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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水资源开发利用及其可持续发展探讨
严玉龙

!新疆伊犁河流域开发建设管理局" 新疆 伊宁!K#G"""#

!摘!要"!水资源作为国民生活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可谓必不可缺$不可替代% 如若缺少水"就无从谈起

经济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本文着眼于新疆水资源的基础特点及在开发利用方面的实际情况"指出新疆水资

源现今已然成为对其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的重大问题"基于此"提出构建节水型社会及开源节流的实用

对策%

!关键词"!新疆&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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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乃生命之源#是繁荣的基础信条#同时还是其

他所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核心平台与重要载体%

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架构中#水资源与能源均为其

内在基础#是人类基本生活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

不可再生且无法替代的重要资源#水乃是推动经济

发展的促进因素与保障条件% 新疆为内陆省份#存

在严重的干旱缺水情况#水资源乃是阻碍其社会可

持续发展及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科学&合理

开发利用水资源#乃是保障新疆经济稳健&高速&持

续发展的基础途径%

+%新疆水资源特点及开发利用现状

EJE!新疆水资源特点分析

新疆境内共有河流 GM" 多条#其中 IH$ 条位于东

疆与北疆#EK 条河流的年径流量超过 E" 亿 5

#

% 因新

疆有着特殊地理条件#即+三山夹两盆,#因此形成了

十分明显的水资源时空分布状况% 若将天山山脊线作

为界限#则可划分为两部分#南疆产水量为 #K# 亿 5

#

#

北疆则为 I"K 亿 5

#

#近乎均分% 但在面积上#北疆占

整个新疆面积的 HMN#而南疆则占到 M#N#因此#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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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位面积所持有的水量#较之南疆#乃为其 H 倍之

多)且水资源以山区分布较多#全年的降水量达 HIHF

亿5

#

#而在整个新疆面积占到 IHN的山区#在降水量

上占全区的 KFN% 此外#对于各个河流的水量来讲#

具有较大的季节变化性#多集中于夏季#其在全年径流

量中所占比重达 M"N RK"N% 因新疆处于内陆深处#

属明显的大陆性干旱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仅为 EII55#

为全国年平均降水量的 HHN% 新疆地下水可开采量

为 HGE 亿5

#

#地表径流量为 KK# 亿 5

#

#从国土面积方

面来分析#新疆每平方公里的水量仅为 IJM 万 5

#

#在

全国范围内位居第三#乃是严重缺水的省份%

EJH!新疆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新疆水资源均摊到每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上#仅

为 IJM 万5

#

#仅占全国平均水量的 EQM#但如若基于水

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方面来考量#新疆则是全国范围内

具有较丰富水资源的地区#据 H""G 年人口与耕地调查

得知#新疆水资源在现有经济社会规模及人口耕地的

承载方面#是不存在较大问题的#而近些年来#新疆在

生态方面则面临着越发严重的问题#究其原因#多因人

类不合理开发自然资源所致#尤其是长期性的对水资

源的不合理开发与利用% 新疆不合理利用水资源主要

体现在如下方面!

/J农业用水浪费严重% 农业用水在整个用水量

的比重达 KIN% 大水漫灌#渠系渗漏#农田灌溉渠系

水有效利用系数低于 "JI#田间水的利用率为 M"N R

K"N#农业毛灌溉用水量达 E$"""5

#

Q"05

H

*年$#南疆

在此方面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HH"""5

#

Q" 05

H

*年$#

灌溉用水量比作物实际需水量多出 E 倍以上#浪费

严重%

BJ工业用水存在严重浪费情况% 乌鲁木齐的工

业万元产值耗水量为 M"$/#山东省为 EHH/#而全疆在工

业用水重复率方面仅为乌鲁木齐的 IGN#见表 E%

表 +% 新 疆 用 水 量 与 供 水 量 单位! 亿5

#

用!!水!!量 供!!水!!量

合计 灌溉 工业 城镇生活 合计 地表水 地下水

全疆总计 IGEJ$F IIEJGM MJ$F #J"I IGEJ$F IH"JHF #EJ#F

北疆南部 GMJKE GIJ#E HJ#F EJ"# GMJKE IHJM# EGJ"M

北疆西部 EEHJIF E"KJF$ HJ$G "JK$ EEHJIF E"MJKK IJ$"

