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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县水资源管理现代化建设成效与经验
辛朋磊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南通分局"江苏 南通!LL#""##

!摘!要"!本文介绍了海安县水资源管理现代化建设的试点内容"总结了水资源管理现代化建设的成效和经验%

通过试点"全县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水资源管理能力明显增

强"基本实现水资源管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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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县水资源管理现代化建设背景

水资源管理现代化是各级水行政部门综合运用法

律(行政(经济和现代化技术等手段"对大气水(地表

水(地下水和污水进行系统分析和统一规划"并对水资

源的开发(利用(配置(节约和保护进行统一科学管

理.I/

"将水资源管理工作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保障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 现阶段"我国水资源管理现代化的

主要内容包括!对水文气象基本演变规律(水资源生

成(迁移(转化机理及调控(管理规律等基本理论的研

究)建设高素质的水资源管理人才队伍)进行水资源管

理体制的改革"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建立和完善水资

源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水资源运行管理制度)健全

水资源管理的目标责任制)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规律的水市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优化配置水资源)建立以,数字流域-和,数字管理-为

特征的水资源基础数据库.L/等方面内容.O/

%

海安县位于江苏省中东部"地处苏中平原% 近年

来"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江苏沿海开发-两大

国家战略的实施"海安县经济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全县的水资源需求形势呈现新的变化",水

质型-缺水导致的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社会经济

发展对水资源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为加快解决新形势

下海安县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水问题"提高经济社

')'



会发展过程中水资源管理能力"根据水利部及江苏省

水资源管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部署"按照,大胆实践创

新"实现重点突破"体现试点亮点"创造鲜明特色-的原

则.Q"$/

"L"IL 年 J 月"海安县以全省首批八个水资源管

理现代化建设试点县之一的身份开始了水资源管理现

代化建设的探索%

#&建设内容及成效

海安县以水资源管理现代化建设试点为契机"主要

从完善制度建设(落实目标责任(充实人才队伍(提高信

息化水平(健全管理网络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成效显著%

LKI!完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带动水资

源管理体制的改革

!!试点期间"海安县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制定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

纳污控制,三条红线-控制目标"将,三条红线-控制目

标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县政府每年 O 月

底前将考核任务分解下达至各区#镇$(各部门% 各区

#镇$及各部门按照下达的年度考核目标"合理确定实

施计划和年度目标"于每年 Q 月底前上报县政府% 县

政府考核组于次年 I 月底前对各区#镇$及县各部门上

报的年度自查报告进行核查和现场检查"确定考核结

果% 考核结果作为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

价(资源环境审计的重要依据% 考核不合格的区#镇$

及部门"须提出限期整改措施"限期整改不到位的"由

监察机关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通过将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

制纳污控制(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纳入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带动了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改革"构建了和谐统

一的水资源工作机制"解决了水务一体化管理的问题%

LKL!实施县域水环境区域补偿"激发地方政府治

污的主动性

!!试点期间"海安县探索制定了*海安县新通扬&通

榆河水环境区域补偿实施方案#试行$+"以,谁超标(

谁补偿"谁达标(谁受益-为原则"以高锰酸盐指数(氨

氮(总磷三项指标作为水质考核因子"在新通扬&通榆

河跨区镇交界断面实行,双向补偿-"见表 I% 上游区

镇出境断面水质指标超过功能区水质目标的"由该区

镇按照超过水质目标值部分和相应的补偿标准向县财

政缴纳补偿资金"通过县财政对下游区镇进行补偿)上

游区镇出境断面水质好于断面水质目标的"由下游区镇

按照好于水质目标情况和相应的奖补标准向县财政缴

纳补偿资金"通过县财政对上游区镇进行奖补% 这种上

下游,超标补偿(达标受偿-的方式"不仅推动了水污染

防治责任的落实"还激发了地方政府领导治污的主动

性"海安县的水环境质量也由此得到了明显改善%

表 $& #($%'#($G 年新通扬'通榆河沿线各区镇

水环境质量区域补偿资金核算汇总

#单位! 万元$

年!度 南莫镇 曲塘镇
高新区

#海安镇$

大公镇 应交合计

L"IO 年上半年 QKJQ O"KNQ #OKNI Q"K# IOMKMM

L"IO 年下半年 IIK$ LMKNO $"K#N Q"K" IOLK"I

L"IQ 年上半年 JKML LLKIJ $MKO$ LNK"N IIJK$L

L"IQ 年下半年 IKNO JKOL OQKQO IJKNQ #IKQL

L"I$ 年 IIKQI $LKQO IOJKNN QMKJ# L$IKQN

合!计 OJKQ" IQLK$M OQ#KI$ IJ#KLN J"LKQL

LKO!完善水资源管理的监控体系"提高水资源管

理信息化水平

!!试点期间"海安县结合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需要"

