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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北方水资源的紧缺状况日益严重。德州市自上世纪 70 年代引用黄河水以来，
在

实际利用中存在着众多问题，
影响着德州市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因此，
对德州市黄河水资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
提出促进黄河水资源合理配置及节约和利用、
保护的措施，
以期能够为促进德州市黄河水资源的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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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位于山东省西北部袁黄河下游北侧袁黄河为该
市主要客水袁年平均降水量为 547.5mm袁降水量的时间分

溉面积达 5670km2袁 平均有效灌溉面积 4260km2 左右袁占
全市总耕地面积的 70%遥

配以 7 月最多袁平均降水量 190mm袁1 月最少仅 3.5mm遥 按

据统计袁 统一调度以来袁 山东黄河年均入境水量 236

季节分袁春季占有 12.8%袁夏季高达 67.7%袁秋季占 16.9%袁

亿 m3袁 年均引黄 57 亿 m3遥 自上世纪 70 年来引黄供水以

冬季只占 2.6%袁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特征遥

来袁截止到 2015 年底袁德州市累计引用黄河水 677 亿 m3袁
为德州市的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遥 2008

德州市人口 570 万袁土地面积 10356km2袁其中耕地面

年袁德州黄河引黄供水工作更是被德州市评为改革开放 30

积 6133km 袁德州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211m 袁占全省人均

年 10 件大事之首遥 2009 年袁德州历史上首次实现野吨粮冶袁

占有量的 60%袁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遥

成为我省第一个整建制实现亩产过吨粮的地级市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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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9 年实施统一调度管理以前袁 由于黄河水资源
管理无序袁黄河下游断流频繁遥 从 1972 年开始至 1999 年

