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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岱岳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经验浅析
李增斌

!泰安市岱岳区水务局"山东 泰安"#'!&&&$

!摘"要""本文介绍了泰安市岱岳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经验"紧紧围绕水资源管理规范化建设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健全完善控制指标体系"严格取水许可审批程序"大力推进水生态建设和水

源地保护工作"在水资源管理工作中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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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岱岳区辖 !P 个乡镇#街道%"'!! 个行政村

#社区%"总面积 !'%&OB

#

"总人口 S'$% 万& 全区水资

源量为 Q$%Q!# 亿B

Q

"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S%'R 亿B

Q

"

地下水资源量 #$(RQ# 亿B

Q

#重复水量 !$PPSR 亿B

Q

%$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QR#B

Q

"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UR"属

水资源严重缺乏地区&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紧紧围绕水资源管理规范化

建设目标"全面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健全

完善控制指标体系"严格取水许可审批程序"加大水资

源监测设施建设"大力推进水生态建设和水源地保护

工作"水资源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 年"全

区用水总量 !$S&(S 亿B

Q

"比泰安市下达的年度用水考

核指标少 &$(%%! 亿 B

Q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B

Q

U万元"比去年下降 !S$Q#Z$农业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 &$R(S&"比控制指标增加 &$&&QP$水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 P'$%Z"各项指标均没有突破泰安市下达

的控制任务要求&

$&健全管理制度体系

区政府按照'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



制度的意见(要求"借鉴省)市用水总量控制管理办法"

立足全区实际"专门制定出台了'关于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管理工作的意见("对全区水资源开发利用与节约保

护控制指标体系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对实施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的重点任务)工作机制)保障措施等进行

了明确规定"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

化水资源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控制目录"建立健全年

度)季度)月目标管理体系"根据全区用水总量控制指

标)企事业单位许可水量)上一年度用水实际"制定下

达各乡镇)办事处)园区用水控制指标和 #R( 个工业)

服务业单位及 (Q 个 # 千亩 [% 万亩灌区年度用水计

划$按季度对工业)服务业实际用水情况进行考核"超

计划用水的"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并重新论证审

批$非农业重点用水户计划管理率达 !&&Z"用水计划

逐月分解下达& 管理制度体系的健全为严格区域用水

总量和年度用水总量控制)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

资源保护)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奠定了坚

实基础&

#&全面落实管理机制

#$!"规范水资源论证工作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的关键环节& 本着*透明)简单)明了)实用+原则"

制定了项目审批业务办理指南"将水资源论证)取水许

可等各项办理依据)办理流程)办理条件)申请材料)承

诺时限等逐一详解列出& 对申请取水的新)改)扩建项

目"在进行水资源论证之前"首先了解项目是否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取水水源是否合理"不合理的一概不予提

交专家论证& 对取水量较大的建设项目"邀请省)市专

家对水资源论证报告进行充分论证"确保论证工作的

准确度和质量& 近年来"累计完成水资源论证审查项

目 #P#项"无论从数量)质量)管理程序)论证范围均较以

往更加规范"为取水许可审批)水资源保护提供了技术

依据& #&!(年论证项目 SR 个"许可水量 !%#$'' 万 B

Q

#其中地下水 !#' 万B

Q

%"核减水量 !S$P 万B

Q

&

#$#"严格取水许可证发放

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和程序核发取水许可证"以取

水申请批准文件)取水工程验收意见确定审批水量&

对于办理延续取水手续的单位"需提交近 Q 年的实际

取用水量和水资源费缴纳票据记录)取水工程与节水

设施运行情况等材料"并与该行业用水定额相比较"高

于用水定额的合理削减& 全区取水许可证累计保有量

!PS 个"区域内非农取用水户发证率达 !&&Z"并全部

录入取水许可证登记系统&

#$Q"加强水资源监测力度

加大水资源监测设施建设"建立和完善水资源自

动监测系统"对水资源实施全方位)全天候的监测& 自

#&&S 年以来"共安装地下水位远程监测设施 #P 个"安

装水量远程监控点 #% 个"安装取水远程监控国控点 #

个& 泰安市级以上发证的取用水户远程在线监控率达

到 S%Z"本级发证的规模以上非农业用水户远程在线

监控率达到 R&Z"为水资源管理提供了全面)及时)准

确的数据基础和支持平台&

#$("强化水资源费征收

按照征收标准)计量收费)应征必征)*票款系统分

离+)水资源费按规定使用*五到位+"#&!( 年对范镇联

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泰德重工)鲁能机械)中租车辆)

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等超计划用水户严格实行了累

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制度"在节能减排和经济下行压

力较大的不利形势下"水资源费征收总额达到 !#R& 万

元"比去年增长 R$RZ&

#$%"加大水资源管理执法

严格落实水资源管理巡查)稽查)督查)征收制度"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擅自取水& 每月至少检

查一次取水户的取排水)计量设施运行及退水水质)水

资源费缴纳等情况& 每年 Q月中旬和 !&月下旬对全区

入河排污口进行核查)拍照)登记"发现排污异常立即责

令企业整改& #&!( 年共查处违法取水企事业单位 Q!

