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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市地下水资源超采影响分析
及应对措施

陈俊仁
!新疆昌吉市三屯河流域管理处" 新疆 昌吉"R$!!(($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新疆昌吉市水资源现状"分析了昌吉市地下水'漏斗(形成原因和今后发展趋势"以及

地下水超采原因和地下水超采对昌吉市水资源造成的影响"并总结了昌吉市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新疆昌吉市# 地下水# 超采#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012324.E849.;5/678872498>724@787O:0436/634.3.?097.>73.

FD/.EA3/.;>49.678<7/29872

a-c+b@2>82

#C7$G7%$5 )4%$5G7/%$'0$ >7,#(I%+7$ J297$7+'(%'7*$" )4%$5G7R$!!((" )47$%%

&=268/>6! M<8=>8?82;?/;@.;/12 1E9.;8>>8?1@>D8?/2 a<.23G//?C./20A/2;>1B@D8BI,>1@2B9.;8>&E@2280' E1>C.;/12 >8.?12

.2B E@;@>8B8L801=C82;;>82B /2 a<.23G/" 3>1@2B9.;8>1L8>8e=01/;.;/12 D.@?8?.2B ;<8/2E0@82D81E3>1@2B9.;8>1L8>

8e=01/;.;/12 12 9.;8>>8?1@>D8?.>8.2.0AH8BI5B1=;8B D1@2;8>C8.?@>8?.>8?@CC.>/H8BI

G71548;2! a<.23G/1E6/2G/.23# 3>1@2B9.;8># 1L8>8e=01/;.;/12# D1@2;8>C8.?@>8?

""新疆昌吉市位于天山北坡中段"准噶尔盆地南缘"

东与昌吉市头屯河相邻"西与呼图壁接壤"南以天山分

水岭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静县相望"北与准噶

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相连& 昌吉市辖区内有 Q

个乡镇"# 个涉农办事处& 总人口 &!%!# 万人"农业人

口有 !#%&! 万人& 灌溉耕地面积为 R# 万亩"主要农作

物有小麦'玉米'棉花'番茄'甜菜'瓜果'葡萄等& 昌吉

市地表水资源量为 $%'' 亿 C

$

"地下水可开采量为

!%OQ 亿C

$

"年提取地下水量为 !%( 亿C

$

&

+%昌吉市水资源现状

昌吉市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T 年开始

引用.'((/水库引额济乌远程水源&

!%!"地表水资源

昌吉市主要有三屯河& 三屯河是一条雨雪混合补

给的山溪性中小型内陆河"发源于天山北坡中段天格

尔峰"河流跨越高'中'低山带"沿程由南向北汇入各山

间支渠"形成三屯河主流& 流域内共有大小冰川 !&!

条"冰川犹如一座巨大的.高山固体水库/"年消融量

达 (%#R 亿C

$

"是三屯河径流稳定的补给来源& 三屯

河径流量年际变化平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 $%'' 亿

C

$

& 但是年内径流分布极度不均匀"季节和月径流变

化较大& 每年 !# 月至次年 # 月占全年来水量的 &P"

$)' 月占全年来水量的 !#P"O)R 月占全年来水量的

(&"(



OTP"T)!! 月占全年来水量的 !'P& 来水量主要集

中在 O)T月占全年来水量的 QRP"径流量为 #%QQ亿C

$

&

为解决三屯河水库库容小的问题"#((T 年 !( 月昌吉市

修建了库容 OR$Q 万 C

$ 的努尔加水库"充分利用地表

水资源"对三屯河径流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

目前"昌吉市引入灌区的地表水资源现状利用量

为 #%# 亿C

$

"相对于地表水资源可用量 $%'' 亿 C

$ 来

说"仍有很大潜力可挖掘&

!%#"地下水资源

昌吉市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天山北坡中段"有较丰

富的地下水资源"地下水可开采量约为 !%OQ 亿 C

$

"年

提取水量为 !%( 亿C

$

&

昌吉市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进程日益加速"工业'

副业及城市生活用水增加"对地下水的开采利用量不

断增大"然而地下水资源是有限的& 据 #((! 年统计"

昌吉市灌溉耕地面积是 &Q 万亩"全部机电井有 QR(

眼& 其中"城区及近郊有 !T( 眼机电井"每年提取地下

水达 $'(( 万C

$

"工业用水 #((( 万 C

$

"居民生活用水

!'(( 万C

$

& 而农村有 'T( 眼机电井"每年用于农业灌

溉的地下水提水量高达 !%R 亿 C

$

"浅层地下水已严重

超采&

'%造成昌吉市地下水超采的原因

随着人口的飞速增长'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加快"水资源短缺加剧"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和安

