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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用水何时达到顶峰

贾绍凤, 张士锋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从中国实际用水增长业已放慢的趋势、已经开始启动的供水价格的大幅上升趋势和水价与

用水的关系、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高耗水行业已经接近顶峰) 和用水与产业结

构的关系、日益严格的环境立法和执法对用水的影响、中国水资源本身的限制等 5 个方面, 分析

中国的用水变化趋势 , 提出中国的农业用水量、工业用水量和总用水量目前均已接近顶峰, 可望

在 10 年内达到顶峰, 最大用水量不大可能超过 6500×108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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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用水 (本文指淡水取水量) 的变化趋势如何, 既是制定正确的供需平衡对策的前

提, 又是制定国家宏观经济布局、南水北调等重大决策的依据。关于中国用水的长期预测已有

较丰富的成果
[ 1- 5]
, 但过去的研究成果都认为中国的用水将继续长期增长, 认为用水达到顶峰的

时间远的到 2080年以后, 近的也到2030年, 最大用水量则要达到 7 000～9 000亿m
3
, 比目前

的用水量 (约 5 500亿 m
3) 要多 1 500～3 500亿 m

3。笔者提出的问题是: 中国的用水量是否会

如此长期增长? 是否会增长如此大的幅度?

1　中国用水历史与现状

　　中国 1949～1998年 50年间的用水量变化情况见表 1。

1949年总用水量只有 1 031亿 m
3
, 其中农业用水占 97%。1980年总用水量增加到 4 437亿

m
3
, 其中农业用水占 83. 4%, 工业用水占 10. 3%, 生活用水占 6. 3%。1993年总用水量进一步

增加到 5 198亿 m
3 , 其中农业用水占73. 4% , 工业用水占 17. 4%, 生活用水占 9. 1%。1997年

总用水量继续增加, 达到 5 566亿 m3 , 其中农业用水占70. 4% , 工业用水占 20. 1%, 生活用水

占 9. 4%。1998年因降水偏丰, 总用水量略有减少, 为 5 435亿 m
3
, 其中农业用水占 69. 3% , 工

业用水占 20. 7%, 生活用水占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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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用水量

Table 1. Fresh water withdraws of China 亿 m3

年　份 1949 1980b 1993b 1997c 1998c

丰枯情况 平水年 平水年 平水年 (北枯南丰) 丰水年

总用水量 1031a 4437 5198 5566 5435

工业用水 22 457 906 1121 1126

其中: 热电 157 263

其它工业 300 643

生活用水 280 475 525 543

其中: 城镇生活 5 68 237 247 255

农村生活与牲畜 212 238 278 288

农业用水 1000 3699 3817 3920 3766

其中: 农业灌溉 3580 3440 3606 3484

　　　林牧渔业 119 377 314 282

　　资料来源: a: 刘昌明等 1996, 第 1 页: b: 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

源研究所 1999; C: 水利部, 1997、1998 年水资源公报。

　　中国用水的结构变化是比较大的。农业用水 (包括灌溉用水和牧渔业用水) 的比重已从解

放初的 97%降低到目前的 70% , 从用水的角度说明了中国社会经济已从农业时代逐渐进入工业

时代。在农业用水中, 灌溉用水一般占 90%以上。工业用水分为火电工业用水和其它工业用水。

工业用水的比重已从解放初的 2%增加到 20%。生活用水包括城镇家庭用水和公共用水、农村

人畜用水。生活用水的比重一直稳步增长, 从解放初的 0. 5%增长到目前的 10%。工业用水大

约是生活用水的 2倍。

从用水的增长率来看 (表 2) , 在 1980年以前, 各项用水都以 4%以上的年均增长率高速增

长, 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年均增长率更在10%以上。进入80年代以后, 由于占大头的农业用

水增长率急剧放慢, 总用水量的增长率也迅速减小。虽然 1998年是降水偏丰年份, 不能根据该

年度农业用水和总用水减少就得出我国农业用水和总用水已经开始趋势性减少的结论, 但是我

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农业用水已基本接近顶峰。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陕西等很多地区的农