东!!疆 EFJFH EFJI" "J#F "JEE EFJFH E"J"" FJFE

南疆东部 EEKJKF EEMJG "JMF "J#F EEKJEF EEKJEI "JMI

南疆西部 EIHJGI EIEJEM "JMI "J$E EIHJG" EIEJG" EJ"#

'%水资源是制约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疆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除了宜农&宜

工#拥有着其他省份均不具备或无法替代的客观属性

之外#还有着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些矿产资源不仅

种类多#而且储量可观% 截至 H"EG 年底#共在新疆发

现矿种 E#F 个#其中包含有诸如W-&Z)&V3等稀有的金

属矿产)另外#白云母&铍等非金属矿的探明量居于全

国首位% 量大而又种类繁多的矿藏#为新疆经济的持

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与潜力#同时还是帮助其实

现经济腾飞的重要支撑% 新疆在能源方面#同样有着

卓越优势% 煤炭储量达 G"" 亿/#且为富矿#石油&天然

气的储量也十分可观#吐哈&准噶尔及新疆塔里木三大

盆地已探明的油气储量达到了 #"" 亿 RG"" 亿 /#占全

国总油气储量的 H$N#天然气位居全国第 I 位#石油位

居第 # 位%

此外#新疆还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光热充足#且

具有较大的昼夜温差#能够更好地为光合物质积累提

供便利#在地力与水肥同等情况下#农作物产量比内地

高出 H"N R#"N% 新疆的棉花单产量也连续数十年

位于全国首位% 新疆土地开阔而又平坦#便于机械化

操作#有利于农业集约化#能够更好地达成与实现现代

化的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基础要求#同时还是实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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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水资源高效利用的代表省份#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的重要产地%

但因新疆远离海洋#位于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水

资源严重短缺#其中平原缺水情况表现更为明显#比如

新疆因缺水#当前已经开垦的土地仅为 G"" 万 05

H

#其

在整个宜用地中所占比重仅为 $N% 据有关数据统计

得知#在勘探开发石油过程中#每吨原油生产需要耗水

约为 E"/#而对于相关石油加工企业#其加工每吨原油

需要耗水 H"/% 预测 H"H" 年塔里木油田开发所需用水

量为 E"JK 亿5

#

Q*#加工需水量则为 EJHI 亿 5

#

Q*% 根

据当前在开发利用水资源方面的实际情况#要想较好

满足此需水量#则存在较大难度% 仅能实施以水定地&

以水定产及以供定需#这与新疆为国家的后备耕地库

及能源库的战略地位不相适应#同时也与国家后备人

口承载库的未来地位趋向不对称%

$%新疆水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

措施

!!要想更好地缓解与规避水资源短缺的实际矛盾与

突出状况#需将保护&节流及开源等同抓&主治#始终秉

持注意保护&积极开源&统一规划&强化管理及全面节

流等基础方针#推动水资源利用率的大幅提升#积极转

变&转向节水型经济的发展方向#以此来更好地适应乃

至顺应社会&经济对水资源的各方需求#措施如下!

