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　谈

水与可持续发展

——定义与内涵

编者按　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宣言里,充分

肯定和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1994年, 中国政府在全世界率先提出了《中国21世

纪议程——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它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 制订了

中国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对策。在这一文件的推动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延

伸到了各项事业和各个领域、部门。

水,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国家和区域水利部门制订的各项水利发展

战略和规划中, 都对 “可持续发展”作了充分的强调, 这是令人欣喜的。然而, 也发

现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还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或含糊不清, 这无疑是

不利于推进我国水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为此, 《水科学进展》决定举办 “水与可持

续发展——定义与内函”的笔谈, 以期提供一个园地, 供大家交流看法, 切磋观点,

引起更多读者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关注。

本次笔谈的来稿涉及了水与可持续发展的各个侧面和不同层次, 既有关于可持

续发展思想的理论探讨, 也有关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精辟见解。由于版面的限

制, 来稿将从本期起陆续刊出。

本刊曾以 “90年代水文学研究的若干方面”和 “水资源的定义与内涵”举行过

两次笔谈。本次笔谈将继续坚持 “双百”方针, 鼓励不同学术思想和见解的讨论与争

鸣, 以期繁荣学术, 促进水科学的进展。

陈家琦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教授)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迄今多数人仍以在1987年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 WCED) 在 《我

们共同的未来》中给出的释义 “保证为适合现代人们的需要又不使后代人获取他们需要的能

力受到损害”是最经典的。但上述释义只是目标性的, 不能具体规范或控制人们在生产和生活

中的行为。10年来, 虽然可持续发展原则已为多数国家所接受, 并写进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的主要文件, 但贯彻实施仍有不少问题, 在人们的思想和习惯上对此还存在着阻力和障碍, 有

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然而, 可持续发展原则是针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的, 包括要保持人类生

存环境功能和不断提高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必要条件。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和人们需求的

不断提高, 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大量消耗地球自然资源和产生污染物, 在改善生活条件的同

时又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愈来愈严重的不利情况, 因此可持续发展就是针对保护资源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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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环境而提出的, 即不要因我们这一代人消耗和浪费自然资源而剥夺后代人享用这些资源的

权利, 不要因我们这一代人的 “胡来”而把一个被破坏的生存环境留给后代。

地球自然资源有两大类: 一类是形成于地质年代, 一旦采用就很难恢复再生, 多数矿产

资源属于这一类。对于这一类资源如果无限利用, 则总会有耗竭的一天, 因此对这类资源就不

能提可持续开发, 只能注意节约和有效利用以延长可采期, 并努力在此之前寻找可代用资源

或以人工合成材料代替; 另一类是可在自然过程中恢复再生的自然资源, 如生物资源和水资

源。对这类资源的利用就要使其消耗量永远小于其自然恢复再生的能力,因此对这类资源可提

出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原则。在英文中, 发展和开发都可用development这个词,但在中文中, 对

水资源用可持续发展就不如用可持续开发显得通顺。

水在人类社会中是不可替代的资源,是人类生存所必需。能够使人类长期利用的水是在自

然界通过全球水文循环可恢复、更新的淡水。因此开发利用水资源应限制在其恢复、更新能力

以内, 无论对河川径流或地下水都不可超量采用, 深层地下水由于和水文循环联系很弱, 一

旦开采使用, 短期内很难恢复, 对其使用应持特别慎重态度, 常年大量开采是不适宜的。水在

使用后形成废污水再流入水源水体, 造成水环境的危害, 威胁人类生存条件, 从可持续开发

利用原则, 必须对这种现象进行防治。大气中的有害尘埃经雨水冲洗带到河 (湖) 中或渗入地

下造成污染, 以及地表径流挟带地面上的有害物质进入河流和湖泊, 都应进行防治, 以利水

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因此, 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涉及很多方面, 不能只就水论水, 而要从

整体观念出发, 各方协作, 才能实现。

刘昌明　 (中国科学院水问题联合研究中心　院士)

可持续发展定义的商榷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出现较早。自1983年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 WCED) 以来, 特别

是1987年出版了 “Our Common Futur e”一书以来, 可持续发展更为世界瞩目。该书为可持续

发展所写的定义是: “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需求能力的发展”。嗣后, 1992年由

各国首脑参加的全球环发大会, 进一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 《21世纪议程》, 在我国引起了巨