业用水都已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到 90年代后期, 工业用水也显示出停止增长的迹象, 1998年工

业用水比 1997年只增加了 0. 4%。目前增长依然较快的只有生活用水, 而且可以肯定生活用水

的增长还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因为中国人口还将继续增长, 用水定额高的城镇人口比重会大幅

度提高, 而且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尽管节水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减少生活用水, 但

节水技术的发展恐怕还难以完全抵消人口增长、城市化和生活水平提高这三大推动生活用水增

加的因素。

表 2　中国用水增长率与经济弹性

Table 2. Growth rate of water use and elasticity to GDP in China

时段
GDP

增长率

总用水

增长率
弹性

工业用水

增长率
弹性

生活用水

增长率
弹性

农业用水

增长率
弹性

1949～1980 8. 3% 4. 8% 0. 581 10. 1% 1. 220 13. 2% 1. 590 4. 31% 0. 519

1980～1993 10. 0% 1. 2% 0. 123 5. 4% 0. 542 4. 1% 0. 416 0. 24% 0. 024

1993～1997 10. 4% 1. 7% 0. 166 5. 5% 0. 528 2. 5% 0. 245 0. 67% 0. 064

1993～1998 9. 8% 0. 9% 0. 091 4. 4% 0. 451 2. 7% 0. 275 - 0. 27% - 0. 027

1997～1998 7. 8% - 2. 4% - 0. 302 0. 4% 0. 055 3. 4% 0. 436 - 0. 80% - 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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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中国未来用水趋势的判断依据

2. 1　趋势外推与用水发展阶段

最简单的方法是根据历史资料来推断。根据上一节介绍的中国用水资料, 可知现在中国的

用水增长率已较低。而且这种趋势外推还可结合对用水的发展阶段的判断来进行。根据发达国

家的经验, 用水也有迅速增长、缓慢增加、停止增长甚至下降的发展过程。中国用水的历史轨

迹已清楚表明中国用水已经进入缓慢增长的阶段。

2. 2　根据用水与水价的关系

水价的上升对用水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虽然用水的价格弹性系数对不同区域、不同用水类

型差别较大, 但在所有情况下弹性系数均为负值。

提高水价对工业用水的抑制作用非常显著。例如当供水价格为1美分/ 1000加仑时, 美国火

力发电耗水指标为50加仑/度; 当价格上涨到 5美分/ 1000加仑时, 发电厂安装了冷却塔来循环

用水, 耗水指标下降为 0. 8加仑/度, 仅为原来的 1/ 6. 5; 当供水价格进一步上升为 8美分/ 1000

加仑时, 火力发电耗水指标就可能降低为零, 因为发电厂将因用水成本太高而改变生产工艺: 由

原来的淡水冷却改为空气冷却或海水冷却, 根本不再用淡水[ 6]。农业用水对水价的响应也很显

著。对水价反应较不明显的是生活用水, 但美国波士顿也有通过公众教育、安装节水设备、提

高水价等综合措施使生活用水逐年下降的实例。

中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道路, 并且很快就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经济体制向国际惯例靠拢,

按市场经济原则管理经济、由价格引导资源配置是必然选择。按照市场经济的改革要求, 中国

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的供水价格远低于供水成本的状况必须改变。因此提高供水价格是必然的。如

果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把目前严重偏低的供水价格提高到供水企业收回成本且有微利的水平,

