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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面临水资源、水灾害、水环境和水生态等多重水问题，其实质是治理危机。解决中国水问题的核

心是治水模式的转型，并以此促进治水目标的实现。要突破水问题经常反弹的治水困境，必须充分吸取国内外河

湖治理的经验教训，以实现 “河长制”为契机，改变经验治理、分散治理和末端治理的现状，坚持 “政府主导、

一龙牵头、多龙协同、多规合一、一功多能、科技引领、系统治理、精准施策”的思路。在水问题治理进程中，

不仅要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还要认识人和人类精神活动自身。水科学必须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

机融合。关键是树立正确的治水理念，确立科学的治水模式，强化科技引领与支撑，推行区域水问题综合治理，

实现生态河湖建设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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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社会，传统水问题主要是洪涝与干旱，当今已是水资源、水灾害、水环境和水生态等方面并存的

综合性水问题
［１２］
。解决水问题已由单项的水量调控，发展为水量和水质统筹治理，由简易的工程措施发展

为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并举，传统的经验治理、分散治理和末端治理正在转变为科学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

理。水问题在转变，治水模式必须与之相适应。当前中国推行河长制，坚持问题导向，实行一河一策，重点

解决好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方案、组织体系、建章立制、责任落实、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等行政层面的突出问

题。如何突破水问题经常反弹的治水困境，必须从国内外水问题演变及其治理实践发展的进程中，分析原

因、探索规律性的治理经验，研究水问题治理体系及其关键要素，优化水治理模式，促进水问题治理实效、

高效、长效。

１　水问题历史演变

古老文明也是起源于人类与洪水的斗争，无论是传说中东方大禹治水还是西方诺亚方舟，都说明远古洪

患时代人们已经开始与洪水抗争
［３］
。１７８４年，随着世界第一台蒸汽机在英国诞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

化革命。发达国家生产规模、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极大地刺激了人们获取财富、谋求社会进步的欲

望。众多水利工程的兴建，大量工业和生活废水排入河流，对河湖形态、水文情势及水质等均产生显著影

响，河道断流、河床萎缩、湖泊干枯、尾闾消失、水质污染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直接导致了河湖生态环

境的空前危机。直至 ２０世纪中叶，世界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演变成全球性问题，江、河、湖、库
等水域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多年大力投入和治理，水环境有了基本改善，但水质仍

未全面恢复，且随着经济发展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涌现，经过长期综合整治与有效运维才得以持续发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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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本第一大湖琵琶湖，位于滋贺县中部，湖面面积达 ６７４ｋｍ２。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中期，琵琶湖水质优良，
透明度高达 １０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开发利用湖泊淡水资源，修建人工大堤、混凝土河床等围
湖开发行为使湖泊生态系统发生巨大变化，导致湖泊富营养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２０
世纪 ５０年代中期湖水透明度下降到 ６～７ｍ，产生水质污染。随后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口急剧增
加，１９７５年湖泊周围兴建工业企业达８２００多家，且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排污管道设施建设迟缓，湖泊水质
迅速恶化。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期湖水透明度下降至 ２～４ｍ，经常出现 “赤潮”、“水华”等富营养化现象，湖

体出现臭味。８０年代后期—９０年代，日本对作为水源地的琵琶湖以环境保护、水质提升为目标进行综合整
治开发，实施综合保护政策，长期有效控制水污染，水质大为改善，按中国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可以达到Ⅱ类优良水质［４］
。

在人类社会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水问题不断转型，影响因素由单一生活污水大量排放形成病原微生物污

染，发展为病原微生物污染、重金属、有毒化学品和营养元素超量共同作用的混合型问题；由局部或部分河

段问题发展成为区域性、流域性甚至全球性问题
［１］
。中国目前表现为面广量大的多重水问题。水灾害方面，

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干旱和城市洪水内涝加重，农村饮水水质尚需提升，中小河流防洪能力亟需增强
［５］
；

水资源方面，资源型缺水向工程型缺水、水质型缺水、管理型缺水等综合性缺水延伸；水环境方面，污染类

型由常规污染转为复合型污染，污染重点由工业转为生活、农业为主，污染核心区向西部、农村及流域上游

延伸；水生态方面，江河断流、湖泊萎缩、湿地减少、地面沉降、海水入侵、水生物种受到威胁，淡水生态

系统退化等。水灾害、水资源、水环境与水生态四大方面水问题相互作用、彼此叠加，形成多重水危机，其

中水污染的威胁尤为突出。水安全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传统的治水思路已不能适应水问题

