!本文介绍了镇江市的水资源量*水质以及开发利用情况'指出了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水资源) 现状)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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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现状

#H#!水资源量

镇江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东端$江苏省西南部$

北临长江$与扬州市&泰州市隔江相望'东&南与常州市

相接'西临南京市% 全市总面积 "&"'R;

$

% $%#+ 年全

市年降雨量为 ##$%H(;;$比多年平均降雨量偏大

(H$S% 历年最大年降雨量为 #*%%H";;-#**# 年/$最

小降雨量为 +('H);;-#*'& 年/% 降雨量年内时空分

布极不均匀$)%S以上集中在 (.* 月% $%#+ 年镇江市

水资源总量为 #"'")% 万 ;

"

$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为

#%*('" 万;

"

$地下水资源量为 $''&' 万;

"

% 地表水资

源量中$沿江水系地表水资源量为 $#+&# 万 ;

"

$占全

市地表水资源量的 #*H)S'太湖湖西水系地表水资源

量为 +'*"* 万 ;

"

$占全市地表水资源量的 +"H&S'秦

淮河水系地表水资源量为 +%#(" 万 ;

"

$占全市地表水

资源量的 ")H)S% $%#+ 年镇江市引用过境水量为

$"+#") 万;

"

'$%#+ 年全市 #) 座报讯水库年末蓄水总

量 #%+)% 万 ;

"

$比年初蓄水总量 )''' 万 ;

" 增加了

")&" 万;

"

#H$!水质状况

$%#+ 年全市 ' 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率为

#%%S% $%#+ 年全市共监测 ##& 个省级水功能区$#$&

处断面% 其中$综合评价水质为
!

类的断面占总监测

断面数的 $(H&S$

"

类的断面占 +$H$S$

#

类的断面

占 #'H$S$

$

类的断面占 #%H$S$劣
$

类的断面占

+H)S$累积达到
"

类以上标准的断面占 )&H%S%

$%#+ 年在全市监测的 ##& 个省级水功能区中$水

质达标率为 '"H"S% 其中$长江镇江谏壁调水水资源

保护区水质评价类别为
"

类$不能满足 $%$% 年水功能

,(,



区
!

类水水质目标的要求% + 个保留区达标率为

#%%H%S'$& 个饮用水源区达标率为 *)H+S'"" 个工业

用水区达标率为 '$H'S'$' 个农业用水区达标率为

"'H%S'#' 个渔业用水区达标率为 *+H#S') 个景观娱

乐用水区达标率为 (%S'$ 个过渡区达标率为 #%%S%

#H"!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供水量!$%#+ 年镇江市供水总量为 $('%)+ 万 ;

"

%

其中地表水供水量为 $()*)&H) 万 ;

"

$占供水总量的

**H*)S$地下水供水总量为 *(H+ 万;

"

$占供水总量的

%H%+S%

用水量!全市用水量为 $('%)+ 万;

"

% 其中生产用

水 $"*&)'H" 万;

"

$占用水总量的 *"H"S'居民生活用

水 #+((%H( 万;

"

$占用水总量的 (H'S'城镇环境用水

$)+)H+ 万;

"

$占用水总量的 #H%S% 生产用水按产业

结构划分$第一产业用水 &&)(+H) 万;

"

$占用水总量的

")H*S'第二产业用水量 #+*&"%H+ 万 ;

"

$占用水总量

的 )$H(S'第三产业用水 #"&$H" 万 ;

"

$占用水总量

的 %H)S%

#(存在问题

$H#!水资源数量不足$有效利用率较低

镇江市本地水资源相对缺乏$过境水资源丰富$每

年利用过境水量约占总需水量的 )%S% 同时$水资源

空间分布不均$沿江水资源相对充足$丘陵山区水资源

保障率不高% 资源型&水质性缺水问题并存% 然而镇

江市工农业耗水量较大$万元工业增加值耗水量为

#&H+;

"

$灌溉水利用系数为 %H)$% 城区管网平均漏失

率约为 $%S$乡镇普遍在 (%S以上% 在国家逐步推行

长江用水定额分配&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排污总量控制

政策的前提下$水资源有效供给将会成为制约镇江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 据统计$$%#" 年镇江市污