可以相信我国的用水上升势头会受到抑制, 甚至会转而下降。分析表明, 由于水价上涨, 华北

平原的需水量将比先前的预测量减少 20%以上 ( 130亿 m
3 以上) [ 7]。也就是说, 华北平原的用

水量不会涨到很多人预测的 560亿 m
3
以上, 而是保持在目前的 430亿 m

3
左右的水平, 甚至还

会下降。对华北平原是如此, 对全国也是如此。

关于我国水价对农业用水的影响, 可以举一例作进一步的说明。众所周知, 南水北调东线

工程已经把长江水引到苏北的徐州、连云港。引水到苏北的成本是多少? 据报道 [ 8] , 如果按实际

的全部成本计算, 即不按对农业优惠的电价计算, 而按市场电价计算, 也不仅仅只计算运行费

用, 还要计入各级抽水站的投资回收分摊, 则从长江抽水到苏北的成本是 1元/ t。在苏北用水灌

溉的效益又是多少? 1亩稻田需水约 600 t , 亩产稻谷 500～600 kg, 稻谷价格为 0. 8元/ kg , 每

亩毛收入才 400～480元, 还抵不了抽水成本。如果真的把水价提高到成本水平, 则意味着目前

这种水稻灌溉用水方式将被淘汰。即水价上升引起的将不仅仅是用水的减少, 而且将是用水方

式的改变。这在以色列就有现实的表现[ 9]。由于以色列水价较高 ( 1996年农业用水 0. 4美元/

t ) , 农民必须种植耗水少、产量高、尤其是附加值高的作物, 否则就得不偿失。

2. 3　根据用水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工业用水的情况。绝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在 70、80年代经历了工业用水量 (指淡水取用量)

的减少。发达国家工业用水减少的原因, 表面上看与石油价格上涨有关,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

472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11卷



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我们知道, 除火力发电以外的工业用水中, 冶金、化工、石油冶炼、造纸和食品加工等少

数几个高耗水行业的用水占 2/ 3以上。这几个行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或资本密集型行业。在

70、80年代, 发达国家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深远的经济结构调整。发达国家的劳动-资本密集型

行业——尤其是这些行业的制造部分和污染重的工序——大批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他们转而

从事以开发、服务为主的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 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 “产业空心化”现象。时

至今日, 人们用了 “新经济”、“知识经济”等很多新术语来概括发达国家新的经济类型。由于

耗水多的劳动-资本密集行业向发达国家的转移——其表现是钢、水泥等重化工产品产量从历史

高峰回落和第二次产业GDP 比重与就业比重均明显下降 (表3) , 加上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水价

上升所推动的用水效率的提高, 工业用水下降了! 从表 3可看出, 第二产业比重的降低要先于

工业用水减少, 而第二产业比重的明显降低的时机与工业用水减少的时间很接近。其中原因是:

虽然在 50、60年代发达国家的第二产业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第三产业, 因而第二产业的GDP 比

重和就业比重开始降低, 但第二产业、尤其是作为当时的支柱产业的重化工行业的绝对规模仍

在扩张, 所以工业用水仍继续随之增长; 只有到石油危机引起高耗水的石化、冶金等重化工行

业的产量绝对下降时, 即重化工行业的规模开始绝对萎缩、相应地二产比重迅速降低时, 工业

用水才开始减少。

另外, 日本表现出一些特殊性, 它在工业用水开始减少时的二产比重明显高出其他国家。我

们认为日本的情况更为典型, 更能表现跟进型国家的用水规律。因为其他老牌发达国家经济结

构调整的历史很长, 例如英国在 50年代就开始了造船量下降、铁路货运量下降的过程。日本的

工业用水减少时间与钢产量下降、二产 GDP 比重下降和二产就业比重下降的时间完全一致。而

且香港、台湾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和工业用水变动过程, 也表现了

与日本类似的工业用水随产业结构升级而减少的规律。

如果承认随着产业结构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 知识密集型转移工业用水下降是一必

然规律, 那么我们可据此分析中国工业用水达到高峰的时间。

表 3　发达国家工业用水减少与产业升级的时间对应关系

Table 3. The concurr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al upgrade and industrial water use decreas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澳大利亚

工业用水减少时间 1981 1974 1989 1989 1985 1981 1980
二产 GDP 比重

明显减少

发生时间 1982 1974 1985 1981 1985 1983 1982

对应比重 ( % ) 33 45 35 34 34 40 34
二产 GDP 比重

顶峰

发生时间 1951 1974 1962 1965 1950 1974 1957

对应比重 ( % ) 40 45 55 49 49 44 42
二产就业

比重减少

发生时间 1957 1973 1970 1964 1957 1971 1957

对应比重 ( % ) 32. 7 36. 6 50 39. 9 50 44 49

钢产量达到顶峰的时间 1973 1974 1979 1974 1970 1980 1981

水泥产量达到顶峰的时间 1973 1980 1972 1972 1973 1981 1979

炼油产量达到顶峰的时间 1978 1979 1979 1976 1975 1979 1980

造船量达到顶峰时间 1976 1975 1975 1974 1955 1974 1976

用水减少对二产比重 ( % ) 34 45 36 30 34 41 35

用水减少时二产就业比重 ( % ) 28. 9 36. 3 38 30 31 37 28. 3

　　资料来源: 美国的用水资料来自 United S tates Geological Su rvey Agen cy. Trends in Water Use, ht tp: / / w ater . usgs .

