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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回族自治县水资源供需矛盾
对社会发展影响的探讨

仇学习!韩洪兵
!河北省廊坊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河北 廊坊!"#$"""#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家发展规划"考虑大厂回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大厂县#所处地理位置$当地经济发展水

平及实际居住人口等因素"特别是大厂县处在环首都经济圈内"水资源供需矛盾成了影响大厂县社会进一步发展

亟须解决的问题% 本文结合作者工作实际"根据大厂县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分析水资源供需矛盾对当地社会发

展的影响"并提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大厂县&水资源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供需矛盾&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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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县隶属河北省廊坊市"位于河北中北部"京津

两大城市之间"总面积 IJ#KLMF=

L

"L"I$ 年全县总人口

ILKNN 万人"境内西有潮白河"东有鲍邱河两大河流流

经% 多年平均降水量 $MOKO=="年降水量分布的主要

趋势是由北向南逐渐减少"年内分布集中"大部分地区

降水量的 N"P左右集中在汛期##&M 月$"且年际变化

大% 境内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 II#IK$=="地区分布

差别不大"年际变化相对稳定%

#&大厂县水资源供需与开发利用程度分析

LKI!供水量及供水结构

大厂县 L"I$ 年供水总量为 QJO" 万 =

O

"主要包括

'!'



地表水(地下水和其他水源供水% 地表水的供水量为

I""" 万 =

O

"占总量的 LIKIQP)地下水的供水量为

O$O" 万 =

O

"占总量的 JQK#OP)其他水源供水量为

L"" 万=

O

"占总量的 QKLOP% 地下水供水主要包括浅

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其中浅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

水的供水量分别为 L#N"万=

O 和 N$"万=

O

"各占总量的

$#K##P和 IJKMJP% 其他水源供水量中"污水处理回用

IM"万=

O

"占总供水量的 QK"LP"雨水利用 I" 万 =

O

"

占总供水量的 "KLIP% 大厂县 L"I$ 年供水量及供水

结构情况见表 I%

表 $&大厂县 #($G 年供水量及供水结构统计

供水水源类别
供水量R

万=

O

占总供水量

百分比RP

地表水源

供水量

引水 I""" LIKIQ

小计 I""" LIKIQ

地下水源

供水量

浅层水 L#N" $#K##

深层承压水 N$" IJKMJ

小计 O$O" JQK#O

其他水源

供水量

污水处理回用 IM" QK"L

雨水利用 I" "KLI

小计 L"" QKLO

合!!计 QJO" I""

LKL!用水量及用水结构

大厂县 L"I$ 年总用水量 QJO" 万=

O

% 主要用于农

业(工业(林牧渔畜(居民生活(城镇公共(生态与环境

补水用水等方面% 农业用水量为 LJQL 万 =

O

"占总用

水量的 $JKMJP)工业用水量为 #M" 万 =

O

"占总用水量

的 IQK$MP)林牧渔畜用水量为 LON 万 =

O

"占总用水量

的 $K"OP)居民生活用水量为 OQ" 万 =

O

"占总用水量

的 JKIMP)城镇公共用水量为 LI" 万 =

O

"占总用水量

的 QKQQP)生态与环境补水为 $I" 万 =

O

"占总用水量

的 I"KJNP% 大厂县 L"I$ 年用水量及用水结构情况见

表 L%

表 #&大厂县 #($G 年用水量及用水结构统计

用水用途
用水量R

万=

O

占总量

百分比RP

农业用水量

水浇地 L"MN QQKO#

菜地 #QQ IOK#L

小计 LJQL $JKMJ

林木渔畜

用水量

林果地浇灌 I"M LKO"

