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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小城镇水资源保护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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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受到水资源状态的制约% 我国小城镇水资源合理的有效保护$开

发利用及管理是维持当地水资源有效循环和高效利用的根本保证"也是推动小城镇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其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键条件% 本文通过对我国小城镇水资源保护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浅述水资源保护的

策略措施"以期为今后我国小城镇水资源保护贡献力量%

!关键词"!小城镇&水资源保护&策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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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城镇#主要是指县属建制镇$位于城市与农村

之间"是城乡经济结合点% 小城镇与乡镇企业的结合"

使之成为工业企业与乡镇企业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与

农村工业的结合"使其肩负起吸收被城市排外的剩余

农村劳动力的使命)与大中城市的结合"向同质方向发

展组成了我国的城镇化"成为我国城市和农村结合地

带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I/

% 研究小城镇的水资源包括

水量和水质两方面的内容% 水量包含降水水量(地下

水水量与地表水水量% 降水是指空中降落到地面的固

态凝结物和液态的统称"有雪(雹(雨(雾等)地下水是

指地表以下"埋在地层中间的水)地表水是指因降水形

成的地表径流(塘(湖和人工水库% 水质一般是指水的

质结度与理化性质"通过感官性评价(毒物指标及氧平

衡评价来判定水质的好坏% 首先可从水的味道(颜

'%'



色(气味(混浊度和透明度"可初步判定水体是否污

染及污染的程度"而后通过使用理化技术的测定"进

一步判定水体所含的各类重金属元素和所溶解有机

物的浓度.L/

% 小城镇的水资源是人类生产生活和生

命生存无法替代的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在一定经

济技术的条件下"能为小城镇社会直接或间接利用"

参与自然水分循环"对其经济发展具有极大影响意

义的淡水资源.O/

%

#&小城镇水资源现状

LKI!水资源匮乏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较为缺乏的国家"全国的淡水

资源总量计 LKN 万亿 =

O

"仅仅占全球水资源总量的

#P"而且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有 LL""=

O

"属人均水资

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Q/

% 据张鹏彬研究表明"目前我

国有 O"" 多个缺水城市"日缺水量达 I#"" 万 =

O

"每年

有 J""" 万人口及 #""" 万头牲畜存在严重的饮水困难

问题.$/

% 同时我国大部分小城镇地区因受季风和气候

的影响"降雨的地域分配与时间分布极不平衡"易导致

洪涝或者干旱灾害% 就整体水资源分布情况来看"具

体表现为南边多(北边少"沿海多(西边少.#/

"这便给我

国小城镇水资源利用与保护增加不少难度%

LKL!水资源污染

大部分小城镇的工业企业"因生产和运作设备较

为落后"工业用水量大且重复使用率较低"同时生产使

用之后的工业废水未进行有效的加工处理或回收利用

便直接排放"给水资源造成严重的污染问题"极大程度

上破坏了水资源的生态系统% 同时在以往,重建设"轻

环保-的守旧观念下"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远滞后于城

镇的建设发展"缺乏必要的污水收集系统与处理设施"

我国小城镇的废水处理率竟不足 I"P"无序乱流夹杂

着大量悬浮物与有机物的污水早已成为区域性水环境

的重要污染源头% 伴随着小城镇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小城镇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随之而产生的生活垃圾