gov/ ; 日本的资料来自水道产业新闻社, 水道年鉴 1988- 1996, 其他国家用水资料来自 World Resources Ins titute, World

Resources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New York: Basic Books , Inc.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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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粗钢产量资料来自日本铁钢新闻社主编 《铁钢年鉴 1997》; 水泥产量资料来自日本水泥新闻社编辑部编 《水泥年鉴

1998》: 炼油能力等资料来自日本能源报导社编《石油年鉴 1997》: 造船、铁路货运量等资料来自朝日新闻社编《朝日年鉴》1985

～1997。经济数据来自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编辑部编, 当代世界经济实用大全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0) 和

United Nat ions, Stat ist ical Yearbook 1989～1998。

种种指标显示, 中国也进入了经济结构由粗放到精细的调整期。中国纺织能力严重过剩, 政

府连续 6年强制推行 “压锭限产”措施。中国的年钢产量已达到1. 2亿 t , 连续几年位居世界第

一。中国的钢铁业也已面临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 中央政府已决定关闭 225家小炼钢厂, 其中

2000年一年就计划关停并转 103家小炼钢厂
[ 10]
。不仅是小炼钢厂, 小造纸、小化肥、小炼油、小

水泥等技术水平落后的小企业, 按照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都属于关停的对象。从 1994年

起, 中国 95%以上的商品都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 都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 从此宣告中国

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从此, 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粗放的规模扩张已经

过时, 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技术水平的提高、附加值含量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尽管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后, 中国包括纺织、服装、冶金、造船、家用电器等劳动-资本密集型行业在世界市

场上所占的份额可能还能有所上升, 但可以肯定的是冶金、造纸和食品加工这几个高耗水行业

的产量规模不会大幅度扩大。总之, 经济增长方式由 “数量扩张”向 “以质取胜”转变, 说明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接近了重化工阶段规模扩张的顶峰。

图 1　中国历年第二产业 GDP 比重和就业比重

F ig . 1. Pr opo rtion of secondary industr y in China

再从第二产业的比重来看 (图 1) , 不论是二

产的 GDP 比重还是就业比重, 中国二产比重都

已开始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 “大跃进”时期二产

的比重明显畸形偏高, 而且 80年代以前农产品

价格被严重人为压低, 所以二产比重比实际值偏

高, 当 80年代农产品价格调整后, 二产比重自然

降低)。根据日本的经验, 中国 1998年二产比重

减少和工业用水同时停止增长应该不是偶然的。

总之, 根据发达国家工业用水和产业结构升

级的经验关系, 和中国二产比重已达到顶峰并转

为下降、钢产量等重化工产品也接近顶峰的事实, 可以推断中国的工业用水已接近顶峰。

2. 4　根据用水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发达国家 70、80年代用水的减少, 与 60年代末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有关。更严格的环境

要求 (包括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更严格的环境执法) 从两个方面抑制淡水取水量。一方面, 环

境保护要求限制从自然水体提取的水量以减少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另一方面, 环境保护要求限

制向自然水体的废水排放量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比先前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在产业结构升级以

前就对工业用水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更严格的环境要求本身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最

强有力的推动因素之一)。瑞典的工业用水量和总用水量在 1966年就开始减少了, 主要原因就

是因为 1964年通过了更严格的环境立法, 强制冷却用水的循环利用, 以减少废水排放量 [ 11]。类

似地, 荷兰的用水也在60年代末开始减少 [ 12]。美国用水量在 1980年开始减少也与 1977年美国

通过更严历的环境法规有关 [ 12]。

经过改革开放 20年, 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了 20年, 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了, 人民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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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提高了, 因此中国大众的环境意识已有很大很高, 政府也加大了环境执法的力度。前些年,