鱼塘补水 II "KLO

牲畜用水 IIN LKQM

小计 LON $K"O

工业用水量

国有及规模以上 QI$ NKJJ

规模以下 LJ$ $KNI

小计 #M" IQK$M

城镇公共

用水量

建筑业 IOQ LKNO

服务业 J# IK#I

小计 LI" QKQQ

居民生活

用水量

城镇 LIL QKQN

农村 ILN LKJI

小计 OQ" JKIM

生态与环境

补水量

城镇环境 $I" I"KJN

小计 $I" I"KJN

合!!计 QJO" I""

!!据调查分析"大厂县 L"I$ 年城镇居民家庭用水

量 LIL 万 =

O

"平均用水定额为 MQKMISR#人'>$"农

村居民生活用水为 ILN 万 =

O

"平均用水定额为

$IKNNSR#人'>$)农业用水量 LJQL 万 =

O

"其中水浇作

物用水定额 LJNK#L=

O

R亩"菜田 INIKML=

O

R亩"林果

MMK"M=

O

R亩)工业万元增加值取用水量约为 LMKJI=

O

R

万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取用水量为

L$KO=

O

R万元"规模以下工业万元增加值取用水量为

Q"KL=

O

R万元%

大厂县 L"I$ 年分行业现状用水定额分析见表 O%

从表 O 中可以看出"大厂县各项用水基本符合河北省

用水定额标准"其中工业用水规模以上及以下均高于

廊坊市用水定额"用水水平较高"尤其是规模以下的工

业用水量比廊坊市定额高出一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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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大 厂 县 分 行 业 用 水 定 额 分 析

行业分类
指标单位

#万人(万亩(万元$

用水量

R万=

O

用水定额

单位 定额 河北省定额

生活用水
城镇居民 #KIL LIL SR#人'>$ MQKMI II" TIQ"

农村居民 #KJ# ILN SR#人'>$ $IKNN Q" T#"

农业用水

水浇作物 JK$O L"MN

=

O

R亩 LJNK#L I#" TOL"

菜田 OK$Q #QQ

=

O

R亩 INIKML I$"" TQ""

林果 IKI" I"M

=

O 亩 MMK"M I"" TLI"