及经济社会变化的需求，治水模式转型势在必行。

２　水问题治理进程

在原始社会阶段，人与水的关系是一种原始的依水而居的关系，即水多时人群撤离其低洼的居住地，洪

水过后再回到原地生存繁衍；水少时人群搬到有水源的地方繁衍生存，依水而居。这一时期，人类与水保持

着一种被动的顺应大自然的和谐状态，人类虽谈不上对水问题进行治理，但已学会将水的利害关系及人类对

水的认识用绘画和竹简记载下来，这无疑是个重大的进步。

进入农耕时代后，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人类开始了最初的治水活动。人们引河水灌溉农田，在

洪水淤积的土地上耕种，由于灌溉对提高农业产量的巨大作用，人们不满足于引水灌溉，渐渐学会了修建渠

道来输水灌溉。埃及早在公元前 ３４００年就沿尼罗河谷地引水灌溉土地，中国在夏朝就掌握了原始的水利灌
溉技术，到了西周已有蓄水、灌排、防洪等事业，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兴建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隋代兴

建了贯穿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工程。从历史的进程看，各国采用的工程措施在序列上一致，所不同的只是

持续时间上的差异。在最初阶段，水源一般比较充足，通常采取提水和输水等水利工程措施，以提高水资源

的可利用性；随着水资源开发程度的提高，水资源相对不足，逐渐过渡到水资源综合配置阶段，如建筑大

坝、修建水库、开凿人工运河、实施调水工程、改善灌溉设施等。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几乎所有的文明古国如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等，都依靠一些不成文而基

于习惯的法规对水资源进行管理
［６］
。在航运、娱乐、渔业等用水途径还没有产生时，水资源的主要用途是

人畜日常用水和少量的生产发展用水，如灌溉、城市供水等，这些用水都是免费的，但要受到严格的控制，

供水系统由使用者建造和维护，并通过选举管理者代表公众进行管理。事实上，在习惯法规阶段的规则和制

度中，已经隐隐可以看到现代水资源法律制度和管理的一些主要内容，如水权、水费制度的安排，水利工程

的管理模式等。至此，人们不仅以工程措施来治理水，同时在治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运用必要的非工程

措施。

在工业文明阶段的后期，随着人们对水利工程认识的不断提高，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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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特别是中亚地区缺乏统一规划的水利工程，掠夺式地引用水资源造成咸海干涸，给周边地区带来了巨大

的生态灾难。１９世纪大量生活污水排放入泰晤士河，河道水体严重黑臭缺氧，１８５８年伦敦发生 “大恶臭”

事件，英国政府开始治理河流污染。１８５８年至 １８９１年第一次治理阶段，通过修建拦截式地下排污系统把一
部分污水输移至入海口，修订巴扎尔基特规划，在两大蓄污池附近建造两家大型污水处理厂，对伦敦污染扩

散起到了抑制作用，泰晤士河的水质有所改善
［７］
。进入 ２０世纪，随着伦敦人口激增、污水管网排放大量污

水、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不足，雨水增加污染负荷、合成洗涤剂污染、电厂废水热污染等，使泰晤士河水质

快速恶化，到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末，泰晤士河水中的含氧量几乎等于 ０，鱼类几乎绝迹，美丽的泰晤士河变成
了一条 “死河”。１９５５年至 １９７５年，英国政府开始对泰晤士河进行第二次全面治理，把泰晤士河划分成 １０
个区域，合并了 ２００多个管水单位，建成一个新的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局；颁布法令严格控制各类污水排放并
严加监督；扩建污水输送与处理设施，形成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达标排放并严格监测；加强沿河区域产业

升级改造和大伦敦区的经济模式转换，缓解泰晤士河的污染压力。终于使泰晤士河由伦敦的一条排污明沟变

成目前世界上最洁净的城市水道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治国与治水始终紧密相关，中国社会治水的传统形成了中央政府主导防洪及水利各项事

务，相关各部门和地方官员各司其职的管理体制。水治理进程中，人们面临洪涝灾害或突发水污染事件，只

能被动应对，面对黑臭水体、水环境恶化等慢性问题，习惯于组织专项行动，运动式治理。事实表明，无论

是历史积累下来的治水模式还是现行的管理体制，都不能适应水问题的新变化，例如，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

保护彼此脱离、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条块分割、流域管理综合执行力缺失，行政区域系统治水理念欠缺等