大反响。

国内外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与定义。应当说现有的各种定义均

有助于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笔者认为: 可持续发展应理解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函数, 以资源生

态环境与经济等组成相互和谐的制约条件, 并在时间与空间方面具有循序协调的动态连续发

展系统。这一定义似能融伦理社会、经济、环境、生态、技术、区域和人与自然关系于一

体。　　　　

水资源开发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关系

水作为人类所需而不可替代的一种资源, 从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来看, 既要保证水资源

开发利用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又要使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尽量满足社会与经济不断发展的需求。

两者必须密切配合。没有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水资源, 就谈不上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反

之, 如果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得不到水资源系统的支持, 则会反作用于水资源系统, 影响

甚至破坏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水资源对社会经济的承载力是维持水资源供需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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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区域水资源的承载力及其计算

从可持续发展看, 区域水资源的开发潜力的基础方向是各种水资源再生或更新周期T 的

长短: T = S / S , 其中 S 和 S 是某项水资源的储量 L
3与其参与水文循环的活动量( L

3
t
- 1 ) ,

例如全球平均的大气中水汽更新周期 T = 10d, 河川径流 T = 12d, 而地下水 T = 1400a。因此,

超过地下水的 S 采水, 要能使其恢复或再生需要上千年的时间, 即使与大气水积极交换的浅

层潜水其 T 值也达数年到数十年。显然, 降水与河水的 T 值则小得多, 所谓的水资源可再生性

常常是指这部分水。区域水资源最大可能的潜力 ( P W ) 为: PW= ( P- E0 ) + ( R- D ) , 式中

P 与 R 为降水与径流; E 0为表征区域能量的环境蒸发; D 为维持河流生态所需的水量。显然,

PW 是可能提供社会与经济的潜在水量, 其对工、农业与城市等部门发展支撑, 即承

载能力。　　　　

面向未来, 全面解决我国水问题, 确保可持续发展

按照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估计, 到21世纪中期以前, 城市人口将由目前的不足4亿增加到8

亿左右。面对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未来水资源的工作必

将围绕着城市展开, 要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日益严重的供需矛盾问题, 必须未雨绸缪, 积极举

措; 应立足节水, 加强需水管理, 合理调配水资源; 必须重视城市洪涝灾害的问题, 我国多

数重要城市沿江河分布, 在全国城市中受洪涝灾害影响的占2/ 3, 因而需要提高七大江河的防

洪标准, 以防患于未然; 与此同时, 应特别加强控制城市与工业的污水排放, 以保护环境。为

了实现以上三项主要任务, 迫切需要强化法制和采取科学化的水资源统一管理政策以及市场

化的运营机制。

海热提 涂尔逊　杨志峰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

室,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　教授)

1987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 《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 中对可

持续发展的定义: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接受。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包含三重涵义: 第一, 公平性, 即满足当代人

和后代人的基本需要; 第二, 可持续性, 即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持续增长, 使之建立在保

护地球环境的基础之上; 第三, 和谐性, 即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从 《21世纪议

程》看, 可持续发展包括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利用三个方

面。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发展,是指经济的增长能不断满足持续人口增长的需求。经济发展、人

口增长与环境和资源保护之间的协调, 是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在协调发展的基础上,

才有可能持续发展。协调发展有其不同的层次和规模: 在社会生产层上, 指产业部门和产品结

构的合理共同发展; 在社会动态发展层上, 指只要保持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 那

么这个社会的发展就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社会关系层次上,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人

类应遵循自然规律, 按适度原则干预自然, 合理利用自然界给予人类的一切, 最终实现人与

自然的共同发展, 为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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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 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是构成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四个子系统。

其中社会的可持续性, 是发展的目的,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系统; 经济的可持续性是发展

的动力,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驱动系统; 环境的可持续性是发展的保障,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稳

定系统 (由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构成) ; 资源的可持续性是发展的基础, 形成可持续

发展的支持系统 (由水、土、气、光、热等资源要素组成)。这四个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相互促进、在系统内部产生正效应, 以实现系统的产出最大, 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

实现可持续发展。

水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其数量和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笔者认为, 水的可持续利用或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包括水资源、

水环境容量和水环境承载力的可持续利用三个方面, 是指根据水资源的时空分异性、流动性

和突变性等特点, 在水环境容量对污染物自净同化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 通过合理的开发利