2.1 用水结构不合理袁非农业用水占比过小

的 28 年间袁就有 22 年断流袁严重制约了黄河下游及相关

黄河水的利用随着黄河流域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加袁

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遥

从而造成黄河下游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遥 根据山东省

1998 年 12 月袁经国务院批准袁原国家计委尧水利部联

水资源公报袁2010-2015 年袁 全省年均用水总量为 218.92

合颁布实施了叶黄河可供水量年度分配及干流水量调度方

亿 m3袁年均引黄供水量为 61.30 亿 m3袁约占全省用水总量

案曳及叶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办法曳袁决定自 1999 年起袁对黄

的 28%遥 具体到德州市袁2015 年全市总供水量为 12.44 亿

河水资源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调度袁山东省也对引黄指标

m3袁同年的引黄供水量为 11.16 亿 m3袁黄河水资源占全市

进行了月度分配遥

总供水量的 89.71%遥

为落实区域总量控制目标袁2010 年 2 月袁 经省政府同

根据德州市统计局有关数据袁1999-2015 年袁德州市的

意袁山东省水利厅尧山东黄河河务局联合印发叶山东境内黄

农业用水尧工业与建筑用水尧其他产业用水的比例分别为

河及所属支流水量分配暨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细化方

83%尧11%尧6%遥 农业用水虽然占据了 83%的比例袁但农业

案曳袁将 70 亿 m3 黄河水量指标细化分解到了 14 个市遥

产值在总产值的比例仅为 15%遥

虽然德州市年引水指标为 9.77 亿 m3袁 位列山东省首

2.2 引黄渠首工程老化袁科技含量较低

位袁 但根据山东省水资源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袁2015 年德

德州境内引黄渠首工程普遍老化袁现有潘庄尧韩刘尧豆

州市地表水渊含跨流域调水 11.16 亿 m3冤与地下水的水资

腐窝尧李家岸 4 座引黄闸袁分别建于 1972 年尧1986 年尧1990

源总量为 12.44 亿 m3袁 同年的用水量高达 19.16 亿 m3袁缺

年尧1986 年遥 主要表现在洞身铁件锈蚀严重袁洞节止水橡皮

口高达 6.72 亿 m3袁据有关预测袁到 2020 年德州市的年需

部分损坏等遥

水总量将达到 25 亿 m 袁缺水情况日趋严重遥
3

其中袁潘庄引黄闸已被鉴定为Ⅳ 类闸袁洞身裂缝 129

为有效缓解用水压力袁 德州市强力推进大水网建设袁

条袁严重威胁着防洪安全袁另外 3 座引黄闸也均已运行 20

积极实施野千百十冶平原水库建设袁黄河水资源的利用范围

年以上袁均被鉴定为三类闸袁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遥 尤

得以进一步扩大遥 境内的 4 座引黄涵闸总设计引水能力为

其 自 2002 年 调 水 调 沙 以 来 袁 德 州 段 主 河 槽 累 计 下 降

230 m3/s袁建成并投入使用了丁东尧丁庄尧宁津尧严务等 12 座

4-6m袁直接导致枯水期小型涵闸引水困难袁也造成闸后引

平原水库袁设计总库容 21760 万 m 袁用于储蓄黄河水和雨

黄干渠泥沙的严重淤积遥 此外袁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袁高

水遥 目前袁基本形成了潘庄尧李家岸 2 个大型引黄灌区和韩

端技术含量应用技术和检测手段在涵闸上的推广使用率

刘尧豆腐窝 2 个小型引黄灌区袁4 个引黄灌区的设计引黄灌

较低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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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引黄灌溉时间相对集中袁缺乏科学的精细化管理

源论证管理办法曳渊第 15 号部长令冤要求袁直接从江河尧湖

目前袁黄河下游山东段引黄供水灌溉主要集中在小麦生长

泊或地下取水并需申请取水许可证的新建尧改建尧扩建建

期袁即 2要6 月份袁而此时的黄河来水量远远不能满足春灌

设项目袁在申办取水许可申请尧向项目主管部门申报可行

用水遥

性报告以前袁由建设项目业主单位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

以德州市为例袁 近年来的年均引水量在 15 亿 m 左

证袁 并向流域管理机构或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审查遥

右袁而每年的 2-6 月份引水一般就达 12 亿 m 左右袁占全

凡新建尧改建尧扩建建设项目需要取水的袁必须进行建设项

年用水的 80%左右遥 由于季节原因袁期间黄河属于枯水期袁

目水资源论证曰 对未进行水资源论证的涉水建设项目袁不

且全市各地用水时间尧水量都比较集中袁春灌期间供需矛

批准取水袁不办理取水许可证遥 对取水许可有效期满申请

盾更加突出遥

延续的取水法人尧取水标的等发生变化的袁在用水总量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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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水紧张或用水高峰时袁有时上游县利用其管理
的节制闸抬高总干渠水位袁大流量引水袁田间大水漫灌袁而
下游县渊市尧区)却无水可用袁有时只能超采地下水袁致使地

制指标内袁重新核发取水许可证遥
在严格落实取水许可的基础上袁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
建设遥

