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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水法》明确规定：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应该与当地水资源条件和防洪
要求相适应,并进行科学论证。”要使区域经济结构与水资源条件相匹配、产业布局与水资源条件相适
应、地区生态环境和水资源得以可持续利用,对重大规划需水进行合理性论证分析则尤为重要。本文以
RQ工业园为例,采用不同方法进行规划需水预测,经合理性分析后,浅析各方法优缺点、适宜范围等,以
期为以后的规划需水分析提供适当参考。
[关键词] 规划需水量；合理性；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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