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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市南票区地下水管理存在的问题
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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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G"HM#

!摘!要"!水资源是人类生活与生产实践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物质资源% 本文在分析研究南票区地下水资源开

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当前地下水资源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合理利用以及综合开发地下水资源"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区域水资源矛盾"同时也可以对地下水资源进行合理调度和调控% 另外主要从法制法规

的管理及制度建设$水行政管理机制建设$行业技术手段等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综合保护

对策"以期更好地推进南票区的水资源管理工作"从根本上改变破坏性开采利用地下水资源"很好地保护地下水环

境"同时也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水资源&地下水&存在问题&保护对策&南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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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况

葫芦岛北部的南票区是一个土地面积为 FFFL5

H

的农业区% 该区属于小凌河流域#地势西高东低#地势

起伏跌宕% 全区有 EE 个乡镇#行政村 E#G 个#总人口

为 HKJKG 万#其中非农业人口为 KJEG 万#农业人口为

*%*



H"JME 万% 由于社会&资金&技术等原因#全区的水果

产业没有形成规模化发展#新型农业&特色种植还未普

及#农业生产比较落后% 境内水系以小凌河支流的女

儿河水系为主#其中女儿河流经南票区境内长度为

HM#""5#有 M 条较大的中小河流#流域面积在 E""L5

H

以上的有新沙河#城区防汛和防洪重点河流为流经城

区的新沙河'E(

% 全区水资源总量约 EJMEIM 亿5

#

#人均

占有水量约 GFI5

#

#低于全省水平% 多年平均年降水

量 GHG55#地表径流呈现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逐渐

递增的趋势#年际变化态势明显%

'%地下水管理现状

HJE!执行行政许可审批制度#加大执法力度#严

格控制地下水开采

!!南票区出台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大了

依法管理力度#严格执行地下水资源依法行政许可审

批制度#按照省&市相关封井压采的文件要求#对自备

井依法关停'E(

% 创新管理模式#依法行政#依法打击各

种水事违法犯罪活动#水事秩序得以正常'H(

%

HJH!加强地下水监测#提升地下水资源管理水平

增设地下水监测井'#(

% 对地下水取水工程#特别

是针对地下水用水大户辽宁南票煤电有限公司和南票

区住建局水电处#安装了远程监控系统#对取水进行实

时监控#确保数据准确#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地下水信息

管理水平%

HJ#!对地下水的脆弱性进行评价#为地下水合理

开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结合南票地区当地实际的地质条件和生产发展#

对全区的地下水脆弱性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目前#南

票地区北部及西南部区域为高脆弱性地区#这个地区

矿业开发工厂比较集中#虽然降水量多#地下水资源比

较丰富#但是过多的人口&发达的工业造成该地区地下

水污染严重且地下水的需求量较大#地下水资源保护

力度低% 南票地区主要的中心城市区域为中脆弱性地

区#该地区的地下水潜水的埋藏深度约为 EI5

'I(

% 该

地区为南票地区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用水的供给集中

地#城市化较高#有限的植被不能较好地保护地下水资

源#且该地区地下水自然补给功能较弱#造成地下水极

易受到破坏威胁% 低脆弱性地区为邻近女儿河上游的

漫滩地区和部分平原地区% 该地区长年降水量多#地

下水资源较为充沛% 区域内植被数量较多#可有效保

护地下水资源% 含水层厚度约为 H#5#地下水自我净

化能力强% 该区域人口密度小#人类的开发生产活动

对该区地下水资源系统基本没有影响'G(

%

$%存在的主要问题

#JE!地下水管理存在的问题

/J地下水开采控制难度大#水位管理薄弱% 随着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控制地下水开采量拥

有了权威的政策支持% 但是目前政府部门尚未足够重

视地下水位管理工作%

BJ地下水监测井布局不太合理#监测井网密度不

够#数据误差大% 南票区地下水水位监测主要通过地

下水监测井完成#分人工观测井和遥测井% 人工观测

井&遥测井布设不完善#区域地下水监测井密度不够#

布局不合理#区域地下水动态及空间分布等反映不足)

重点地区地下水观测井代表性不明显)人工观测井&遥

测井互相校核条件差'#(

%

7J地下水水位监测技术平台不完善#急需健全制

度#提供强有力数据支撑% 地下水人工观测站主要委

托他人进行观测#部分观测人员文化&技术&认识等素

质不高#观测中责任心弱&积极性低#观测数据存在漏

缺&不规范&真实性差等问题)人工观测站地下水位观

测设施落后#观测精度低&不连续等)地下水遥测站虽

实现了地下水位数据的实时报送#但仍存在监测设备

设施老化&设施维护困难&设施检修不及时等问题#监

测设备人为破坏严重#造成观测数据漏失'$(

%

#JH!地下水取水管理存在的问题

/J有关地下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

对于现有的法律法规执法力度不够% 为了符合当前社

会发展的要求#必须要制定统一的&明确的&实用性比

较强的水资源管理法律%

*&*



BJ地下水资源管理的市场引导措施不到位#导致

水价设置不合理% 水资源是一种商品#必须有偿使用#

将其引入到市场#而且要经常关注市场水价变化情况#

积极促进水价改革%

7J人们节约用水的意识不强#水资源浪费比较严

重%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影响#

水资源需求量与日俱增% 但可用的水资源总量有限#

且分布不均匀#导致许多地区都出现缺水现象#再加上

部分地区水污染严重#造成水资源紧缺问题愈加严重#

所以必须重视水资源管理工作#提倡节约用水#治理水

污染%

4J地下水资源管理的辅助系统需要及时更新升

级% 地下水资源管理的辅助系统主要包括地理信息系

统以及资源管理系统等#及时升级辅助系统有助于信

息的更新#为水资源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6J地下水资源管理的考核机制还不够完善% 目