数量迅速上升"而这些大部分裸露堆弃在乡村和郊区

的垃圾通过降雨形成污染下渗至土壤"导致地表(地下

水资源持续恶化%

LKO!水资源监管

在我国小城镇水资源监督管理的过程中"一方面

涉及众多流域"如北方被污染的辽河(淮河(白洋淀(汾

河和海河及南方被污染的滇池和黄浦江等)另一方面

还涉及环保(交通(水利(农业等众多部门",多龙管

水-的问题"致使小城镇水资源的主体地位反被削弱%

同时"在国家的检测工作与地方监测网之间时常出现

不协调"造成监管工作中人力(物力的浪费"且水文站

网和水文监测能力仍有不足"效率不高"不乏贻误水资

源保护工作的情况出现% 所以"在新形势下"我们更需

要正确认识到小城镇水资源保护的必要性"努力提高

检测技术"确保水资源保护的一系列措施得以落实%

LKQ!水资源开发利用

相关专家针对全球水资源开发利用趋势"依据其

供需情况"将影响因素归结为经济增长(技术革新(

人口压力(环境质量(生活状况和管理制度% 我国在

对水资源开发和利用上面"因地而议% 在南方"其水

资源利用率就比较低"珠江和长江分别是 I$P和

I#P"西南地区不到 IP"闽浙地区不到 QP)在北方

缺水地区"其对地表水的开发利用程度却很高"辽

河(海河(黄河和淮河的利用率分别是 #NP(#JP(

OMP和 JOP"内陆河是 OLP

.JDM/

% 与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用水效率较为低下% 我国的工业用水效率较发

达国家的工业用水效率而言"差距较大"其重复利用

率仅 #P)在农田灌溉方面"耕地大多数采用传统粗

放式漫灌技术"田间深层渗漏损失与渠道输水损失

两者的水资源量可达总灌溉用水量的 J"P"大部分

地区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系数较低"全国的平均水平

约是 "K$"先进国家却可达 "KJ T"KN

.I"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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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水资源保护

OKI!水资源防治技术

针对我国小城镇水资源污染令人堪忧的情况"其

主要水污染的防治技术有以下三种!

"

建立事故应急

处理机制!有关部门(单位须在事故发生之前未雨绸

'&'



缪"在做好应急处理机制与完善工作的同时"时时刻刻

保持忧患和危机意识"把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防范纳

于日常工作体系之中"在问题出现之际"进行科学合理

地应对"最大程度上确保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以防

损失成倍扩大所造成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

加强危险

源的管理力度!大多数的水资源污染事件的产生"是因

危险源未得到有效的管理而导致"造成大批量的危险

品泄露至水资源中"从而造成了水体污染"以致对生态

系统和人类生产生活都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

定期

开展应急演习及培训!通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可培养

基层人员随机应变的能力"既检验了应急处理方案的

可行性"又提高了工作人员应急工作的效率"同样按规

律定期地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可提升相关人员对

问题的深刻认知"令个人很好地了解到自身的义务与

责任.IQDI#/

%

OKL!水资源立法保护

依法治国不断推进"法制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针对水资源的保护"依靠法律的效力来制定相关法律

就显得尤其重要% 现今水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在我国已

经得到初步确立"在*宪法+的总引领下"*水法+*水土

保持法+*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这四部法律

担当主干"配合以*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

法+*水污染防治实施细则+ *污水处理设施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办法+ *关于防治水污染技术政策的规定+

*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和*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染防

治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确保我国小城镇水资源防护

基本上做到有法可依.IJDIM/

% 但针对我国小城镇水资源

现状"还应加以增添或补充立法中所存在的空白% 对

小城镇水资源造成污染的违法企业"应加大经济处罚

强度"对于部分违法行为较为严重者"应采取相应的刑

事制裁以起到警告和震慑的作用%

OKO!水资源节约意识

虽说水资源在众多自然资源中属再生资源"但这

不等同水资源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尤其是我国

小城镇的淡水资源是一种十分稀有的自然资源% 有关

部门应针对突出的现状"改变人们对水资源的固有观

念"改善人们的用水习惯"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

节约用水"努力构建小城镇,节水型社会- #它指在小

城镇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在小城镇水资源开发利

用的各个环节中"加强大家对小城镇水资源的节约保

护意识)在小城镇政府单位和公众的共同参与下"运用

经济(工程(行政(法律等手段来展示小城镇水资源宏

观的优化配置与微观的高效利用"准确把握小城镇水

资源和其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努力推动小城镇水资源

与经济(自然(社会(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L"DLL/

$%

-&小&结

我国小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成为,十二五-时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战略支点"而担当经济社

会基础支撑角色的水资源质量也成为影响小城镇科学

发展的关键要素% 在城镇一体化的推进进程中"因小

城镇水资源环境构成元素众多和结构层次复杂"对这

样的问题"应坚持以系统科学和工程方法论为基础"综

合分析水系统内部各部分的关联来制定整治现状的科

学决策% 我国小城镇水资源的水量和水质现阶段均为

当前小城镇建设与发展的需要而付出了不可挽回的代

价"笔者希望人们能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努力为

小城镇水资源有一个明朗的未来而以身作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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