水再生利用率约 $%S$再生水和雨水等非常规利用率

偏低$且用途单一%

$H$!水资源污染严重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部分地区水系被破坏现象

较为严重$水域面积逐渐减少$工业经济特别是化工企

业发展迅速$大量未达标排放的生活和工业污水严重

污染了内河水质$致使水环境容量不断缩减$水环境&

水生态恶化的态势未得到根本性遏制$河道淤积较为

严重$全市部分辖市区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较低%

此外$郊区和农村地区面源污染形势严峻$畜禽养

殖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生活垃圾清运体系不完善$

生态农业普及率不高$农村河道&塘坝整治不到位$小

流域整治工程仍需推进% 污水截流管网覆盖率较低$

雨污分流不彻底% 村庄环境"脏乱差#现象没有根本

转变%

$H"!水管理保障能力弱

镇江市目前对水资源的管理尚未实行水务一体

化$呈现多元化管理模式$政出多门$职能交叉$水资源

协调管理难度大% 水利部门与环保&住建&农委&城管

等涉水部门合作机制尚未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和联

合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如何通过各部门资源共

享&信息交互和联合执法$提高水资源管理水平的全面

性和高效性$是镇江水资源管理中亟待解决的制度性

问题% 此外$增强水资源管理领域的公共服务和开放

参与程度$是对镇江市建设现代化水管理体系提出的

更高要求$借助网络&移动平台等通讯技术$提升公众

在水资源管理领域的参与度和自我管理意识%

$H+!保护水资源意识不足

镇江市每年都在"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等宣传

日$通过媒体&广告等渠道开展水资源相关的宣传教

育$鼓励公众节约用水&爱护水资源$成为水资源保护

的参与者和主力军1#2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有很大

提升空间% 普及教育工作还停留在政府机关&事业单

位$宣传方式&形式不够丰富% 此外$缺乏民间&社会力

量积极参与的机制%

%(建(议

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基本理顺水资

源管理与保护体制机制$构建完备可靠的水安全体系&

优美健康的水环境系统$不断提升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以水定城&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因水制

宜的理念$实现"河畅湖连$水漾三山$绿溢江城#的美

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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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朗V镇江市水资源现状与建议!!! !!!!



"H#!河网水系综合整治

开展主要长江入江直流水环境整治$加强入江排

污口的治理和监管$严格控制入江污染物总量% 加强

沿江化工园区和主要化工企业整治$重点防范有机毒

物污染$严格控制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毒物和内分泌干

扰物质排入长江$确保沿江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

城市河道生态治理是指遵照生态系统与生态学的

原理$在满足城市河道基本行洪&排涝要求的同时$为

城市水系营造人工改造与自然有机结合的水流通

道1$2

% 实施主要河道及城区水系整治工程$包括河道

清淤&河道护坡&填塘固基&堤防灌浆等$消灭黑臭河

流$还清水河道的本来面目$继续推进镇江市"一湖九

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按照"畅通水系&恢复引排&改善环境&修复生态&

拆坝建桥&方便群众#要求$对乡镇河道和村庄塘坝疏

浚整治$逐步提高农村河道整治标准$把疏浚淤泥&疏

通水系&提高引排能力与整治环境&改善水质&土地复

垦有机结合$发挥农村河道整治的综合效益$打造生态

河道%

"H$!防治水污染

6H点源整治% 根据水功能区管理要求$合理布置

入河排污口% 饮用水保护区&调水水源地以及具有重

要生态功能的水域严禁设置排污口% 开展污水口综合

整治$对重点污染企业进行整治$积极推进企业入园$

实施企业废水统一规范管理$确保工业废水全部稳定

达标排放%

BH面源整治% 全面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工程$调整

优化种植业用肥结构$提倡高效有机肥$推进平衡配方

施肥% 实施集约化畜禽养殖$逐步淘汰小规模畜禽养

殖% 严格控制主要湖泊和重点河流的水产养殖面积$

合理布设水产养殖区$提倡水产生态养殖$控制养殖密

度$合理投放饵料和化学品$推进池塘循环清洁养殖工

程建设%

;H污水处理% 加强工业废水处理设施建设$推进

雨污分流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推进污水管网建

设工程$提高现有污水处理厂负荷率和城镇污水管网

覆盖率%

"H"!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6H严格水资源开发总量控制管理% 根据用水总

量控制指标$制定年度用水计划$确保用水总量可控%

加强对取水户水量监管&落实取水许可区域限批制度&

实施重要河流和流域相结合的用水总量管理&严格执

行水资源论证制度$严格取水许可 "四个一#监督

管理%

BH严格用水效率控制% 通过深化节水型社会建

设$巩固节水型城市成果$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单位创

建节水型企业$扩大节水型载体覆盖面% 加强建设项

目节水"三同时#管理$加强对用水大户监管$建立定

期水平衡测试制度$对用水效率低于控制标准或用水

产品&设备和工艺不符合节水要求的$依法核减用水计

划指标% 加大工业企业节水技术改造$推广工业园串

联用水和企业中水回用&废水"零排放#等节水技术%

;H严格水功能区限制纳污% 全面落实纳污红线

监督管理制度$落实(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纳

污能力和限制排污总量意见)中有关镇江市水功能区

纳污能力和限制排污总量的成果% 健全水功能区管理

制度$科学核定水域纳污能力$制定河湖-库/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确定纳污红线%

"H+!提升水资源管理能力

6H依法管水% 加强政策保障$完善地方水利法规

体系$重点制订出台(镇江市饮用水源地保护条例)等

地方规章$探索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

BH强化河湖管理% 健全河道管理体制$落实"河

长制#% 强化湖泊管理$划定湖泊保护范围$落实湖泊

管理机构&人员&经费$建立湖泊保护管理制度和措施%

;H体制改革% 推进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政

企分开&政事分开&责权分明&运转协调的水务管理体

制$改变目前"多龙治水#的局面$推进水文双重领导

管理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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