等，表面上看是水资源环境危机，实质上是治理危机。

面对严重的水问题，中国正在实现以被动式水管理和运动式水管理为特征的传统水管理模式向主动性治

理和科学性治理的现代水问题治理模式转变。治水思路在改变，山水林田湖草生态整体治理与保护，实行

“河长制”、“湖长制”，并组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部等，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空间规划重叠等问

题，加强政府治理与监管。治水重点在改变，量质并举、注重水质，标本兼治、注重生态，城乡同治、注重

城市，建管并重、注重管理、加强治理。治水方式在改变，治理系统化、投资多元化、管理信息化。

分析水问题治理进程，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水问题不断变化，水治理模式随之转变，首先要树立科学的治

水理念，建立正确的治水模式。同时还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水是万物之基，与生命、社会、生产和生态紧密

联系。人类面对的世界包括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在内的世界。人类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仅要认识

自然、认识社会，还要认识人和人类活动自身。在水问题及其治理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水环境和水生态方

面与人的思想与行为强相关。要不断改善人类活动，营造社会环境，注重控源减源，提高合理开发利用与节

约保护水资源的思想认识并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改善经济结构，倡导循环经

济，着力发展绿色产业等。水问题及其治理不仅仅是工程技术问题，也是人文、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性

问题，水科学是关于水的知识体系，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有机融合，这是水问题及其治理模

式发展的重要启示。

３　水问题治理模式分析

纵观世界各国水问题都是从单一性向综合性转变，水问题治理随之由简易防控向综合管理和系统治理发

展。仅从日本琵琶湖和英国泰晤士河水污染造成的水环境与水生态问题的治理都历经 “污染—治理—又污

染—又治理”并逐步恢复水体质量和生态环境的漫长过程，经过了近 ８０年至 １００多年时间。这两个案例说
明，水问题的转变与社会经济发展、水文气象、自然地理、土地利用、治理成效等密切相关，具有阶段性、

流域性、区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水问题治理与思想理念、社会经济、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技术方法和经

费投资等紧密相关，治理思路与实践正确可以取得实效、高效和长效，真正解决水问题的时间可缩短、投入

可减少；反之则事倍功半，不断反弹，陷入困境。

地质制版　＼ＤＺ１５＼Ｄ＼书版＼２０１８水科学进展 ０５＼　５校样：陆姣　时间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６１０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９卷　

中国水问题错综复杂，治理则更为艰巨，但不会允许我们长时间走弯路而陷入水问题不断反弹的治水困

境。解决中国水问题的核心是治水模式的转型，以治水模式的转型促进治水目标的实现。现代科学范畴的治

理，无论是 “国家治理”或 “公司治理”等都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研究，归纳总结规律性的治理经验，建立

相适应的治理模式来进行。治理模式是在治理理念指导下建构起来，由治理方法、治理目标、治理制度、治

理技术、治理程序组成的治理行为体系结构。因此，必须充分认识水问题及其治理的本质特性，分析研究治

水理论与实践，总结归纳科学方法与核心方案，形成解决水问题指导模式。

回顾水问题及其治理发展进程使我们认识到，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法规制度、治理技术、治理投资等

是水问题治理的关键因素，分述如下：

（１）治理理念是基于对水问题及其治理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刻性认知的系统谋划与科学预见，是治水
效率高低和效果好坏的决定性因素。其内涵主要有两点：① 水是公共物品，政府既不能缺位，更不能手软，
水治理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政府必须起主导作用，充分认识水问题的复杂性，把水问题治理与区域内社会经

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紧密结合并共同谋划；② 充分认识水问题的长期
性与阶段性，以区域（或流域）为整体，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并举，统筹制定治理规划，分阶段实施；充分认

识水问题治理的艰巨性，抓住重点，以治本为主，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精准施策。

（２）治理体制是水问题治理的组织形式与行为主体。泰晤士河的治理成功，关键之一是开展了大胆的
体制改革和科学管理，被欧洲称为 “水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革命”，对河段实施了统一规划与管理，泰晤

士河水务局负责流域从供水、排水、污水处理、污染控制、渔业、航行、农业用水、防洪直至环境美化等一

系列工作，在法规健全、机制完善、执法严明、契约严谨的环境基础之上，坚实推进各项治理行动；中国实

行 “河长制”、“湖长制”，是适合中国国情和水情的战略举措。

（３）法规制度是水问题治理的基础。综合对比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涉水法规的颁布时间及发展历程，发
现中国水法规建设时间较为滞后，中国直到 １９８８年第一部 《水法》的颁布实施，水资源管理才真正步入法