用方式, 有效地提高水环境承载力对人类各种生产活动的支持程度, 最终使之产生最佳的社

会、经济与环境综合效益。

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应体现在水资源、水环境容量和水环境承载力的含义、特征

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上。从含义上而言, 水资源, 一般是指地球表层由大气降水形成的、可被

人类利用的水、水域和水能资源, 具有不可代替性、自然保护性、经济开发性和可更新性等

特征; 水环境容量, 是指自然环境或环境组成要素对污染物质的承受量和负荷量或是指污染

物允许排放总量与该污染物在环境中降解速率的比值, 具有地带性、不同等性 (对污染物)、

经济资源性和可调控性等特征; 水环境承载力, 是指水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最大支持限度, 具

有客观性、固有性、阈值性、矢量性和变动性等特征。这是反映水环境可持续发展特征的三个

重要概念, 体现了人类对水环境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的一个不断发展的认识过程。首先,

水资源概念反映了水环境的供给功能或提供资源的能力, 是水环境可持续发展特征的一个方

面; 其次, 水环境容量反映了其具有消纳污染物的能力, 强调了提供水源的能力, 并指出这

种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这是水环境可持续发展特征的另一方面; 最后, 水环境承载力概念

反映了水环境对人类活动的综合支持能力和支持的限度,是对上述两个概念的综合和发展,它

既肯定了水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价值, 又强调了水环境具有一定限度的纳污能力, 并把这种能

力同相关的人类活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以此说明了可持续利用水环境的方式和途径。总之,

水资源、水环境容量和水环境承载力是水环境可持续发展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从不

同的侧面反映了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方子云　 (长江水资源保护局　教授)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类满足自身需要的实践活动的全部过程和结果。过去传统的

发展模式是以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种模式是很不理想的。

人类在漫长的生活过程中, 不断总结经验, 探索未来, 逐步认识到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以后, 各国、各部门编制的 《21世纪议程》则是贯

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计划。

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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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发展的时间尺度考虑, 可定义为: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

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 2) 从发展的空间尺度考虑, 还应加上: “特定区域的需要不危害和削弱其它区域满足其

需求的能力”;

( 3)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考虑: 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所以,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和动态的概念, 它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三

者互相影响、互相协调的综合体。并且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不断地对这个综合体的组

成部分进行变革、提高, 圆满地按上述1～3的指导思想进行。

目前还有许多关于各行业诸如可持续经济、可持续农业、可持续林业、水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与保护等的提出, 它们大都是可持续发展的一般性概念的应用。

水是资源又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无法替代的而且是数量有限的;它不仅是人

类与其它一切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 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资源。有的缺水地区甚至把

它提到 “资源的资源”的重要地位了。它又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 是环境生命的血液。它具有

最容易受到破坏、在经济活动的影响下将迅速发生变化的特点。水环境被污染, 侵占水环境如

围湖造田等就是实例, 这时它将又制约发展。所以水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条件, 是环境问题

与发展问题的核心。水利工作者一定要按照上述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进行工作。为了经济和

社会发展, 提高抗御洪涝旱咸灾害的能力; 防治水污染; 防止超采地下水 (不使地面下沉或

形成漏斗) ; 保持水土; 节约用水; 合理分配水量 (防止上游用水浪费, 下游河道干枯, 无水

可用) ; 尤其要作好水工程的规划、管理的决策, 防止失误; 使水能长期地发挥它的多功能作

用, 达到上下游合理、地区 (流域) 共享的境地。

总之, 从上述时空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综合考虑水利工作的一举一动, 就可以认为水

利工作是根据可持续发展要求进行的。假如只单纯地考虑水利问题而与发展脱节,不仅目标不

明确, 当然也谈不上可持续发展了。

冯尚友　梅亚东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教授)

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中用于可再生自然资源利用的术语, 非再生自然资源的利用是无

“持续”可言的 。水资源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水资源利用的一种新模式, 是水资源综

合开发、利用、保护、防治和管理统一体最合理的利用方式。水资源持续利用的涵义, 我们认

为可以这样界定: 在维持水的持续性和生态系统整体性的条件下, 支持人口、资源、环境与

经济协调发展和满足代内和代际人用水需要的全部过程。这样命题和定义,既反映了再生自然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特性, 又标示了与传统水资源利用的区别; 对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利