“饭都吃不上, 哪管得了环境保护”的说法很有市场, 但现在风气大不一样。不仅中央政府投入

巨资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也普遍增强了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只管自己

的一时一地利益的破坏环境的行为, 不会再无人过问, 听之任之了。可以说, 中国已正由停留

在纸上法规的弱环保时代走向严格执行的强环保时代。这一严格的环境保护要求, 也必将如发

达国家曾发生过的一样, 对用水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在用水量增长已放慢的条件下, 更严格

的环境要求很可能使用水量转为下降。例如首都钢铁集团既是北京的用水大户, 又是北京的污

染大户。著名冶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就提出了 “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

问题[ 13]。他指出钢铁工业应成为高效、清洁、省能的工业, 否则前途堪忧。显然不能为了保首

钢而把首都搬离北京。正确的选择必然是或者首钢采用耗能耗水少、环境友好的新技术, 或者

首钢从北京搬出去。类似这样的在优良环境和污染企业之间的选择会越来越多, 而选择结果必

然是污染企业逐渐被淘汰。

2. 5　根据用水量与水资源量的关系

中国的用水将不会增加太多, 还因为水资源量的制约。尤其是中国北方淮河、黄河、海河

和辽河四大流域。这些河流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超过 70% , 属于严重开发过度, 必须尽可能退

回一部分水给生态环境。大部分发达国家在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低于 10%的情况下还出现了用水

量的减少, 相比之下中国在可能的情况下更应努力减少淡水取用量。

从用水大头农业用水而言, 中国南方水多地少, 由于城镇、交通等用地的挤占, 灌溉面积

已呈现减少趋势, 所以尽管水很多但农业用水因耕地的限制不会增加; 中国北方地多水少, 虽

有大量的旱地可供发展成水浇地, 但却因水源不足难以如愿, 相反一些原有的灌溉面积因为水

源被城镇和工业挤占而得不到灌溉, 灌溉面积扩大的余地也很小, 用水也不会增加很多。

3　结　　语

中国的用水将在 10年之内达到高峰。

从中国实际的用水增长业已放慢的趋势, 已经开始启动的供水价格的大幅上升趋势和水价

与用水的关系、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高耗水行业已经接近顶峰) 和用水与产

业结构的关系、日益严格的环境立法和执法和用水与环保的关系、中国水资源量本身的限制等

5个方面来综合考虑, 可以断定中国的农业用水量、工业用水量和总用水量均已接近顶峰。

中国的农业用水不可能增加太多。因为中国北方受水资源量的限制, 而且保证生态环境需

水的呼声越来越高, 加之供水价格的上涨, 中国北方的农业用水增加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南方

则主要因为耕地面积的限制 (几乎所有可以开发成水田或水浇地的土地包括陡坡上的梯田, 已

基本开发完毕) , 农业用水也不会继续增长很多。尽管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必然增加农产品

需求, 但这只能也可以通过节约用水、内部挖潜来解决。

最值得关注的是工业用水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根据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台湾新兴工业化国家

和地区的发展经验, 在第二产业经济比重和就业比重下降后, 工业用水也随即进入减少阶段, 同

时总用水量趋于稳定。对比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用水变动情况, 1998年中国的第二产业 GDP 比重