制化轨道，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以防治水污染方面的法律为例，中国 《水污染防治法》颁布年份

为 １９８４年，而美国于 １９４８年就颁布了 《联邦水污染防治法》，英国 １９５１年颁布 《河流防止污染法》，澳大

利亚 １９２９年颁布 《污水处理法》，均早于中国近 ４０年以上。主因是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工业用水量激
增，引发了一系列水问题，相应出台了许多水法规政策解决需水用水排水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

［８］
，１９４９

年以前，中国颁布的水法规数量远少于发达国家；１９７９年以来，水法规数量超过了发达国家同期颁布的数
量，在总数上渐有赶上发达国家的趋势（图 １、图 ２）。

图 １　中外涉水法规总数对比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ａｗｓ

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图 ２　中外水环境方面法规总数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ｏ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４）治理科学技术是直接影响水问题治理效率和效果的直接因素。在泰晤士河的治理中，坚持依靠科
学技术，制定全面系统的水污染防治规划。伦敦市政府运用系统工程学的理论与方法制定出科学的水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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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并对各种治理方案作出评价，筛选最优设计与控制方案，使治理工作花费较少的投资和时间，取得良好

的治理效果。尤其是泰晤士河的第二次治理，都在有关科学研究的指导下进行，泰晤士河水务局约有２０％的
工作人员从事研究工作，随时研究和处置各种应急问题，如选择治理技术、确定水环境容量、分配排放量、

制定科学合理、符合生态原理的治理目标等等。

（５）治理投资是水问题治理的基本保障。国内外经验表明：① 必须建立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

参与”的多元化筹资机制；② 建立 “谁污染、谁治理、谁付费”的责任机制；③ 建立 “治污兴业”、 “护

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的良性循环机制。

４　区域水问题综合治理

中国面对复杂而严重的水问题，正在系统推进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法规制度、治理科技、治理投资等

方面的全面改革与创新，这是符合国情、水情的重大举措。首先是改变长期存在的水利、住建、环保、农

业、国土资源和科技等部门 “多龙治水、一水多治” “运动式治理、分散式治理”的行政制约，全面推行

“河长制”、“湖长制”和政府机构改革，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完善水治

理体系、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河长制、湖长制理顺了河湖管理保护体制机制等行政层面的突出问

题。浙江省首先提出 “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系统治水方案；《江苏省生态河湖行动

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提出了从水安全保障、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文
化建设、水工程管护、水制度创新 ８个方面开展河湖生态化建设的系统治理思路。这些理念与思路是中国治
水理念提升和治理体制完善的重要基础，必须以科学技术为支撑，在流域治理规划基础上实行区域水问题综

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新时期的治水目标。

近年来，各地贯彻落实水问题治理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但是，由于没有全面遵循区域水问题综合治理模

式，虽然开展了大量河道清淤、水体保洁、河岸整治、岸坡植被、生活垃圾处置、黑臭水体治理、畜禽养殖

控污等方面工作，解决了一部分表象明显的突出问题，呈现河面整洁、岸绿景美的新气象。然而河湖水质仍

难以明显改善，河湖自然生态系统尚未能形成。治理思路与方案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 缺乏深入的
科学研究，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治理方案，行政决策多于或替代科学论证，凭经验治理，不能精准施策，工

程规模大、投资多、效果差；② 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措施不力，不能有效控制农药、化肥施用，不注重控制
城市面源、农村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及其初期雨水污染；③ 污染源头和输移过程治理与生态治理不同
步，只关注生态措施的应用，而对污染源头、排污管网和排污口等未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污染源及其输移

治理与生态治理不同步，治标而不治本；④ 片面强调陆域景观设计，过度注重 “岸绿”、“景美”等景观营

造，将水环境和生态治理的资金大部分用于河岸景观的建设，而忽视水下生态的构建，忽视河岸、水边和水

生植物二次污染的防治，偏离了河道生态治理的根本目标；⑤ 只注重花少量经费按既定模式完成 “一河一

策”方案编制，不重视安排适当经费开展科学研究，缺乏系统科学的规划技术方案，主要措施和大量经费

用在 “末端治理”、“应急治理”和 “表相治理”层面。已经出现投资巨大、工程颇多、但黑臭水体不断反

弹、江河湖库水质改善不明显等现象。

国内外河湖水问题治理经验教训表明
［９１１］
，在工业污染等显性污染有效控制以后，影响河湖水质及其生

态最直接的原因是来自农业面源污染以及污水处理设施和雨水排泄带来的污染物质。特别是在中国东部水网

地区，由于水系密布、水动力微弱、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面广量大、乡村污水处理率低、初期雨水直排等问