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同时"国家经济转好"对

农村取消了农业税政策"加大农业扶持力度"很多草

场'林地'国有荒地都变成种粮耕地"加上昌吉市北部

荒漠成立了农业园区"对北沙窝进行农业开发"至今已

开垦荒地 '& 万亩&

#(!! 年全国水利普查昌吉市灌溉面积为 R# 万亩"

农业园区灌溉面积有 '& 万亩& 机电井从 #((! 年的

QR( 眼增加到如今的 #Q(( 多眼& 昌吉市耕地面积也增

加到 !$O 万亩"其灌溉需水为!!$O 万亩 m灌溉定额

&#'C

$

S亩['%QR 亿C

$

& 按昌吉市地表水每年引入灌

区水量为 #%#亿C

$

"需要从地下提取水量为 '%QR 亿C

$

]#%# 亿 C

$

[$%'R 亿 C

$

$$%'R 亿 C

$

]!%OQ 亿 C

$

[

!%T! 亿C

$

"造成每年多提地下水 !%T! 亿C

$

"导致地下

水严重超采&

从昌吉市的发展来看"国有开荒地和小农场地给

国家上交了许多粮食& 但从生态发展的角度来看给北

部荒漠的植被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过去在老龙河打井

只打深 !((C左右"而现在要打深 #((C左右& 昌吉市

范围内已出现巨大的.漏斗/& 有资料表明"地下水位

每年下降 (%R U!%(C"而实际的地下水位降幅可能要

超过这个数字&

$%地下水超采对昌吉市造成的影响

/%昌吉市地下水现已下降 $(C左右"在昌吉市范

围内已形成巨大的.漏斗/& 在 #( 世纪 Q()R( 年代打

的机电井"现已干枯或者吊泵提不出水"无法满足农业

用水"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影响&

=%地下水污染严重"给人民生活带来危害& 以前

人畜饮水安全"现在地下水超采严重"地下水位大幅下

降"造成地下浅层水#含有农药'化肥'盐碱等%和深层

水互流"污染地下水的水质&

>%由于地下水位的下降"造成昌吉市北部荒漠的

植被干枯死亡"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导致空气雾霾和沙

尘暴频发& 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沙漠会吞没绿洲"将严

重影响昌吉市人民的生活和生存环境&

H%昌吉市针对地下水严重超采所采取的应

对措施

""针对目前水资源短缺现象日益突出"水资源合理

开发和有效利用越为重要& #(!! 年中央一号文件规

定!.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建立用水总量

控制制度/.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 .建立

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 .建立用水效率控制制度/&

#(!# 年 !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

的主要目标&

依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昌吉市出台了.水权水价

改革与井电双控/政策& 昌吉市三条红线目标年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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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表&

昌 吉 市 三 条 红 线 目 标 年 指 标 表

名""称 #(#( 年 #(#' 年 #($( 年

地表水S亿C

$

#%&T #%' #%'

地下水S亿C

$

!%'O !%!T (%T

&%!"开展农业初始水权登记

自 #(!& 年起"以二轮承包土地#包含定居兴牧人

均分配不少于 ' 亩的人工饲草料地'移民安置土地'村

集体不超过 !(P的预留机动地%灌溉面积为基数"以

各乡镇近 !( 年平均引入灌区的总水量或已经发布的

农业综合灌溉用水定额为依据"确定乡镇'村组和农户

的农业用水总量"量化到户并颁发初始水权证书& 对

二轮承包土地以外的耕地不予确定初始水权& 供水单

位根据区域水资源.三条红线/控制指标"在满足二轮

承包土地"二'三产业"城镇和生态用水的前提下按年

度制定供配水计划&

&%#"实行差异化水价

实行差异化水价政策"区分水资源公益性和商品

性"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

度& 为了保护二轮土地农民的利益"只有享有二轮承

包土地初始水权的农户"方可享有基本水价& 基本水

价的差异!二轮承包土地将在定额内 &#'C

$

S亩"在

#(!')#(!T 年期间"执行 (%!#& 元SC

$

"同时昌吉市政

府为了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在过渡期农民承担

(%(RT(& 元SC

$

"由政府财政补贴 (%!#& ](%(RT(& [

(%($&TO 元SC

$

"采取先征收 (%!#& 元SC

$

"后补贴的原

则& 对二轮承包土地的农户超定额的将施行加价收费"