/J提升全面节水意识% 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水资

源短缺状况#最为实用有效的方法便是#积极动员全社

会各阶层树立节水&惜水意识#不仅要工业节水#还要

农业节水#整个国民经济都需要积极遵循节水型社会

经济的发展脉络#要让节水社会&节水经济的观念与思

维深入人心#使之成为人的内在性&潜意识的一种本

能#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

BJ提高利用率#节约用水% 新疆在农业方面的用

水量在整个总用水量所占比重达 KIN% 新疆大多数

灌溉区不具备配套&相匹配的水利工程#在技术方面也

比较落后#大多数渠道并未设置配套的防渗设施#农田

灌溉水利用率较低#较多选用的仍是原始的大水漫灌

方式)诸多工业设备已经难以满足实际所需#设备普遍

陈旧#工艺与流程比较落后#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平均

仅为 "J# R"JI#具有很大的节水潜力% 因此#需从节水

技术&工程及管理等方面#提升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

能#比如把地面漫灌更改为长畦或小畦分段灌溉#或者

是改为低压软管输水灌溉#大力发展与普及诸如滴灌&

喷灌等灌溉技术#这样能够有效节省农田灌溉的用水

量#据估计#若采用滴灌方式#节水量将达I"N R$"N%

大力选育那些抗干旱节水的优良品种与农作物% 针对

那些具有较大耗水量的诸如化工&冶金及电力等行业#

则实施有针对性的循环用水措施#提升总体的水资源

重复利用率#做到高效&和谐用水#实现水资源总量的

大幅增加%

7J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 积极开发&利用水资

源#大力兴建符合新疆各地区实际需要的调蓄水库#以

此来更好地提升水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程度% 当前#新

疆大多数河流均普遍存在着骨干调蓄工程缺乏的状

况% 在可修建骨干调蓄水库方面#选择区位上要合理#

以此来为城市用水提供充足资源%

4J建设流域调水工程% 在各个区域内实施跨流

域调水工作#比如可将调节水库建设在伊犁河及额尔

齐斯河上#运用输水渠道将水引送到克拉玛依市#将城

市用水与石油开发问题解决好% 除此之外#还需提供

各个区域农牧业的灌溉用水% 二期工程#需将新疆充

裕的水输送至乌鲁木齐#更好地满足基于乌鲁木齐为

轴心的北坡经济开发带的用水需求#满足阿勒泰中部

地区农牧业用水需要#在基础用水得以满足的前提下#

促进此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满足人们日常用水需

要#新疆地区便可改善缺水局面%

6J构建完备的收费制度&水价制度% 制定符合新

疆本地区的新水价制度#实行水费保值&超用水加价等

节水办法#科学合理地确定收费制度与水价制度%

<J依法管水与治水% 经立法手段#尽快健全地方

法律及配套的法规#构建完备的水法体系#落实依法治

水#强化水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大力构建专业&系统的

水行政执法队伍%

-%结%语

总而言之#为保障新疆经济&社会 $下转第 EM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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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较广#区内虽河流过境水资源比较丰富#但蓄水水源

工程较少#且分布不均)现已建水库等蓄水工程均为小

型#可供水量较少#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水量大#

但水资源利用程度不高#表现紧缺#远不能满足当地生

产&生活用水需要%

$JH!受煤矿采空区影响#水源工程蓄水难

由于多年采煤#煤矿采空区逐年加大#影响范围不

断扩大#部分地区已出现地下水疏干#局部溪河断流#

井泉枯竭现象#目前已发现有的水库受煤矿采空影响

而不能正常蓄水% 随着矿产资源的继续开采#现状多

座水库和河流提水水源将可能受到采空影响#在规划

年内出现供水量减少#甚至无水可供#同时#新增水库

水源工程坝址的选择也将受到采煤或地质条件的

制约%

$J#!蓄水水源与河流水质较差#严重影响饮水

安全

!!蓄水水源和河流提水水源水质虽均为
!

类水质#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加剧#特别是矿产

资源的开采#水源水质有逐步恶化的趋势#上述问题若

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将严重影响区域内饮水安全#因此

加强对水源和水环境的保护势在必行%

$JI!水厂处理设备较差#用水安全得不到保证

从规划区内已建水厂运行情况看#基本都能正常

运行#但部分供水工程水处理设备因运行年限长而存

在老化现象% 现已建水厂中#除打通水厂&白岩水厂&

石壕水厂和安稳水厂等几个主要供水范围为场镇的水

厂#其处理设备和处理工艺能够满足供水要求#其余各

村小型水厂和人饮工程处理设备较差#出厂水质得不

到保证#农村居民用水积极性不高'IBG(

%

,%结%论

研究区内虽河流过境水资源比较丰富#但蓄水水

源工程较少#可供水量较少且分布不均)加之受煤矿采

空区影响#已建水源工程蓄水条件较差#总体来说区域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而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需水量大#远不能满足当地生产&生活用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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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需切实将水资源的重要性

考虑到整个新疆发展进程当中#合理开发与利用水资

源#推动新疆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发挥新

疆作为国家后备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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