前#各级政府虽然出台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但是

仍然存在着衔接脱节#互相推诿#应付了事的现象% 为

了很好地管理地下水资源#应将有关水资源管理的考

核纳入管理部门的考核范畴#按照管理的成效对部门

主管进行绩效评估#以提高管理部门的工作积极性%

-%地下水管理措施

IJE!采取技术措施#优化用水结构#提高水资源

利用率

!!在改变传统的用水模式的同时#还要采取多种技

术措施#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在进行节水工作的同

时#针对不同行业的水资源用途进行分类管理#根据产

业产品进行差别定价#使各行业人员对水资源的使用

有进一步的认识% 在水资源储量一定的情况下#可以

改变用水产业的用水模式#将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

将以往粗放式的模式转变为集约式用水模式#提高用

水效率% 同时#在保证第一产业水资源质量与数量的

同时#大力发展低耗水模式的农业产业#在第一产业经

济保持正增长的同时减少对水资源的消耗量#也为保

护生态系统做出重大贡献'K(

%

IJH!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加大治

污力度

!!构建整套地下水环境保护制度是防治地下水污染

的重中之重#葫芦岛市南票区政府部门应该坚持+预防

为主#防治结合,的治污方针#加大管理力度#增加惩罚

力度#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使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得到

可靠保障% 利用和谐论理念#大力推行水污染物排放

许可制度#控制好污水的排放量#将每个利益参与者的

污水排放量都控制在一定范围#使得总的污染程度保

持在可控范围内% 为此#要将总的污水排放量控制作

为管理目标#并采取适当的方法对污水进行集中处理#

构建水污染程度控制模型#为水污染控制提供技术支

持'F(

% 改良生产工艺#把三废污染在生产过程尽最大

可能处理掉#预防地下水污染范围扩大% 在地下水污

染治理的技术上#增强其创新性和可行性#以便监测地

下水的动态情况#掌握其发展状态#提前做好防污&治

污的准备工作#做到有备无患%

IJ#!建立健全科学的法律和管理体制#合理配置

水资源

!!水资源的合理使用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义务#更需

要国家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行政管理制度#从而

提高水资源使用的良好约束行为% 在水资源管理过程

中#经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与冲突#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冲

突&人与水之间的冲突等#这时#和谐论就能充分发挥

其作用#协调好这些关系% 根据和谐论理念#建立科学

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以人水和谐为基本目标#从系统&

地区&部门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并构建水资源管理和

谐论模型#而后再以模型作为参考#进一步制定更详细

的管理策略'F(

%

IJI!以技术支撑为保障#加强地下水监测和研究

工作

!!加强水资源管理可以从加强水资源监测以及计量

投入入手% 陆续开展地下水开采监测体系#安装地下

水开采计量设施#进行各地下水取水户开采水量监测

报送)可根据情况适当增加有机项目和放射性项目的

水质监测'F(

% 同时政府应当对地下 $下转第 IK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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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形式% 微润灌湿润体范围土壤水分较均匀#且土壤

水分主要为水平扩散#地下滴灌形成的湿润体则偏向

于垂直方向%

BJ不同灌水技术对棉花的株高&茎粗与单株叶面

积呈现出的规律是一致的#表现为!膜下滴灌l地下滴

灌l微润灌%

7J棉花茎流速率表现为!夜晚#膜下滴灌
"

地下

滴灌
"

微润灌溉#但地下滴灌与微润灌溉差别不大)白

天#微润灌溉
"

地下滴灌
"

膜下滴灌#但地下滴灌与膜

下滴灌值差别不大%

4J弱光区域界定结果表明!棉花对弱光的利用

能力较强% 最大光合速率表现为!膜下滴灌 l地下

滴灌 l微润灌% 光饱和点表现为!膜下滴灌 l微润

灌 l地下滴灌% 微润灌处理的光补偿点最小#为

MKJGH

(

5+<Q"5

H

*8$)同时暗呼吸速率介于膜下滴灌

和地下滴灌#为 #J"HK

(

5+<Q"5

H

*8$%

6J不同灌溉技术产量表现为!膜下滴灌 l地下滴

灌l微润灌#膜下滴灌与地下滴灌产量差别不大)水分

生产效率表现为!微润灌l膜下滴灌l地下滴灌#膜下

滴灌与地下滴灌差别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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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监测给予经费保障#并在相关政策上给予支持和

关注'F(

%

D%结%语

水资源短缺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分析发现#无论是从资源总

量#还是从可增加的开采量#南票区地下水开采的空间

已经严重不足#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全区经济发

展的重要瓶颈% 葫芦岛市是一座现代新兴工业城市#

南票区作为该城市工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

发展的同时#应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统筹兼顾%

这就需要我们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依法管

理地下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确保地下水资源

永续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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