以供水(取用水(排水等水资源利用循环主要环节为对

象"以供水水源地(主要取用水大户(集中供水系统(排

水系统为监控重点"完善了与水资源,三条红线-控制

相适宜的监控体系"实现了辖区雨量(水位(重点取水

户和重点入河排污口的实时监控"建立了常规监测与

自动监测相结合(定点监测与机动巡测相结合(定时监

测与实时监测相结合的现代化监测模式% 在水文应急

监测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引入便携式气质联用仪(便携

式流动分析仪(便携式重金属快速测定仪(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便携式紫外荧光测油仪(便携式紫外光谱法

B̂ A测定仪(便携式多参数水质分析仪(红外分光油

分析仪(双频.ABa等水污染应急快速测定设备"成立

应急监测队伍"提高了辖区水资源应急监控处置能力"

提高了水资源管理信息化水平%

'*!'



LKQ!加快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健全水资源管

理网络

!!试点期间"海安县围绕,机构健全(定编定员(职能

明确(财政保障(能力提升-的目标积极推进驻镇水利

服务站的建设和改革"将乡镇水利站专职水资源管理

人员 $I 人纳入事业编制"明确各镇水利服务站以海安

县水利局的名义行使水资源管理职能"实施辖区内浅

层井#负 L"=内"年取水量小于 I 万=

O

$及工业用水少

量取用地表水#年取水量 L 万 =

O 内$水资源管理% 水

资源费征收也由海安县水利局直接征收改为委托驻镇

水利服务站属地征收% 各镇水利服务站按照,有一名

以上同志专职负责(有一间专门办公室(有一台电脑(

有一组档案柜(有一套办公桌椅(有一套管理制度-的

,六有-标准建设%

通过对基层水利服务站的改革和建设"充实了海

安县水资源管理的力量"全县水资源管理的能力和工

作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LK$!实施水资源费征收体制改革"积极调整水费

征收标准

!!试点期间"海安县实行了水资源费征收体制的改

革"委托各驻镇水利服务站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组织

征收"并将水资源费征收纳入驻镇水利站年度考核%

对辖区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进行了调整"取消了南水北

调工程基金的征收% 对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实行超额累

进加价制度"对超计划取水部分"按照累进加价原则加

收水资源费"即对超计划用水户按不同的加价幅度累

进收取水费% 在超计划幅度在 $P以上不足 I"P的部

分加收一倍水资源费)超计划取水 I"P以上不足 L"P

的部分加收两倍水资源费)超计划取水 L"P以上不足

O"P的部分加收三倍水资源费)超计划取水 O"P以上

的部分加收五倍水资源费%

水资源费的使用全额纳入县财政进行预算管理"

由海安县财政局按照批准的部门预算统筹安排% 部门

预算由海安县水利局水政水资源科会同有关部门按规

定编制水资源费收支预算"并纳入部门预算报海安县

水利局财务科进行审核% 海安县财政局按照海安县水

利局以及水政水资源科履行水资源节约(保护(管理职

能以及水资源合理开发等需要"核定预算支出%

海安县通过水资源费征收体制的改革"进一步规

范了水资源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落实了水资源管理

的经费保障% 海安县水资源费征收调整标准见表 L%

表 #& 海 安 县 水 资 源 费 征 收 调 整 标 准

类!!别

地!表!水 地!下!水

公共

供水厂

高耗水工

业行业

特种

行业

其他各

类用水

公共

供水厂

负 I""=

以内

负 I""=

以下

矿泉水

地热水

特种

行业

调整标准R#元R=

O

$

"KL "KO "KQ "KLO "KN IKL L I" Q

%&结&语

海安县通过水资源管理现代化试点建设"全县水

资源管理能力明显增强"用水效率显著提高"水生态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水资源供给能力与用水安全保障能

力显著增强% 至试点期末"全县年用水总量下降至

QKLN 亿 =

O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到 JQKO=

O

"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至 $KJ=

O

"灌溉水利用系

数达到 "K#O"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率达 I""P"主要

指标均达到水资源管理现代化建设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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