工业用水
规模以上 I#OJ#O QI$

=

O

R万元 L$KO

规模以下 #NQQQ LJ$

=

O

R万元 Q"KL

LI

#廊坊市定额$

LKO!现状供需状况分析

在当前的开采条件下"大厂县平水年#:U$"P$

的可供水总量和总需水量基本处于供需平衡状态"如

遇偏枯水年#:UJ$P$"将出现缺水现象"缺水率为

IQKLP% 大厂县现状水资源供需分析见表 Q%

表 -&大厂县现状水资源供需分析

可供总量R万=

O 需水总量R万=

O 缺水量R万=

O 缺水率RP

:U

$"P

:U

J$P

:U

$"P

:U

J$P

:U

$"P

:U

J$P

:U

$"P

:U

J$P

QOI$ QIL$ QIMQ QN"J VILI #NL VLKM IQKL

LKQ!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分析

进入 LI 世纪"大厂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用水量

持续增加"可地表水可利用量却持续减少"潮白河和鲍

邱河也由于水量减少(水质恶化等原因"造成开采率极

低"仅部分水资源能用于农业灌溉% 为了满足社会发

展需求"转而超采地下水"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

出% L"I$ 年大厂县浅层地下水一般超采区面积为

IO#KNF=

L

"占全县面积的 QR$ 左右"浅层地下水超采量

为 L"O$ 万=

O

"深层地下水未出现超采现象"而 L"I" 年

的超采区面积为 IINF=

L

"占全县面积的 LRO 左右"由此

可以看出"超采势头非常迅猛%

%&社会发展面临的水资源紧缺问题

L"I$ 年大厂县总人口为 ILKNN 万人"城镇化水平

为 QJK$LP"地区生产总值为 N#K# 亿元"耕地面积为

IIK"J 万亩"全部为可灌溉耕地"且用水水平非常高%

依据*大厂回族自治县城市总体规划+"预测到

L"L" 年末"总人口 LIK"N 万人左右"城镇化水平达到

#LP左右)到 L"O" 年末"总人口在 OQKOQ 万左右"城镇

化水平达到 NLP左右% 到 L"L" 年和 L"O" 年"大厂县

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分别为 LLIKQQ 亿元(M#$KOL 亿元%

由规划成果的预测可以看出"大厂县未来 I$ 年的

人口数量将增加到 L"I$ 年的近 O 倍左右"城镇化率是

L"I$ 年的近 L 倍"国民生产总值是 L"I$ 年的 II 倍以

上"是大厂县社会发展的腾飞阶段% 而结合 L"I$ 年的

水资源供需情况及开发利用程度不难看出"未来的

$ TI$年"大厂县水资源紧缺将进入白热化阶段%

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如何以有限

的水资源来保障民生"已经成了大厂县发展亟待解决

的问题%

-&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QKI!水资源管理体制亟须完善

由于水资源的产权不清"各相关部门之间缺乏协

调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导致,多龙管水-的局面"这给

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以及缓解水

资源供需矛盾等方面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同时"由

于管理不善"不利于水资源费征收"使部分水资源一直

被无偿或低价使用"造成了水资源的严重浪费%

QKL!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低

大厂县地表水的利用量相比潮白河和鲍邱河的径

'#'

仇学习等R大厂回族自治县水资源供需矛盾对社会发展影响的探讨!!! !!!!



流量来说"简直九牛一毛"如此低的利用率除了蓄水能

力和配套设施问题"主要受到水质的影响% 大厂县境

内的两条主要河流潮白河和鲍邱河"多年水质类别均

为劣
!

类"主要超标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等"此类污染物均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如果能

从源头加以控制"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使河道水能够

充分加以利用"将极大地缓解供水危机%

QKO!合理(合法(有序地开发地下水资源

在当前形势下"地下水资源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

大厂县社会发展最为依赖的方面"势必造成开发利用

程度加大"进而造成地下水超采"地下水漏斗形成的局

面"这将更不利于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且非常

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环境地质问题% 因此"有必要在水

资源管理上下功夫"例如开展用水户取水许可的办理(

建设项目的水资源论证以及水平衡测试等%

QKQ!水污染问题严峻

目前大厂县的水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在开发利用

的同时"没有很好的保护水资源% 在上游来水就已经

存在不同程度污染的情况下"加上当地自产污水的汇

入"导致地表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 通过下渗以及

人类活动等的影响"甚至导致部分浅层地下水受到不

同程度的污染"由此可见"水资源保护及治理已经成了

大厂县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G&对策与建议

$KI!加大监管力度"增强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

全面贯彻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明

确的控制性指标体系和有效的控制手段"严格把好,三

条红线-% 积极推进水价改革"建立科学的水价形成机

制"利用经济杠杆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结合,红线考

核-"加强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准确定位污染源"通过

行之有效的手段对污染源进行控制"使之少污染"直至

不污染%

$KL!提高节水意识"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

水资源关系着全社会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参与和配合%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通过多

种形式进行宣传"增强全民的水危机感"树立节约和保

护水资源的意识"让每个人都自觉的以节水为荣"以浪

费水为耻%

$KO!合理调整产业布局"优化配置水资源

综合考虑生活(生产(生态用水"使三者之间协调

发展"同时根据廊坊市的水资源承载能力"调整经济结

构(安排经济布局"通过构建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多目标

模型"使社会(经济(环境的效益尽可能达到最大" 实

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KQ!开源节流"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加大污水处理力度"使污水资源化"根据污水处理

后的水质情况"应用到工业(农业(建筑(居民生活#洗

衣(冲厕(洗车等$(绿化(消防(环境用水等方面)加强

雨洪蓄集工程的建设"使雨水资源化)发展节水农业"

调整种植结构"提高灌溉技术"实现科技兴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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