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0%$3&%3&%%'

海口市第三产业用水定额
及用水量研究

赵小娥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广东 广州!L"#H""#

!摘!要"!通过对海口市第三产业现状用水情况分析"结合第三产业经济发展目标和未来节水水平"制定规划年

J#J# 年和 J#I# 年第三产业用水定额在适度节水方案下海口市分别为 "L<

I

N万元$"#<

I

N万元"在强化节水方案下

分别为 "J<

I

N万元$F<

I

N万元% 研究分析了第三产业用水定额与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用水量之间的关系'在第三产

业发达的城市!即第三产业产值占(QR比重较大的城市#"其用水定额的变化对总需水量的影响& 随着技术的进

步$工艺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节水意识的提高"需水量的增长势头将会得到遏制"边际需水量逐渐减小%

!关键词"!第三产业& 用水定额& 用水量& 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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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用水定额标准

对第三产业用水定额的制定多是从产业内部各用水部

门出发分别拟定各产品用水定额#此用水定额更宜作

为微观用水管理的基础' 如果进行宏观的区域水资源

管理及供需分析)预测#则有必要将过细划分的产业内

部产品用水定额转换为行业"产业$的综合定额+",

'

第三产业可以采用单位增加值用水量作为全行业

的综合用水定额#亦可采用从业人员"或总人口$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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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作为拟订行业用水定额标准的指标' 在常见的

社会经济指标统计)发展预测)规划制定以及决策者对

宏观尺度上的区域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把握上#一

般都是利用价值量指标#所以无论是从数据的可获得

性#还是适合于多数人的概念#或者是与各地)各行业

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和计算的方便等各方面来

看#采用单位增加值用水量指标有其固有的优势+",

'

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控制指标中#对于工业用水

效率的提高#以万元工业增加值作为其控制指标#对第

三产业用水效率尚未制定统一的控制指标#而在第三

产业用水量所占比例较大的城市#制定第三产业用水

定额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建设节水型社会具有重要意

义' 本研究采用单位增加值用水量作为第三产业综合

用水定额指标#并拟定了海口市基准年和规划水平年

第三产业用水定额#分析用水定额与社会经济发展指

标)用水量之间的关系'

#&海口市第三产业现状用水量分析

海口市 J#"I 年末地区生产总值 K#EDHE 亿元#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LGD"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J"FD#I

亿元"其中工业为 "EEDFJ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HJKDL" 亿元+J,

' 产业比例为 HDESJED#SHKDH#以第三

产业为主' "注!地区生产总值是指本地区所有常住单

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地区生产总值

等于各产业增加值之和'$

海口市 J#"I 年总用水量 HD"J 亿 <

I

#其中工业用

水量 #DKH 亿<

I +I,

#第三产业用水量 "DIE 亿 <

I

#第三

产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 J"DKM#大于工业用水量'

因此有必要开展海口市第三产业用水情况的研究'

,&用水定额指标

根据现状统计#J#"I 年海口市第三产业万元增加

值用水量为 J"DI<

I

' 参考%海南省水资源综合规划&

+E,

%海南省海口市水系综合规划研究&

+L,

%海南省海口市

城市节水.十二五/规划&和%海口市节水型社会建设

规划&等相关规划#拟定 J#J# 年海口市适度节水方案)

强化节水方案下第三产业万元增加值用水定额分别为

"L<

I

N万元)"J<

I

N万元#J#I# 年分别为 "#<

I

N万元)

F<

I

N万元' 分别与%海南省水资源综合规划&中拟定

的海南省和三亚市 J#J# 年)J#I# 年第三产业用水定额

比较#海口市第三产业用水定额"见表 "$要小于海南

省和三亚市的用水定额'

表 $& 海 口 市 第 三 产 业 用 水 定 额 拟 定

单位!<

I

N万元

行政区 J#"I 年

J#J# 年 J#I# 年

适度节水

方案

强化节水

方案

适度节水

方案

强化节水

方案

海口市 J"DI "L "J "# F

海南省 ( ( "EDF ( "#

三亚市 ( ( EIDF ( JEDG

!!根据海口市各行政分区第三产业现状用水量#分

别拟定四个分区 J#J# 年)J#I# 年第三产业用水定额#

见表 J' 从表 J 可以看出龙华区用水定额最小#琼山区

用水定额最大'

表 #&海口市各行政区第三产业用水定额拟定(H)

单位!<

I

N万元

分!区 J#"I 年

J#J# 年 J#I# 年

适度节水

方案

强化节水

方案

适度节水

方案

强化节水

方案

海口市 J"DI "L "J "# F

秀英区 JJ "L "J "# F

龙华区 "KD" "I "" K H

琼山区 IE JE "K "H "I

美兰区 J"DE "LDK ""DK "#D" FD"

.&用水定额与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用水量之

间的关系

!!根据%海口市.多规合一/总体规划"J#"L(J#I#

年$&#到 J#I#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将占地区生产总值

"即地区(QR$总量的 G#M#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占全

社会从业人数的比重超过 G#M#服务业将成为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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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的绝对主导产业'

下图为第三产业需水量与经济增加值的关系图#

随着社会发展指标的提升或经济的发展#需水量不断

增加#即需水量函数曲线是一条单调增加曲线#用下式

表示!

<F;"-$

式中!<(((需水量-

!-(((社会经济发展指标'

以
!

<N

!

-表示增量需水量与社会经济发展指标

变化量的比值#即所谓边际需水量'

表 ,&海口市 #($,'#(,( 年边际需水量

年!份 方!案
!

<N万<

I

!

-N亿元
!

<N

!

-

J#"I(

J#J# 年

基本方案 LFL#D"L

推荐方案 "K"GDE"

HEFDFE

GDGG

JDKH

J#J#(

J#I# 年

基本方案 FF"IDEL

推荐方案 IEGIDLE

"E#KDKF

LDEF

JDEF

!!表 I 统计了海口市 J#"I(J#I# 年在两种节水方

案下的边际需水量#从表中可以看出!

0D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指标下#两种节水方案"适

度节水方案)强化节水方案$第三产业用水指标相差

I<

I

N万元#而边际需水量
!

<N

!

- 则相差很大#J#"I(

J#J# 年适度节水方案
!

<N

!

-是强化节水方案的 I 倍#

J#J#(J#I# 年为 J 倍' 由此说明#用水定额的变化对

需水量影响很大'

DD随着技术的进步)工艺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节

水意识的提高#海口市 J#J#(J#I# 年第三产业边际需

水量小于 J#"I(J#J# 年边际需水量#即需水量的增长

势头将会得到遏制#需水量(经济发展指标关系曲线

将逐渐趋于平缓#边际需水量逐渐减小#如下图所示'

第三产业需水量与经济增加值的关系

G&结&论

0D海口市第三产业产值占(QR比重越来越大#从

现状年 J#"I 年的 HKDHM增加到 J#I# 年的 G#M' 第三

产业现状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 J"DKM#大于工业用水

量#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第三产业用水定额和用水量进

行研究'

DD根据分析#第三产业用水定额的变化对其需水

量影响很大' 随着技术的进步)工艺水平的提高以及

人民节水意识的提高#需水量的增长势头将会得到遏

制#边际需水量逐渐减小' 制定用水定额时需要统筹

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节水潜能及水资源条件#才能

得到合理的水资源配置方案'

;D在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即第三产业产值占

(QR比重较大的城市$#单独对其用水定额和用水量

进行研究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此次研究成果可为以

后其他城市第三产业综合用水定额的制定提供参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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