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3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针对水安全问

题发表了重要的“3.14 讲话”，从战略全局

的高度系统深刻分析了我国新老水问题，

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的治水总方针。总方针具有丰

富深刻的内涵，是新时代做好水利工作的

科学指南。

【节水优先】：节水优先，不是简单地减

少用水量，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节水、优谁的

先、怎么做到优先。既采取必要的节水工

程 措 施 ，更 要 全 面 加 强 对 水 资 源 取 、用 、

耗、排行为的动态监管，推动用水方式由粗

放向节约集约转变。

【空间均衡】：空间均衡核心就是要坚

持以水定需，根据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量，

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和规模。搞清

楚当地都有哪些水可以利用，对水的需求

是什么，哪些是合理的需求、刚性的需求要

予以保证，哪些是不合理的需求要予以遏

制。

【系统治理】：系统治理就是要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把治水与

治山治林治田治草结合起来，不能单打独

斗、顾此失彼，要促进生态系统各要素和谐

共生。

【两手发力】：两手发力就是要发挥好

政府与市场在解决水问题上的协同作用。

无论是依靠政府的法规、政策、制度、税收

手段，还是利用市场的价格、竞争等机制，

都要通过监管来引导调整人的行为、纠正

人的错误行为，确保人们依照政府规则和

市场规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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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节水优先 建设生态文明
写在我市2019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活动开展之际

今天是第 27 届“世界水日，3 月 22~28 日是第 32 届“中国水周”。今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的宣传主题分别是“Leaving no one behind(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和
“坚持节水优先，强化水资源管理”。“节水优先”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六字治水方针第一条，“强化水资源管理”是水利部明确的“补短板、强监管”水利工作总基调的内在要

求。我市虽地处“盆底”，但水资源总量和人均水资源量均处在全省末位，属严重缺水城市。多年来，为补齐水资源短板，我市在抓好“开源”的同时，更加注重“节流”，探

索水生态文明建设，朝着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目标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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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文明兴衰之根。

行走遂宁，抬头便是湛蓝的天空，低头可

见清澈的河水……还有不时映入眼帘的河塘

水系、湿地公园，仿佛置身于城在水中、水在

城中、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

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罗腾亮表示，近

年来，我市持续高位推动节水固源，补齐水

资源短板，从严管理水资源，探索水生态文

明建设，走出了一条发展与生态相融、生态

与经济双赢的遂宁特色发展之路。

补齐水资源要素短板

遂宁地处四川盆地中部，地属长江一级

支流嘉陵江水系涪江中段，位于成渝经济区

中心，不但有穿城而过、绕城而流的涪江、渠

河，还有琼江、郪江、梓江等大小溪河 700 多

条，总长 3704 千米。

水，对于遂宁人来说，似乎从来都不需担

忧其不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有这样一组数据——遂宁常年水资源总

量为 11.34 亿立方米，常年降水量 45.9 亿立方

米，径流深 212.9 毫米，多年人均水资源量 300
立方米左右，远远低于全国、全省人均水平，

位列全省倒数第一，属水资源严重紧缺地

区。

或许数字有些单调，但经历过 2006 年特

大干旱，以及民谣中“滴水如油”情景的市民

和群众，一定能真切感受水资源的紧缺。

“天保过去靠天保，人畜饮水要远挑，遇

到天旱水如油，给钱无人愿意挑。”我市大英

县天保镇曾流传这样的民谣。

民谣中的情景虽早已随着都江堰灌区大

英五五分干渠工程的使用，早已不复存在

了，现在当地通了自来水，人们再也不用挑

水吃。

天保镇的改变不仅是遂宁水资源短缺的

生动体现，更是我市高位推动节水治水，实

施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实践。

全面从严水资源管理

位于蓬溪上游工业园的林通门业，是一

家综合门业企业。

蓬溪上游工业园有很多像林通门业这样

的大企业。为了解决园区企业污水处理问

题，蓬溪科学合理布局，统一规划选址，“上

游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已完成规划选址、施工

设计图也已完成。”蓬溪县经信局相关负责

人说，建成后立即投入使用。

不仅是建污水处理厂要科学合理规划。

在产业规划时，我市还要考虑水资源承载能

力，以水定产。

工业企业污水专项整治行动是推进河长

制和从严水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抓手。我市

在确定产业发展布局、结构和规模时，充分考

虑江、河、湖、库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根据全

市各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和

发展规划，优化市域主体功能区、分类规划区

域和产业发展区，合理控制开发强度。

工业企业污水专项整治行动仅是我市全

面从严水资源管理的一个缩影。其实，早在

2014 年，我市就全面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我市对联盟河、明月河、开善河、

米家河以及渠河等“五河”进行了整治，还出

台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意见、

考核办法及工作方案，明确了各县（区）水资

源“三条红线”控制指标，并组织实施了实行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年度考核工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年来，我市顺利

