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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资源需求管理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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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加强水资源需求管理是资源水利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分析

了水资源由供给管理转向需求管理的主要原因及采取的一系列对策和措施, 提出了依然存在的一

些问题和展望了水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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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水资源需求管理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促使我国水资源由供给管理转向需求管理, 主要的客观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 随着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 同时, 面临着水资源供需矛盾非常突出。当前, 全

国每年受旱农田面积占整个耕地面积的 25%～ 30% , 每年仅灌区缺水约 300 亿m 3, 每年因干旱

减收粮食达数百亿 kg; 全国有近 2ö3 的城市供水不足, 年缺水约 60 亿m 3, 影响工业产值每年

2 000 多亿元。从长远讲, 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促使水资源需求较快增长, 供需形势较为严峻。针

对这种情况, 加强水资源需求管理, 将有利于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 有利于促进水资源的优化

配置。

(2) 我国人口已超过 12 亿, 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2 300 m 3, 约为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 1ö4。而

中国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 与土地、矿产资源分布组合不相适应。全国水资源的 81% 集中在长

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该地区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 36% ; 而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 耕地面积

占全国的 64% , 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 19% , 其中黄、淮、海、辽河流域内耕地面积占全国的 42% ,

而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 9%。华北地区已探明的 49 种主要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占全国的

4112% , 而水资源只占 417% ; 江南广大地区矿产资源仅占全国 1012% , 而水资源却占全国的

4216%。因而形成了南方水多, 耕地、矿产少, 水量有余, 北方耕地、矿产多, 水资源短缺的

局面。同时中国水资源年内年际变化大。降水及径流的年内分配主要集中在夏季的几个月中, 连

丰、连枯年份交替出现, 造成一些地区水旱灾害出现频繁、水土流失严重和水资源供需矛盾突

出以及开发利用困难等问题。这些不利的水资源特点, 使我国水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成了一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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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因素, 加强水资源需求管理, 将有利于节约和高效使用有限的水资源。

(3) 我国当前水资源开发利用已具相当的程度, 北方一些地区开发程度已经很高, 因此, 再

兴建供水工程, 因水资源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移民安置和耕地资源少等各种原因, 不仅困

难和复杂, 而且造价高。同时,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财力有限。这些不利条件的存在, 决定了

我国供水不可能大幅度增长, 加强水资源需求管理, 控制需求增长, 将有利于水需求增长与供

水的可能增长幅度相适应, 从而基本保障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用水需求。

(4) 我国当前用水设施比较落后, 用水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全国农业灌溉水利

用系数大多只有 013～ 014,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平均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 城市生活用水一方

面紧张, 一方面又浪费严重, 加强水资源需求管理, 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城乡用水水平, 缓解水

资源供需矛盾。

(5) 我国当前水污染较为严重, 主要原因是工业和城市废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 且处理达

标率低。据统计, 1980 年中国工业和城镇废污水排放量为 310 多亿 t, 1998 年增至 593 亿 t。加

强水资源需求管理, 减少需水增长, 也间接地减少废污水排放量, 将有利于改善水环境, 实现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2　我国水资源需求管理的回顾和现状

(1) 我国传统的水资源管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一直是分部门管理, 管理的重点是供水

工程建设。这种管理模式存在许多弊端, 难以适应当前迅速工业化、城市化所产生水问题的严

峻挑战。

·以供为主的水利发展模式, 使社会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水资源的投入, 加剧了水资源浪费

和水污染, 忽视了水资源过度开发与自然环境退化的关系。

·以中央政府投入为主的水利建设方式, 导致了以不适当的方式分配水资源, 阻碍了资源

的有效配置和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建立和水市场的培育。

·水资源无偿使用和不合理的供水价格导致了水资源价值的严重扭曲, 以及对水资源需求

的膨胀, 国家对水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投资与补贴不堪重负。

·分部门管理水资源, 经常出现部门间政策目标相互磨擦的不利影响。

(2)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改

革传统计划经济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逐步得到启动和实施。

1988 年 1 月,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水务的基本法。其后,

又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水利产业政

策》等多部法律和规章。这些法律和规章, 初步构建了我国水资源从供给管理向需求管理转变

的总体框架, 并明确了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两方面的内容。

(3) 在宏观管理方面, 当前我国水资源需求管理采取的主要对策和措施是:

·确立水行政主管部门。《水法》规定“国家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

结合的制度”的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统一管理工作”。

其后国务院明确水利部是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 各流域机构作为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派

出机构, 行使水行政主管部门职责。同时, 各省级政府通过地方立法, 亦明确了地方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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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确立, 有效地促进了水资源的城乡