题并存，水环境整治和水生态修复任务艰巨，反弹风险高。在加强点源污染防控基础上，必须重点分析区域

内雨污管网运行、农田面源污染、农村生活污染、畜禽养殖污染、水产养殖污染、乡镇污水处理、初期雨水

拦截等，并实现严格的动态监测监管。对于区域内不能自然修复的污染源，具体研究其污染负荷分布、输移

汇水特征等，采取工程和非工程措施进行科学治理和精准施策，提升治水成效、防止反弹。

综上所述，中国当前水问题治理必须坚持 “政府主导、一龙牵头、多龙协同、多规合一、一功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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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引领、系统治理、精准施策”的思路；统筹考虑区域 “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和水功能（含

水经济、水产业、水文化、水旅游和水景观等）”；以 “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水质净化、生态修复、清水

补给、活水循环”为技术路线；融入科学的新理念、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谋划顶层设计，

编制切实可行、经济合理的系统性技术方案；科学制定 “工程项目化、项目节点化、节点责任化、责任具

体化”分阶段实施的具体举措；建立多元化筹资及其责任机制；确保水治理实效、高效和长效。以上是区

域水问题综合治理的基本构建。区域水问题综合治理是新时期水问题治理模式发展的正确选择，是水科学发

展的具体要求。

５　结　　语

丰富的治水实践不断推动水科学发展，水科学发展的标志不仅仅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

单项学科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各相关学科的系统融合并反馈实践，指导实践。治水模式正是治水科学理论与

丰富实践中的重要介质。在治水实践中，必须充分吸取中外的经验教训，不断厘清治理思路，完善治理体

制，强化法规制度，创新治理技术，统筹治理投资等，关键是树立正确的治水理念，确立科学的治水模式，

强化科技引领与支撑，推行区域水问题综合治理，实现生态河湖建设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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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ＧＲＡＶＥＲＳＧＡＡＤＭ，ＨＥＤＥＬＩＮＢ，ＳＭＩＴＨＬ，ｅｔａｌ．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ｅｖｅｎ

ｃａｓ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ｕｓｅ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８，１０（５）：１６３４．

［１０］ＢＡＩＺＨ，ＭＡＬ，ＪＩＮＳＱ，ｅ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ｎｄ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ｆｌｏｗ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ｍａｎｕ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ｉ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５０（２４）：１３４０９１３４１８．

［１１］ＣＨＥＮＸ，ＭＡＬ，ＭＡＷ，ｅｔａｌ．Ｗｈａｔｈａｓｃａｕｓｅｄ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ｔｏｓｋｙｒｏｃｋｅ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Ｃｙｃｌｉｎｇｉｎ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

ｔｅｍｓ，２０１８，１１０（２）：２４１２５５．

地质制版　＼ＤＺ１５＼Ｄ＼书版＼２０１８水科学进展 ０５＼　５校样：陆姣　时间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第 ５期 孙金华，等：水问题及其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启示 ６１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ＵＮＪｉｎｈｕａ１，ＷＡＮＧＳｉｒｕ１，２，ＺＨＵＱｉａｎｄｅ１，ＬＩＭｉｎｇ３，ＣＨＥＮＪｉｎｇ４

（１．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２．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Ｈｙｄ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ＭＷＲ，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５３，Ｃｈｉｎａ；

４．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Ｒｅａｃｈ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１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ｈａｖｅ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ｉｓ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ｗａｔｅｒ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ａ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ｗａ
ｔ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ｏａｌｓ．Ｉｎｏｒ
ｄｅｒｔｏ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ｉｌｅｍｍａ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ｅｎｒｅｂｏｕｎｄ，ｗｅｍｕｓｔｆｕｌｌｙｌｅａｒｎ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
ｒｉｖｅｒｓａｎｄｌａｋ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ｖ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ａ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ｄ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ｌ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ｉｓｈａｓ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ｏｎｅｐａｒｔｙ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ｒｕｌｅｓ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ｅ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ｕｓｔｂ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ａｌ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ｌａｋ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ｂｅｔｒｕｌ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ｒｏｕｎｄｌ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ｅ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ａｔ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ｉｖ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ｉ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５１６０９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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