通过了省政府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顺利通过中央环保督察，严格落实水资

源双控行动，水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全市

水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我市还以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国家海

绵城市建设为契机，进一步严格取水许可、

水资源有偿使用、水资源论证、入河排污口

设置论证等各项制度，以水资源“三条红线”

为抓手，大力推进水资源节约与保护，全面

完成入河排污口专项核查。

树立水资源节约典范

阳春三月，斗城气候宜人，观音湖湿地公

园，水清见底，飞鸟不时从水面掠过，犹如一

幅美丽的画卷。

昔日的观音湖支流明月河“臭水沟”，如

今已成为了市民休闲的好去处，正因为有了

观音湖，这座城市才有了灵性。然而，观音

湖中流淌着的不少河水，是在污水处理厂处

理过的中水。

中水是指城市污水和废水经过净化处

理、水质改善后达到国家城市杂用水标准、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非饮用水，又

叫再生水，可用于城市绿化、道路清洁、汽车

冲洗、卫生冲厕等。

我市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把开展节水型

企业、单位、小区创建三个载体建设作为实

现创建目标的关键和核心任务，建成了一批

省级节水型企业、单位和小区。 2014 年以

来，我市争取中省项目资金，有序推进水资

源监控能力建设，为水资源“三条红线”管控

提供了技术支撑，先后成功创建省级节水型

企业（单位）31 家、成功创建省级节水型小区

19 家、安装节水型水嘴 8000 余只。

更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 10 月 14 日，我

市顺利通过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节水型

城市考核验收专家组现场考核。

在积极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的同时，我

市还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重点县建设。射

洪、安居、蓬溪三县（区）成功列为全省第二

批节水型社会重点县，2016-2018 年累计到位

省级资金 1 亿元，各项建设有序开展，项目建

成后将新增蓄引提水能力 105.9 万立方米。

通过三年项目建设，全市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用水量从 2015 年的 91.5 立方米下降到 76.9 立

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从 2015 年的

31.81 立方米下降到 24.95 立方米。

在农业节水方面，大力推广喷灌、滴灌、

管道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积极开展灌区

节水配套与改造项目实施，不断提高农业有

效灌溉水利用系数。十三五以来，发展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 1.95 万亩，建设防渗渠道 150
公里，灌溉水利用系数由十二五末的 0.45 提