用涵义, 认为是比较明确的。

水资源能否世世代代地利用下去, 问题不在于具有可持续属性的水资源本身, 而在于人

对水资源利用的行为与方式。只要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 开发利用方式合理, 利用

限度不超过它的承载能力, 就可永续地利用下去; 但还需要一定的社会、科技条件支持和人

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规范, 才能维持全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代际间的共同繁荣。

水资源持续利用与传统的水资源利用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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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模式下的产物, 其特点只顾眼前和当代, 不顾未来和后代, 只重视经济价值、不管生态环

境价值, 只要经济效益, 不惜牺牲生态环境质量, 因此造成了今天世界性的生态环境问题, 严

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这种资源利用方式是一种 “竭泽而渔”、“寅食卯粮”的掠夺方式和非

持续的粗暴行为, 必然要被协调有序的持续利用方式所取代。

水资源持续利用的基础是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理论。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防治和管理

活动和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生态经济系统中进行的, 并受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它们耦合的

生态经济规律支配。因此, 水资源持续利用必须纳入生态经济系统中进行研究和实践。

水资源持续利用的指导思想、基础理论、原则方法与传统水资源利用也不同。水资源持续

利用以开发资源、增长经济、保护环境和发展社会的协调性与持续性为指导思想, 以生态经

济系统理论为基础, 以可持续生存原则为准绳 , 以系统科学的方法论、并结合其它自然和

社会科学理论的多学科协作为方法。因此, 传统的水资源利用思想、理论和方法应作相应的转

变、扩充和改进, 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水资源持续利用贵在持续性, 贵在能够持久地利用下去, 以保证世世代代的用水需要。如

何实现这个任务, 无疑需要水利工作者首先行动起来, 踏踏实实地开展研究和实践工作。举办

“笔谈”, 就是一件大好的开端。

朱尔明　 (水利部　教授)

水是生命的源泉, 是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了水,我们才能发展农业,

发展工业, 发展经济, 保护生态环境, 保持社会的繁荣和稳定。

由于全球淡水资源可利用量很有限, 在当今世界面临的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

相互协调发展中, 水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下世纪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将受淡水供

应短缺的制约”, 联合国在1997年召开的 “可持续发展会议”对全球性淡水资源和供应紧缺状

况提出了严重警告。目前世界上大约有90个国家, 40%的人口面临缺水的局面, 水与发展不仅

是世界性的问题, 而且因水短缺产生的社会动荡和地区冲突已成为影响全球和平与发展的主

要热点之一。

水对于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更具特殊的

重要地位。自古以来, 国土开发和农业社会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和发达文化, 都是与水的开发利

用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水利发展史。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

人类生活定居方式, 国家经济繁荣与持续发展, 从物质条件供应上很大程度依赖于地球淡水

资源供应的数量和质量。当今世界对水的认识是把其纳入国家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把水的

开发利用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 把水的调蓄能力和开源节

流潜力, 作为检验一个国家应变能力大小和后劲所在, 水资源的供需不平衡可能会导致一个

国家社会和经济的波动与危机。在我国把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提高到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

基础产业, 并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长远目标规划优先考虑, 这种演变和认识, 是和当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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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的认识一致的。

我国社会和经济当前正处于持续稳定发展的时期。到2050年, 全国人口将达到16亿左右,

人口城市化加速进行, 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较快, 国民经济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面向未

来, 人口众多, 经济发达, 必然带来资源消耗加速增长, 供求矛盾加剧。水资源是不可缺少,

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 水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将更加密切, 更加重要。然而, 水的问题在全国

愈来愈突出, 形势十分严峻。水资源短缺、污染、浪费、时空分布不均, 水旱灾害频繁, 管理

体制不顺以及管理手段落后等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相适应。

为了进一步促进和推动水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党和国家把水利摆在非常重要和突

出的位置, 制定了发展水利的若干政策和措施, 包括进一步加大水利建设力度, 建立水利建

设基金, 坚持推行水利可持续发展战略, 加强水资源的统一和持续性管理等, 这为今后我国

水利建设与发展, 水资源管理保护和持续利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指明了方向, 也给一直较

薄弱和发展滞后的水利带来了加快发展的机遇。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对全民要加强水的宣传教育, 让全社会都能够从我国人口众多, 水

