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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资源,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我国有着人多水少的资源现
状,人均水资源的不足和生产力布局的不匹配都说明了水资源需要得到好的保护和展开科学合理的开
发利用。因此本文就以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有关问题为关键点展开相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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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is an indispensable resource in people's life and a basic condit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 has the status quo of more people and less water, and the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per capita and the
mismatch of productivity layout indicate that water resources need to be well protected and developed in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way.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regional assess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s the key point to start the relevant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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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有序,让各项工作流程更为简便,让整个工作开展更为科学高

当前我国为了有效地解决水资源配置和发展需求不相符的

效。在得到评估报告的批复后,区域内的单个建设项目水资源论

矛盾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明确了治水思路,提出了治水方针。

[1]
证就可以展开相应的替换 。

在贯彻落实治水思路时,相关单位需要对水资源的管理制度和

2 评估的主要内容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相关的改革要求进行落实,按照水利部门给出的工作意见展开

2.1评估的内容

水资源的论证工作,对工作中的区域评估进行推进,对建设项目

依照区域的评估目的,评估的内容可以被分为这几方面：第

进行严格管理,有效地展开对区域水资源的科学开发利用,让合

一、区域经济发展或建设规划符合性分析,即需要对相关水源工

理的用水需求得到满足,对不合理的用水需求进行制止,从而更

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是否符合该地区建设规划要求进行

好地加强对该区域水资源合理应用的同时,也能使水资源的承

评估。第二、区域水资源条件评估。这项评估工作就是对该区

载力可以与其经济发展相协调,让该区域的经济得到好的发展,

域所拥有的水资源的具体情况以及各项条件进行评估。第三、

让地区生态保护、水源保护等得到好的落实,从而促进两者的共

区域需水规模预测和分析。对该区域所需要的水量多少、所具

同进步。

有的规模进行预测和分析。第四、节水评价。对于该区域现阶

1 评估的目的

段的节水情况进行评价,对其所具有的效果和潜力进行分析。第

展开水资源区域评估的目的是在具体情况和配置条件查清

五、水源配置方案优选。对相关水源配置的多个方案进行评估,

的基础上,以生态流量保障为目标,以江河水量分配、地下水去

分析选择最优方案。第六、取水水源条件评估。对该区域水源

用量、水位管控、区域用水总量、效率控制等为指标,结合这一

的可用水情况和水量可靠性以及稳定性进行评估。第七、退水

区域今后的对水量的需求和每一阶段的需求,对水源配置和取

方案与污水处理回用方案评估。对不需要的水进行回退和污水

用水量以及污水处理回用等展开评估工作,进而更好地对该区

处理二次使用的相关方案进行评估。第八、水资源保护和管理

域有关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方案进行完善设计,对其相关

要求的分析评估。对保护方案和对水源管理的要求进行细致地

的用水量控制等工作目标进行好的制定,提出更为明确的工作

分析评估。第九、对区域内建设项目所受到的制约进行分析。

要求,让相关工作得到好的开展,让项目建设和工作开展可以更

[2]
对影响相关项目建设的各项原因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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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的开展中心是根据三条红线和水资源

3 区域评估、支撑条件评估和规划水资源论证的
区别

条件来进行开展的,需要能让水源条件与所进行的需要用水规

第一、介入时间的不同。水资源的论证区域评估是可以在

划一致,让水源的开发利用与水源的保护共行,让其得到更好地

任何时间进行开展和介入的,而水资源的支撑条件评估则是需

利用的同时,不对生态环境带来影响,使区域的生态环境可以以

要有固定的时间,即在对其进行规划后再进行介入,因此两者在

更优的发展态势进行发展。在一系列的工作中最为重要的工作

介入时间上就出现了区别。第二、涉及的范围不一样。前者在

是这三个方面,即水源配置、污水处理和回用、需水规划合理性

进行评估时评估的范围多是以园区或者行政区为单位,一个园

论证,因此在评估工作中需要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考虑,让

区或者几个园区进行相关的工作开展,规划水资源论证范围一

其可以更为协调良好。

般来说是规划范围,而水资源支撑条件评估范围则更多为规划

2.2需要注意的问题

2.3坚持优水优用,优化水源配置

的实施区域,有时也包括未实施的规划范围,这一范围相较于前

在水源配置过程中,首先展现优水优用的效果,需根据水的

者的水资源论证区域要更大。第三、目的的差别。水资源的论

质量分别进行供水,让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可以得到区分,从

证区域评估主要是为了能对该区域的未来发展或者相关的建设

而对其之间的关系得到好的处理,以便更好地对水资源进行利

进行水资源具体条件情况的支撑,经过批复后可以省掉区域内

用,让其的利用效率和效果都能更为良好。其次需对水源进行好

建设项目的水资源论证。只需要根据相关的批复文件进行项目

的配置,对可供水量的可靠性进行有效地分析,更好地让区域供

的登记备案即可,规划水资源的论证更多是为了规划而开展的,

水的安全可靠进行评估,对水的质量进行评价,为后续的水供应

因此它的服务对象更多是规划所需,可从多个方面进行水资源

等工作提供好的条件。最后展开水源配置方案和所在区域水资

的各项情况的确定,如从产业布局、规模等,可为规划更好地做

源配置方案间的协调,注意这两个方案间的影响和可行性,要让

以支撑,让后续的规划工作更为优化和合理。在支撑条件评估中,

[3]