下水漏斗区不断扩大袁上下游用水矛盾十分突出遥 虽然袁德

首先袁着力强化农业节水袁加快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及

州市实施了平原水库建设袁 但由于平原水库占用土地多袁

现代水利建设的创建袁加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袁积极

建设投资大袁故蓄水成本高袁目前袁德州市现有的平原水库

推广喷灌尧滴灌尧集雨补灌尧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节水灌

蓄水主要是为了保证居民生活用水和重点企业生产用水袁

溉技术袁 创新农田水利和节水灌溉工程投入和建管机制袁

无力提供大量的农业灌溉用水袁黄河水的丰蓄枯用的调配

健全完善基层水利服务体系袁鼓励和引导农民尧农民用水

性较差遥

合作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和
管理的主体遥

德州市 4 个引黄灌区均为全国粮食基地县区袁随着种

其次袁深入开展工业节水袁鼓励工业园区集约利用水

植结构的调整和灌区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袁有效灌溉面积

资源袁实行统一供水尧废水集中处理和水资源梯级优化利

不断增加袁用水量随之增加袁用水时空也发生了变化遥 根据

用袁实现不同行业间的循环用水和一水多用遥 加大工业节

德州市当前工农业生产情况和德州市中长期水利规划袁预

水技术改造袁采用高效尧安全尧可靠的水处理技术工艺袁大

估将来一个时段内袁德州市年均需要客水资源 18 亿 m 左

力提高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袁降低单位产品取水量遥

3

右袁可基本满足德州市工农业生产需求遥

此外袁政府应当加强供水管网和输水线路的更新改造

按照黄河水量分配方案袁 当山东总分配水量为 70 亿

和维护管理袁大力推广节水设备使用袁广泛开展节水宣传袁

m3 时袁分配给德州市年引水量为 9.77 亿 m3遥 若按以上指标

对在节水建设中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适当的政策

引水袁当前德州市年缺水大约在 8 亿 m 左右袁用水形势十

支持或物质奖励袁不断提高全民的节约意识遥

3

分严峻遥 为此袁应结合实际采取以下对策措施院
3.1 实行严格的用水总量控制和用水定额管理制度

3.3 实行灌区统一管理袁 运用水权市场机制优化配置
水资源

虽然山东省自 1998 年起袁 公布了境内黄河及所属支流水

根据对大型引黄灌区实行统一管理袁灌区水量统一调

量分配暨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细化方案袁对黄河水的取

度和分配袁改变野多龙管水冶的不利局面袁在保障居民生活

用做了明确的规定袁但具体到德州市袁尚未完全建立科学

用水和重点企业生产用水的前提下袁对高耗水尧低效益的

合理的黄河水资源分配方案袁因此袁在深入调研和分析论

企业用水予以限量供水袁超量部分实行加价收费遥 采取多

证的基础上袁建立黄河水资源用水论证评审专家库袁成立

渠道的投资方式和融资手段袁 加大灌区配套设施建设袁改

了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监督小组袁科学制定黄河水资源用

善农业用水条件袁提高农业用水灌溉效率遥 通过区分不同

水总量与各行业分类用水定额袁编制切实可行的实施规划

农业种养结构尧供水来源袁实行分类水价袁按照野多用水多

和落实强有力的政策措施袁将黄河水资源论证列入县市区

付费冶的原则袁推行超定额累进加价曰研究建立农业用水精

科学发展综合考核体系袁着力提高黄河水资源综合利用水

准补贴与节水奖励机制曰 积极鼓励组建农村基层用水组

平遥

织袁明晰小农水产权主体曰鼓励用水户节约用水袁允许农业
进一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袁健全用水定额管理和

水权流转袁节余水量可以转让交易遥

节约用水考评制度袁建立计划用水和阶梯水价激励与惩处

充分利用经济杠杆调控水资源的管理和利用袁探索建

机制袁对黄河水资源的配置尧保护及使用方面依据科学合

立水权有偿使用制度袁 运用水权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水资

理的原则袁着力提高用水效率袁充分发挥黄河水资源的综

源遥 一是重点抓好骨干水源工程和水资源调配工程建设袁

合效益遥

提高供水保障能力和应急供水能力袁为城乡居民生产生活

3.2 严格落实取水许可制度袁提高节水设施建设

和生态环境用水安全提供可靠的水资源保障遥 二是优先保

2002 年水利部尧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叶建设项目水资

证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尧农田灌溉用水的合理需求袁科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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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可供水资源量满足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合理用水要

随着中共中央尧国务院正式印发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求袁尽量兼顾生态环境用水的正常需要遥 三是分析各地区