土资源贫乏, 自然灾害频繁的基本国情来认识水的重要性, 提高全民族的水忧患意识和危机

感, 树立珍惜水、节约水、爱护水、保护水的良好社会风尚, 寻求一条水资源与人口、经济、

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节流开源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水孕育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我们要让有限的水, 宝贵的水奔腾不息, 碧水常清,

为我国社会和经济, 为人类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张光斗　 (清华大学　院士)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把农业、水利、能源、交

通等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水利处在第二位, 为工程之首, 可见水利的重要性。水多了可

能造成洪涝灾害, 水少了可能造成干旱灾害, 这些灾害能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水是

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所以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除害兴利, 必须持续发展。

水持续发展的定义是: 防治洪涝干旱灾害的长期持续发展, 不断提高防治标准, 减少灾

害; 开发利用水资源兴利的长期持续发展, 不断提高利用水平, 改善人民生活, 支持工农业

发展。

水持续发展的内容分述如下。

防洪　整治和开挖河道, 加高加固堤防, 增加河道泄洪能力, 保护两岸土地和城镇。修建

水库, 削减下游洪峰和洪量。设置分洪、滞洪设施, 淹局部地区, 减少河道流量, 保堤保安全。

目前大江河的防洪标准只有20～30a 一遇洪水, 中小河流的防洪标准更低, 要逐步提高到100

～1000a 一遇洪水。

除涝　沿江河和在湖泊四周修建堤防,造成内涝。在低洼地区也积水成涝。要修建排水河、

排水闸和扬水站, 把涝水排出, 防治涝灾。目前农田防涝标准只2～3a一遇洪水, 城镇和工业

防涝标准只4～5a 一遇涝水, 要逐步提高到5a 和10～20a一遇防涝标准。

水土保持和减淤　我国江河难治在于泥沙淤积河道。要进行水土保持工作, 修建谷坊、拦

泥坝、鱼鳞坑、梯田等, 植树种草, 减少泥沙入河, 是治河的根本措施。目前国家十分重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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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工作, 但工作很艰巨, 非短期内能做好。现水土保持工作已初见成效, 要长期加紧工作。

保持水土,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对扶贫有利。

修建水库拦蓄泥沙、向河道两侧洼地放淤、挖沙、引黄淤灌等, 都能减少河道淤积, 为

水土保持工作取得时间。

灌溉、排水　灌溉农田, 增加农产, 要建设水库和水井等水源工程、灌溉渠系和管道、田

间工程、灌溉设施等。目前灌溉面积4670万 hm
2亩, 要继续发展灌溉面积, 提高灌溉用水保证

率, 采用先进灌溉技术, 节约用水。要跨流域引水, 增加水源。

修建排水系统, 控制土壤水分, 防止水渍。要继续扩大排水面积, 并利用回归水灌溉。继

续对盐碱地修建排水系统, 用水洗碱, 改良土壤。

供水　继续修建水库和水井等水源工程、输水管渠系统、反调节水库、自来水厂。目前有

300余座城市缺水, 要进行缓解。要节约用水。要跨流域调水, 增加水源。

水力发电　继续修建水电站, 扩大能源供应。水电是可再生、清洁能源, 应优先开发利用。

目前已建设水电站装机5000万 kw , 占可开发容量的13%, 要大力发展水电, 在西南、西北修

建大型水电站, 西电东送。还要修建小水电, 为发展农村服务。

内河航运　继续发展内河航运, 整治河道, 修建码头、港口、过坝通航建筑物。对合适的

河道进行渠化。修建运河。我国河流众多, 目前利用里程不足, 应大力发展。

改善水环境　河湖水环境关系水质, 目前水污染严重, 影响水源。要继续控制污染源, 进

行污水处理, 改善水环境。

养鱼、旅游　继续发展养鱼和旅游事业

水利经济　要实现水的持续发展, 必须理顺水利经济。要实行两个转变, 水利建设从计划

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除害建设如防洪等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无偿投入,可向受益户部分无偿集

资, 运行、管理、维护费用也是如此。兴利建设如灌溉、供水、发电等是多渠道有偿投入。收

水费、电费、通航费等应能偿还投资本息, 支付大修费、维护费、运行费、管理费、税金等。

部分溉水费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补贴。

水利科教　要水的持续发展,必须有水利科教的持续发展。要继续研究、开发水利新科技,

为持续发展水利建设服务。要继续培养各级水利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水利科技人才,还有管

理人才。要发展水利科技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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