其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以便在今后可以更好地进行开展 。

该评估更多为对已有的规划或者以实施的规划进行分析,判断

2.4坚持节水优先,合理确定需水规模

其是否与水资源保护等需求一致,因此该项评估工作更多是从

在展开评估工作中需将节水作为水资源开发利用作为评估

已有的水资源配置方案、现今区域水资源条件等方面出发进行

工作的开展前提,要对节水评价进行强化,达成节水控水的良好

评估,最终根据评估的结果给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

水源利用目标,在农业、工业、城镇用水方面有效地对节水进行

方案。

落实,促进水的二次利用。依照评估区域的水源情况和区域发展

4 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的工作开展

情况构建水源利用等工作的相关要求和制度,要通过水资源更

第一、工作范围。已通过的水资源论证审批,建成或者运行

好地促进城镇的发展、产业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升等,以最为

的建设项目。第二、主要内容。取水单位对水资源论证报告和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对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优化,在设置有

相关审批文件的落实情况,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等相关工作的影

利于发展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同时,充分的对该区域的水资源

响。对报告中给出的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分析,评估是否合理,

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进行考虑,对需要用水的规模等进行明确,让

如取用水量、取水影响等。对建设项目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分

经济发展和水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形成正比,进而更好地将水

析,对报告中给出的相关工作设置要求进行评估,如退水口的设

资源的开发利用控制在可承载的范围内。

置、退水水质等,评估其是否合理,是否存在较大的差别等。第

2.5坚持保护优先,科学评估退水方案

三、程序。评估工作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论证报告制定的相

对区域内所有的和规划的污水处理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对

关单位对水资源论证工作的落实情况展开自查,之后提交相

相关污水设备可以处理的污水量和技术等进行评估和分析,对

关的自查报告。其次是上级的主管单位通过第三方在相关单

回退水等匹配性进行详细分析评估,展开有效地再生水利用,要

位的自查基础上进行查验,根据相关的报告进行现场的验证,

对再生水的利用条件和方向进行重点关注,让其可以和水源配

之后进行评估。最后,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在根据相关单位的自

置以及相关的需水规模更好地进行适配,让他们可以更为协调

查评估和第三方给出的评估报告进行专家的工作报告评审,

地进行开展。在满足水功能区限制纳垢总量控制要求的基础上

给出最终的意见。

展开对最终排水量的确定,对水质和排放方向的明确,从而更好

5 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工作的建议

地落实对水资源保护的生态保护的相关要求。

5.1需要对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工作的重要性进行重视

2.6坚持实事求是,明确评估区域内的负面清单
对评估区域的水资源条件以及相关的开发问题等进行分析,

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很好地提
升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效果,可以有效促进相关建设项目更好地

从水资源的配置、用水的指标等多个方面展开详细地分析和问

进行开展,可以为论证报告书的编制和水利部门的管理提供好

题解决,实事求是的给出评估范围内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为后续

的助力。具体来说,首先评估工作可以让项目建设单位的责任心

的评估区域的建设项目开展提供更多的依据,以便让今后的相

提升,实际在展开评估工作时就相当建立了一个监督环节,可以

关工作可以得到更好地开展。

展开对水资源论证中各项工作的监督,让各项工作更为规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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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进行开展,让“重论证、轻落实”的思想被有效制止,而后

一些用水量大的项目进行水平衡测试重要性的重点报告说明,

通过评估工作对项目的整体工作的分析表评估,可以让项目建

让其成为强制性的实施内容,相关单位也需定期的进行水平衡

设单位更好地加强对整体工作的管理,让其的责任心增强,让他

[5]
测试的监督,将这一工作作为其他项目建设许可的批复条件 。

们更好地对相关工作进行落实,并对落实的效果进行重点关注。

最后,一些报告书对于用水量的预测不准确,对相关的具体数据

此外,评估的开展也能对相关的方案和措施等制定或者调整提

分析的不足,造成后续取水量设置时中出现不符合的设置问题。

供更多的条件,让方案和措施更为完善和高效。其次,评估工作

对于报告书中多次出现问题的情况要进行通报,让其进行定期

可以提高水资源论证报告的编制水平。评估工作以论证的相关

整改。

报告书进行开展,因此这样可以有力反推报告书更好地进行规

5.3将评估中提出的相关措施和建议纳入管理

范化、高质量的编制,使得其编制水平得到提高。通过评估可以

主管部门需对建设项目中的各方面设施进行验收,在验收

对实际运行和论证用水方案等进行对比,可以有效地对报告中

合格后再进行许可证的颁发,将一些重要的工作要求强制化的

存在的问题进行发现,可以更好地对论证的合理性、可操作性等

进行展开,例如将水平衡测试工作作为取水批复条件、相关单位

进行判断,以便让水资源的利用开发等更为良好,让其保护更有

需提交详细的工作记录和相关凭证等。

效果。最后,评估工作可以更为有利于管理科学性的提升。评估

6 结束语

工作的开展可以让相关单位更好地展开对论证工作的管理,可

总而言之,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其工

以减少论证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降低水资源论证项目对

作中要展开更为细致的评估工作,通过评估更好地促进相关建

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随着社会对环境、健康的重视度的提

设项目得到良好的开展,让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开发等的效果

高,相关项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展开评

提升,让水资源得到好的发展的同时,也能让其促进经济的不断

估工作可以对所实施的取水项目等进行更好地优化,可以促进

发展,形成好的发展局面。

相关人员展开更为良好且负面影响小的取水项目,以最优的方
案来进行相关工作的开展,让相关建设单位将自身的建设要求
提高,以高质量的建设和工作来展开对水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也
更好地对相关工作做以监督,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给出预见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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