和就业比重都已开始减少, 同时工业用水几乎停止增加, 可以断定中国的工业用水已达到或接

475　第 4 期 贾绍凤、张士锋: 中国的用水何时会达到顶峰



近顶峰。

未来将长期保持增长的是生活用水, 但由于生活用水在总用水量中的比重很低, 它的增加

将难以抵消工农业用水减少对总用水量的影响。

总之, 由于占总用水量的70%的农业用水已接近顶峰, 而且占总用水量 20%的工业用水也

已几乎停止增长, 即使比例很小的生活用水继续增长, 可以断定中国的总用水量已经接近顶峰。

考虑一个用水可能出现反复的过度期, 估计中国的用水将在 10年时间内即最迟在 2010年进入

稳定期乃至减少期。

至于高峰期的总用水量, 可以匡算其上限。因为越是靠近顶峰, 用水增长率越低, 所以可

以用 1980～1997年的年用水增长率 1. 3%作为1998～2010年年均增长率的上限。以 20世纪末

的总用水量 5 500亿m 3为基数, 2010年用水高峰的上限为6 500亿m 3。还可按用水经济增长弹

性来估算。用水增长弹性系数采用 1980～1997年总用水量的 GDP 增长弹性系数 0. 13, 1998～

2010年的 GDP 年均增长率按 8%计算, 则2010年用水高峰的上限为 6 300亿 8m
3。我们估计实

际的用水高峰为 6 000亿 m
3 左右。

参考文献:

[ 1] 刘善建.中国的用水和供水[ A ] . 钱正英主编.中国水利[ C] .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 1991.

[ 2] 任光照,吴国昌.中国水资源合理开发、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J] .水问题论坛, 1994( 1) .

[ 3] 刘昌明,何希吾, 等. 中国 21 世纪水问题方略[ M ] .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6. 199

[ 4] 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 21 世纪中国水供求[ M ] . 北京: 中

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99. 184

[ 5] 柯礼聘.谈 21 世纪我国水资源战略问题[ J] .中国水利, 1999( 12) .

[ 6] Rogcr s P . F r eshw ater . Backgr ound paper prepar ed for the confer ence: The g lobal po ssible resour ccs,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centur y [ J] . Wo 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84. 12.

[ 7] 贾绍凤,康德勇.水价上升对水资源需求的影响[ J] .水科学进展, 2000( 1) . 49- 54

[ 8] 叶浩.南水北调:成本为何这么高[ N ] .南方周未, 2000-5-26( 8) .

[ 9] 黄泽全.举世关注水资源[ N ] . 人民日报, 1996-08-20( 7) .

[ 10] 二百余家小钢铁厂面临关停[ N ] . 江南时报, 2000-04-26( 4) .

[ 11] Falkenmark M . Reduced w ater demand-results of Sw edish anti-po llution pr og ram [ J ] . AMBIO , 1977, 6

( 1) : 66.

[ 12] Co lcnbrander H J. Water in Ncther lands[ M ] . The Haguc: TNO Committcc on Hydro lo gical Rcsearch. T he

Nether lands Organization fo r Applicd Scicntfic Rcsear ch. 1986

[ 13] 阿君. 要“首钢”,还是要首都 [ N ] ?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06-10( 5) .

476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11卷



When Will Fresh Water Use in China Reach the Climax?

JIA Shao-feng, ZHANG Shi-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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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country o f serious w ater shor tag e. Future w ater demand forecast is very

important for policies-and-decision-makers to design w ater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measures and to direct indur tr ial locat ion. How about the future t rends of w ater use in China?

All the previous studies show ed that the water use w ill continuc to increase until year 2030 or

even later to 2080 and the highestwater demand reach 700～900 billion cubic meters w hich is

150～350 billion cubic meters mor e than r ecent w ater use. If so, China w ill face mo re serious

w ater sho rtag e problem. T his paper put for ward a completely dif ferent opinion on the future

w ater use t rends of China. T he w ater use( meaning fr esh w ater w ithdraw here) w ill reach the

max iouum in 10 year s because of the follow ing 5 reasons. The first , the water use incr ease rate

in China does alr eady slow down( about 1% a year) . T he second, China w ill lif t w ater supply

pr ice w hich is much low er than cost at pr esent and the violent ly rising w ater supply price w ill

obst ruct the increase o f w ater use. The third, the indust rial st ructural upg rade especially the

stagnat ion and sliding down of heavy indust ries such as iron and steel indust ry w ill cut dow n

indust rial w ater demand. T he four th, St ric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 ion regulations and st ricter

execut ion of those regulat ions w ill oppress the f resh water demand. T he fif th, in South China

w e don′t have mor e arable land to be irrig ated w hile in North China w e don′t have mo re f resh

w ater resource to be w ihdraw n.

Key words : w ater use; w ater use climax ; China; w ater use fo 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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