纲要曳袁德州市成为山东省唯一纳入规划的城市袁正式确立

各部门的供水量和需水量平衡状况或主要矛盾袁结合各取

了野一区四基地冶的战略地位遥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袁

用水户年实际取用水数量袁明确其基本水权遥 通过水权转

德州及周边的天津尧 河北等区县为有效承接产业转移区袁

让取得用水权袁缴纳水权转让费袁按政策法规规定和实际

不同程度的加快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遥 随之而来的是袁在

取用水量缴纳水资源费袁促进灌区可持续发展遥

2014-2015 年袁 仅河北沧州市一地就累计引用黄河水 3.6

3.4 加大渠首工程投资力度袁及时开展渠道清淤

亿 m3袁因此袁在当前乃至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袁德州市及其周

加大对引黄渠首工程的投入袁按照国家规范及时对引

边的联系日趋密切袁其相应的用水量也必将面临着一个快

黄水闸进行全面的专业安全鉴定和洞身清淤检查袁对发现

速发展的井喷时期遥 所以袁统筹考虑德州市及其周边可供

的安全问题采取措施及时处理袁尽快对已鉴定为三尧四类

水范围的引黄水资源的统一调配使用袁应及时纳入区域水

闸的引黄水闸有计划地进行改建袁确保黄河汛期和水闸供

资源优化配置的统一管理之中遥

水的安全遥
由于黄河连续实施调水调沙袁 主河槽被冲刷下切袁大

黄河水作为德州市的主要客水资源袁 为地方经济社会

河同等流量下闸前水位下降近 2m袁 加之渠道淤积导致渠

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水源保障袁改善了生态文明环境袁促进

道水位抬高袁 故造成引黄涵闸上下游水位差减小袁 从而引

了德州市的经济的科学发展遥 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尧实现

起水闸引水能力下降遥

水资源的优化管理袁 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保障遥

在保证黄河主河槽泄水能力的情况下袁加大渠道清淤
力度袁降低渠道水位袁以提高涵闸引水能力遥 自黄河实施调

水资源优化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袁有很多问题值得
深入尧细致地探讨和研究遥

水调沙和小浪底水库的综合运用以来袁山东引黄含沙量降

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今天袁必须注重水资源优化管理

低袁引黄泥沙也有所减少袁但灌区泥沙清淤处理仍不可忽

研究袁特别是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研究袁协调好资源尧社会尧

视遥 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清淤机械研究袁加大泥沙应用研

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动态关系袁确保实现社会尧经济尧环境和

究力度袁在远距离输沙弃土研究的基础上袁改良低洼盐碱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遥 今后袁随着德州市的不断发展袁管理规

地袁尽量降低清淤弃土成本遥

划也应当随之细化袁最终为全市构建起覆盖范围广尧安全

3.5 加大水行政综合执法力度袁丰富引水监管手段

保性高的水资源优化管理系统遥

切实加强涉水事务管理能力建设和水务综合执法队
伍建设袁做到有法必依尧执法必严尧违法必究遥 同时袁既要加
强涉水建设项目的行政许可尧设计论证方案的报批与实施
监督袁又要严格按照水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收缴各类
规费袁还要从严查处破坏水资源尧水工程尧水环境袁影响水
利工程安全尧防洪安全尧供水安全袁水生态环境安全袁侵占
或损害国家利益尧公众利益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合法利益
的违法行为遥
每季度开展一次联合执法检查袁 加强对水资源管理的
执法监察袁严厉查处各种违反水法规的行为袁特别是对无
证取水尧拖欠或拒缴水资源费尧擅自或超标排放废污水的
单位和个人袁依法给予处罚袁对违法性质恶劣尧涉及面广尧
影响较大的典型案件要进行重点查处袁 并进行公开曝光袁
增强震慑力袁维护水法律法规权威遥
此外袁加大从技术上强化引水的监测手段袁积极争取
经费投入袁研究探索利用卫星遥感等新技术尧新方法袁加强
对渠道输水水头走向尧水库蓄水等动态监管力度袁实现对
灌区水库的实时远程监测袁确保黄河水资源利用率的最大
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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