高到 0.49。

循环利用水资源是当前节约用水最有效

的办法。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在老城区采用钢筋混凝土水池、雨水桶、

蓄水模块等技术，在新区创新出钢带波纹管

蓄水带等新技术，建设雨水收集利用设施用

于道路冲洗、植物浇灌或补充景观用水。海

绵城市建设三年试点期间，遂宁新增水池、

蓄水模块等雨水回用设施，总容积共计 2.97
万立方米。2017 年，遂宁海绵城市试点区年

利用雨水量 21 万立方米，雨水替代自来水比

例约为 2.2%。试点区域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均超过了 75%。

除此，我市还不断完善水资源价格机制，

先后出台了《关于再生水价格的指导意见》

《关于调整市城区污水处理费标准及有关问

题的通知》等文件，通过市场机制和价格杠

杆，全面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促进了水

资源节约、水需求调节和水污染防治。

水生态文明任重道远

行走在涪江射洪县螺湖河段，一眼望去，

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清澈见底，

岸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其实，涪江螺

湖河段仅只是我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

态实践。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

润而生态活，而后则文明兴。水生态文明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程，它

包括 6 个方面的内涵和要求：（1）水资源配置

均衡合理；（2）水安全保障充分有力；（3）水

生态系统健康平衡；（4）水环境空间清净优

美；（5）水景观布局自然和谐；（6）水文化传

承推陈出新。围绕这六大要求，我市全面构

建了水生态文明六大支撑体系，即严格刚性

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开源节流的水资源配置

利用体系、保障有力的河湖管护体系、润物

无声的雨洪消排体系、自然亲和的水生态修

护体系和独具特色的水文化传承体系。这六

大体系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核心、以

大中小微水利工程和节水型社会建设为重

点、以河长制 /湖长制为抓手、以海绵城市和

生态堤防建设为基础、以河湖水系连通和湿

地保护为有效途径、以观音文化、莲文化、荷

文化为特色，从软玉流金水资源到顺遂无虞

水安全，从清净幽美水环境到健康活力水生

态，从风格别致水景观到特色魅力水文化，

全方位筑牢水生态文明之基。2018 年 12 月，

遂宁市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顺利通

过国家验收。

罗腾亮表示，虽然我市成功创建了水生

态文明城市，水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

市域范围内主要大江大河水质改善效果明

显，但部分中小河流水环境质量仍然不容乐

观。部分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乡镇

居民生活污水散排现象严重，造成部分河段

水环境污染较重，农业面源污染、投肥养殖问

题依然突出，另外，水资源相对短缺和时空分

布不均问题依然突出，水安全保障的能力和

水平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因此，必须

坚持节水优先，全面强化水资源管理，在抓好

“开源”的同时，更加注重“节流”，全面深入

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为遂宁绿色发展和建

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注入源头活

水、提供不竭动力。 （全媒体记者 杜林德）

射洪县玉太乡木孔坝村高效节水示范区

观音湖美丽生态岸线

世界水日宗旨是唤起公众的节水意识，

加强水资源保护。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商

业和农业对水资源的需求，联合国长期以来

致力于解决因水资源需求上升而引起的全

球性水危机。1977 年召开的“联合国水事会

议”，向全世界发出严重警告：水不久将成为

一个深刻的社会危机，石油危机之后的下一

个危机便是水。1993 年 1 月 18 日，第四十七

届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确定每年的 3 月 22

日为“世界水日”。

198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后，

水利部即确定每年的 7 月 1 日至 7 日为“中

国水周”，考虑到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的主

旨和内容基本相同，因此从 1994 年开始，把

“中国水周”的时间改为每年的 3 月 22 日至

28 日，时间的重合，使宣传活动更加突出“世

界水日”的主题。

1、2018 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

水型社会。

2、2017 年：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推

行河长制。

3、2016 年：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进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

4、2015 年：节约水资源，保障水安全。

5、2014 年：加强河湖管理，建设水生态

文明。

6、2013 年：节约保护水资源，大力建设

生态文明。

7、2012 年：大力加强农田水利，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

8、2011 年：严格管理水资源，推进水利

新跨越。

9、2010 年：严格水资源管理，保障可持

续发展。

10、2009 年：落实科学发展观，节约保护

水资源。

延伸阅读（世界水日中国水周背景知识及历届宣传主题）
▼

（一）节水型器具：
什么叫节水器具？依据建设部《节水

型生活用水器具标准》（CJ164-2002），节水

型生活器具包括：

1、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2、节水型水嘴（水龙头）

3、节水型便器

4、节水型便器系统

5、节水型便器冲洗阀

7、节水型洗衣机

（二）生活节水小妙招：
1、淘米水洗菜，再用清水清洗，不仅节

约了水，还有效地清除了蔬菜上的残存农

药；

2、洗衣水洗拖帕、再冲厕所。第二道

清洗衣物的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鞋袜

等；

3、大、小便后冲洗厕所，尽量不开大水

管冲洗，而充分利用使用过的“脏水”；

4、夏天给室内外地面洒水降温，尽量

不用清水，而用洗衣之后的洗衣水；

5、自行车、家用小轿车清洁时，不用水

冲，改用湿布擦，太脏的地方，也宜用洗衣

物过后的余水冲洗；

6、冲厕所：如果您使用节水型设备，每

次可节水 2 一 6kg；

7、家庭浇花，宜用淘米水、茶水、洗衣

水等。

（三）农业节水技术：
目前，我国农业节水技术包括以下内

容：耕地整理节水技术，减免耕保水技术，

节水灌溉技术，生态蓄水陶土保水技术，生

物、化学制剂保水技术，地膜覆盖和秸秆覆

盖保水技术，节水种植技术，水、肥一体化

调控节水技术，膜下滴灌节水模式。

（四）工业节水技术：
一般而言，工业节水可分为技术性和

管理性两类。其中技术性措施包括：一是

建立和完善循环用水系统。二是改革生产

工艺和用水工艺，其中主要技术包括：①采

用省水新工艺；②采用无污染或少污染技

术；③推广新的节水器。

新闻多一点
▼

美丽的城市内湖遂宁观音湖

2019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的宣传主题

Leaving no one behind(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和坚持节水优先，强化水资源管理

十六字水利总方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