统筹规划和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统一管理, 对纠正长期以来水管理上政出多门的弊端和实施水资

源需求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行统一规划制度。《水法》规定, “开发利用水资源和防治水害必须按流域或区域进行

统一规划;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规划的编制; 经政府批准的规划是开发利用水资源和防治

水害活动的基本依据。”统一规划制度为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水资源需求管理奠定了基础。

·实行取水许可制度。《水法》规定“国家对直接从地下或江河、湖泊取水的, 实行取水许

可制度”。据此, 国务院 1993 年制定了《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经过 4 年全国大规模开展的

取水登记或申请, 目前全社会总用水量的 85% 经水行政主管部门重新审核, 并颁发了取水许可

证。取水许可制度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水资源需求管理提供了实施手段, 并为全社会开

发利用水资源提供了制度保障。

·实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水法》不仅规定使用水工程供水必须交纳水费, 推动了中国

供水商品化进程, 推动了水价改革, 而且规定开发利用水资源, 从地下或江河、湖泊取水, 必

须向政府交纳水资源费。目前全国已有 25 个省级地方政府制订了地方细则, 并实施征收。国家

一级的交纳水费办法正在制订之中。

·实行超标准排污收费制度。规定超标准排污单位必须缴纳收取排污费, 并负责治理。这

项制度的推行, 加快了用水单位治污达标的进程。

·国家保护单位和个人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合法权益。“在我国, 水资源归全民所有, ”《水

法》的这一规定, 明确了水资源所有权与水资源的使用和收益权分离的原则, 单位和个人可以

依法取得水资源的使用和收益权。而取水许可制度为取得这些权利提供了法制途径。这一规定

有效地推动了水资源开发利用社会化的进程, 在 1991～ 1995 年的五年计划中国家预算对水利的

投资比前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了 64% , 而同期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社会各界对水利的投资增加了 5

倍。

·针对我国黄河、海河流域等水资源相对紧缺的跨省、区河流, 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

定了省、区之间的水量分配方案, 黄河还制定了年计划月调度水量方案, 对省、区之间的水资

源需求进行总量控制。

(4) 在微观管理方面, 当前我国水资源需求管理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对用水单位实施计划用水管理。要求用水单位申报和审批年度用水计划, 对用水单位用

水情况进行年度考核, 对重点用水大户进行水平衡测试, 分析供用水的全过程。

·对供用水单位进行计量管理。要求城镇居民和工业企业安装用水计量仪表和设备, 要求

农田供水设施安装简易计量设备, 同时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建立供用水统计制度。

·合理制定供水水价, 用经济杠杆调节水资源需求, 对超计划用水单位实行超计划累进加

价收费。

·对建设项目进行监控管理。建设项目要求符合流域和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 报批过

程中要求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出具审查意见; 建设项目影响他人用水要求进行经济补偿; 建设项

目要提出水环境影响报告书, 作为审批和立项的依据; 新建项目要求采用先进用水设备 (即节

水设备) ; 并要求节水和水环境保护项目与主体工程实行“三同时”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

时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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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公众参与监督和管理。全国和地方人大、政协普遍对水法、水环境保护法执行情况

进行了执法检查; 组织了新闻媒介对不爱惜水、不保护水资源行为进行曝光; 全国农村供水工

程普遍成立了由用水户组织的代表会, 参与决定供用水管理中的重大事情; 城市许多大企业及

居民区也成立管水组织, 具体负责用水管理。

·加强水资源需求管理的能力建设。主要是通过技术培训提高现有管理人员素质, 建立示

范区, 示范推广需求管理的先进经验, 配备先进技术设备, 提高需求管理的技术手段; 同时还

组织学习国外先进管理技术, 与国外进行交流和合作等。

(5) 我国采取了上述对策和措施之后, 水资源需求管理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现为:

·总体上基本控制了缺水增长。据分析, 1980 年全国缺水 300 多亿m 3, 1993 年也基本保持

在 300 多亿m 3; 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

·用水水平有提高。据分析, 1980 年全国农田灌溉实际综合定额为每亩 583m 3, 1993 年减

少到每亩 531m 3; 1980 年全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到 30% , 1993 年, 平均提高到了 40% 以上,

其中城市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平均达到 60% 左右。

·节约用水工作有了一定进展。当前全国工业年节约水量约 30 亿m 3, 全国农业节水工灌溉

面积 1 53313 万 hm 2, 占灌溉面积的 28%。北京市 1980 年工业用水 13 亿m 3。目前由于节约用

水工作开展较好, 经济发展了, 工业用水反而稳定在每年 9 亿m 3 左右。

·全社会对水资源问题基本达成共识, 公众爱水、节水和参与管理意识提高, 为进一步搞

好水资源需求管理打下了基础。

(6) 当前, 我国水资源需求管理也存在不少问题, 突出表现在三方面:

·需求管理的力度不够。尽管做了大量工作, 但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干旱缺水和水

环境恶化两大突出问题, 依然没有得到全面妥善解决。

·地区之间、城市之间、行业之间水资源需求管理发展不够平衡。

·用水水平与先进国家差距仍较大。

3　我国水资源需求管理的发展趋势

总结近 10 年开展水资源需求管理的经验, 针对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情

况, 我国水资源需求管理发展方向主要是建立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推动相结合的运作机制, 管

理体制改革也将由过去的局部改革、单项突破阶段进入到整体推进、全面配套的新阶段, 其根

本目的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此, 我国水资源需求管理今后

发展趋势是:

(1) 继续完善和健全水资源的立法

·首先是修订《水法》。1997 年全国人大对《水法》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 认为水资源只宜

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 不宜分部门管理; 水资源统一管理必须贯彻以流域为单元的统一管理原

则; 水资源统一管理必须与开发利用产业管理分开, 以促进水资源开发利用社会化; 水资源统

一管理必须贯彻水量与水质统一管理的原则。目前对《水法》的修订已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

划。

·其次是健全水法规体系。为使水资源规划、管理和保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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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大已将制定《流域管理法》、《水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法》、《黄河法》列入议事日程。国务院

也正在制订《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

法》、《水污染实施细则》以及《水规划条例》等行政法规, 以加大水法律的配套力度, 保证水

法律的贯彻实施。

(2) 理顺关系, 加强水资源管理机构建设

·水利部是 1998 年我国政府机构由 40 个部门减为 29 个部门时保留的部委之一, 管理职能

得到了加强。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水利部作为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统一行使水资源管

理权, 而且将原由其他部门承担的地下水行政管理职能划归了水利部, 并进一步理顺了水资源

保护与水污染治理的关系, 加强了水利部对江河湖库及地下水体的水质管理职责。

·新成立了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 负责拟定节约用水政策, 编制节约用水规划, 制定有关

标准, 组织、指导和监督全国节约用水工作。

(3) 强化节约用水工作

·国家已把发展农业节水当作一项革命性措施来抓, 大力发展节水农业;

·要求工业结合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 提高用水水平;

·要求在城镇住宅和公共设施建设中推广节水器具;

·制定产品用水定额, 对耗水大的产品实行淘汰制度。

(4) 加强水资源保护

·实施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制度。依开采情况划类 (超采区、平衡区、有潜力区等) 进行

分类管理; 并且通过地方立法对各区建立具体管理制度。

·实行江河水体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和水源地保护制度。完善江河湖库水体和地下水

水质监测网, 加强排污口监督管理; 按区划定江河水体功能; 分河段和水域分别定出安全纳污

量, 实行排污总量控制; 对城市和企业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进行监督。

·巩固淮河、太湖等江河湖泊的防治水污染成果, 加强监管, 并逐步推广到其他江河水域;

·努力加强污染源的治理, 下决心关停一批污染大的工业企业;

·将建立保护水资源、恢复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

(5) 对建设项目实行水资源论证制度。建设项目报的批要提出对周边水资源影响报告书, 并

建立建设项目开发利用水资源评价报告和评审验收制度。

(6) 按照市场原则, 区别不同用途, 改革现有水价, 要求在三年内调整到位, 以后再根据

供水成本的变化调整。

(7) 积极探索对水资源实行资产化管理。为此, 将准备对中国水资源价值量进行全面核算,

建立水资源台帐; 争取把水资源核算指标, 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引导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

水资源; 同时将研究建立水资源核算评价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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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ter D emand M anagem en t Presen t and

D evelopm en t Trend of Ch ina

HUAN G Yong2ji1, CH EN X iao2ju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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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ne of m ajo r con ten t of“resou rces2w ater con servancy”to st rengthen the w ater

dem an m anagem en t. W ith p ro truding incerasngly the con trad ict ion betw een w ater dem and and

w ater supp ly, th is paper analyzes the m ajo r reason s from w ater supp le m anagem en t to w ater

dem and m anagem en t, persen ts a series of coun term easu res, po in ts ou t som e p rob lem s as befo re,

and look s fo rw ard to the developm en t t rend of w ater resou rces m anagem en t.

Key woods: w ater resou rces; w ater dem and m anagem en t;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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