家"制止非法凿井事件 '起"排污不符合要求 !家&

,&积极实施节水挖潜

Q$!"大力实施节水工程

全区共投资 R#'&$P% 万元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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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产能项目)高标准基本农田土地整理项目)中低产田

改造项目及规模化节水灌溉增效示范项目"新增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 P%&& 亩"改善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Q$(R

万亩"节水效益明显$严格落实建筑领域节约用水工

作"对建筑工程进行节水设施验收"查看节水方案)建

设过程中的节水设施)室内供排水安装情况"确保节水

工作落实到位$在工业用水中"优先使用中水"合理使

用地表水"限制开采地下水"并积极开展废水再利用"

如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利用雨洪资源)处理后的废

污水在办公区建设了湿地净化和景观湖工程"水质进

一步净化后作为生产用水&

Q$#"加强水利设施建设

#&!Q 年建设完成了范镇唐庄拦蓄枢纽工程"总蓄

水量 R'& 万B

Q

"胜利渠年可引水量 '('& 万B

Q

"可最大

限度地提高大汶河雨洪资源利用率"补充泰城生态用

水"保证周边城镇用水"保障市高新区和大汶口石膏工

业园区工业发展用水&

Q$Q"加大水源地保护力度

一是强化源头管理"坚决杜绝新增污染源"对水源

地保护区内一切工业项目和影响水质安全的项目一律

不予审批$二是加强水质监测"对泰城水源地每月检测

一次"对各乡镇集中供水水源地一年两次检测"并及时

通报监测结果"防止污染事件发生$三是强化对饮用水

源地保护& 设立水库水源地专职执法队伍"对水库定

期巡查"实行人水隔离"安装水源地保护区界碑)警示

牌)大型宣传标语等"并在放水洞供水口处安装监控设

备& 近年来"先后投资 P&& 余万元实施了黄前水库生

态保护及垃圾清理工程"清理垃圾 # 万 B

Q

"新建)修复

护栏网 !(&&&OB"建设拦污截留生态坝 R 座"设置了多

处水源地界标)标志牌和交通减速设施&

F&强化工作落实保障

($!"增强工作力量

为全面落实国家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区政府

将水资源管理办公室升格为二级事业单位"配能力强

的工作人员"配齐巡查车辆)照相机)摄像机等执法装

备& 建立水资源管理目标责任制和人员岗位责任制"

量化管理指标"细化管理内容"健全内部运行管理制

度"防止水资源管理工作的缺位)错位)越位等现象发

生& 加强工作人员业务培训"积极组织人员参加上级

业务部门的专业培训"开展专题考察和调研"学习先进

经验"不断提高水资源管理队伍素质&

($#"强化责任落实

结合实际"制定印发'关于贯彻落实1泰安市实行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2任务分工的通知(

#泰岱政办函.#&!(/!R 号%"明确了考核内容"细化了

工作分工"各乡镇#街道%)园区要对本区域水资源开

发)利用)节约和保护工作负总责"全力推动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的落实&

($Q"加大经费投入

建立水资源管理投入机制"设立水资源管理专项

经费并列入年度部门预算"征收的水资源费优先用于

水资源节约保护)监控设施建设等"日常业务经费)水

资源保护)节水技术推广与宣传经费等得到及时足额

落实"确保了各项工作健康顺利开展&

($("营造良好氛围

结合*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活动"积极利用电

视)广播)短信)报纸等形式"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

企业"宣传水法律法规"宣传节能减排有关政策"广泛

宣传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规划)实施)管理过程中"积极鼓励公众参与水资源

管理&

G&结&语

总之"通过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泰

安市岱岳区水资源管理水平有了大幅提升& 下一步"

将继续围绕控制管理目标"强化领导)健全机制)强化

措施)狠抓落实"努力推动全区水资源管理工作再上新

水平)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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