标准为基本水价的 #倍& 在 #(#(年以后"二轮承包土地

将定额降到 $'&C

$

S亩"执行标准水价为 (%!QQ 元SC

$

&

对二轮承包土地的农户超定额的将施行加价收费"按

照批准成本水价的 # 倍计收&

&%$"开征水资源费

对农村二轮承包土地'牧民定居饲草料地和粮食

生产的耕地'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征收水资源费"拉开

高耗水行业水价价差& 二轮承包土地定额内用水按照

自治区有关文件规定不收水资源费$对二轮承包土地

超出定额的水量和二轮承包土地以外的用水征收水资

源费& 地表水从 #(!' 年起按照 (%! 元SC

$ 征收"#(#(

年起按照 (%# 元SC

$ 征收& 在执行过程中"如自治区

颁布水资源费征收新标准"按新标准执行& 地下水从

#(!' 年起按照 (%#' 元SC

$ 征收" #(#( 年起按照

(%' 元SC

$征收& 在执行过程中"如自治区颁布水资源

费征收新标准"按新标准执行& 水资源费全额纳入市

财政预算管理"留成的水资源费由财政按照预算统筹

安排&

&%&"计征水资源补偿费

从 #(!' 年起"对二轮承包土地超出定额和二轮承

包土地以外的农业用水从量计征水资源补偿费& 地表

水资源补偿费征收标准!二轮承包土地超出定额水量

和二轮承包土地以外的农业用水"#(!' 年起按照 (%!

元SC

$ 征收"#(#( 年起按照 (%# 元SC

$ 征收& 地下水

资源补偿费征收标准!二轮承包土地超出定额水量和

二轮承包土地以外的农业用水"#(!' 年起按照 (%#'

元SC

$ 征收"#(#( 年起按照 (%' 元SC

$ 征收& 水资源

补偿费由市水利部门负责征收"将水资源补偿费专户

管理"专款专用&

&%'"实施井电双控

由于近年来昌吉市地下水超采严重"按照昌吉市

.三条红线/控制指标要求"全市地下水开采要严格控

制"北部荒漠地区为重点控制区域& 对昌吉市辖区内

用于种植业'林业生产的国有农用地'人工饲草料地的

机电井进行严格管理& 在该区域权限内审批认定的农

用地"需提取地下水的"由取得取水许可证的机电井才

可取水& 农用地亩灌溉定额从 #(!' 年起按 $((C

$

S亩

核定"每年递减 &(C

$

S亩"至 #(#( 年递减至 !((C

$

S亩&

为了进一步落实井电双控的实施"水利部门和电

力企业进行沟通"理顺与电力企业的合作程序& 由市

国土'林业'畜牧等部门及各乡镇按照政策复核确定土

地面积"移交市水利局备案& 市水利局根据机井普查

结果"按政策核算确定有效机井水量及电量"电量测算

工作由电量企业协助完成& $下转第 $# 页%

(("(



H%结%语

加强地下水监测模拟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要治

水思路"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

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 结合河北省现有地下水分布

与开发形式"建立比较完整的承德市地下水监测站网"

实现对地下水动态的有效监测"以及对大型平原'盆地

及岩溶山区地下水动态的区域性监控和地下水监测点

的实时监控$为各部门和社会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

地下水动态信息"满足科学研究和社会公众对地下水

信息的基本需求"为优化配置'科学管理地下水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优质服务"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

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提供基础支撑"实现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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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R 页% 水量'电量测算完成并经市人民政府

审定后"上报昌吉回族自治州水利局和昌吉回族自治

州经信委"由昌吉回族自治州水利局'昌吉回族自治州

经信委联合下达单井水量'电量指标& 用电业主应依

法依规到市水利局按年度测算的用水量"缴纳水资源

费和水资源补偿费后"昌吉市水利局出具*取用水供

电告知单+& 用电业主凭昌吉市水利局出具的*取用

水供电告知单+到电力企业办理购电手续&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三条红线/的控制指标&

井电双控措施正处于初步实施阶段"这需要政府

的决策"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各级水利工作者的

共同努力"井电双控措施才能落实到位& 确保地下水

开采量只减不增"遵循依法管理'保护生态"总量控制'

定额管理"以水定地'以电控水"节约奖励'超用限量的

原则& 昌吉市的地下水才可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这

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I%结%语

本文介绍了新疆昌吉市水资源现状"分析了昌吉

市地下水.漏斗/形成原因和今后发展趋势& 分析了

昌吉市地下水超采原因"以及地下水超采对昌吉市水

资源造成的影响"并介绍了昌吉市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通过开展农业初始水权登记'实行差异化水价'开征水

资源费'计征水资源补偿费'实施井电双控等措施"以

农业水权水价综合改革为导向"建立以优化配置水资

源'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促进水资源健康

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和水价体系"

不断提高供水服务能力和用水管理水平& 到 #(#( 年"

昌吉市农业综合用水定额由目前的 &#'C

$

S亩降低至

$'&C

$

S亩$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由 #(!# 年的 R(C

$

降至 #&C

$

& 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由目前的 (%'Q 提高

到 (%O'"在降低农业用水总量基础上"将农业节约水

量逐步向工业'城市'生态用水有效转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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