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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长江从门前流过的湖北宜
昌市，是一座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城
市：拥有水资源总量150亿立方米，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3651立方米。家
在长江边，节水不断线。近年来，该
市主动作为，拧紧城市“水龙头”，年
均节水1000多万吨，开展不达标水
体治理，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命名第九批

（2018 年度）国家节水型城市的公
告》，宜昌榜上有名，成为丰水地区节
水城市的典范。

工业节水循环利用

在宜昌鑫大兴混凝土有限公司，
运输师傅钟才东将混凝土搅拌运输
车开回公司进行冲洗。和以前将清
洗污水排走的做法不同，如今公司引
进了砂石分离系统，清洗产生的废浆
废水流入污水池，通过砂石分离机进
行分离，分离出的砂、石用于再生产；
分离出的废浆通过压滤机压成滤饼
和清水，滤饼运到废渣集中堆放场定
期清理，清水则流入清水池，用于再
次清洗设备，实现了清洗场地的水资
源循环利用。

在清洗场地的旁边，是一个七级
沉淀回收蓄水池。公司总工程师李
辉华介绍，该水池通过收集冲洗站楼
和地面污水，经过七级沉淀后，变成
可再次利用的清水，通过管道输回搅
拌站用于生产。“每沉淀一池水，就可
用于生产5200立方米混凝土，大大
节约了生产用水。”

鑫大兴混凝土有限公司的节水
措施不止于此，顺着七级回收池往上
走约百余米，一个近千立方米容积的
蓄水池出现了，这个水池的一个重要
来源是旁边绿源工厂的生产废水，

“混凝土生产对水质要求不高，而绿
源的废水恰恰符合我们的生产要
求”。李辉华说，这个蓄水池的废水
主要用于生产和清洗搅拌楼。“每池
水可生产6200立方米混凝土。”

李辉华介绍，公司年用水量约
13万吨，其中80%来自循环用水，年
节约成本约40余万元。

而在不远处的兴发集团，原本扩
建的水厂，生生被“省”下了。2017
年，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园产能

扩增，原有 6 万吨水厂不够用，兴发
集团准备扩建水厂，增加供水量3万
吨。扩建水厂需要投资数千万元。
此时，一个建议提出了：能不能在循
环利用上做文章？

不久，水资源便被循环利用起
来：蒸汽冷凝水回收利用，解决了直
排造成的二次污染问题，热值、清净
水再利用，每年节水350吨；回收机
封冷却水，循环效率提升；建收集池，
收集山泉水、雨水；处理利用含磷超
标地下水……

“经过两年的探索，这里实现了
废水、清净水的循环化利用和部分污
水处理零排放，年节约用水 20%以
上。”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园能
源管理中心副主任袁伟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以前，产业园每年需从长江
取水400万立方米，现在产能增加，
用水量却零增长，同时降低了污染、
热量损失及污水处理成本，预计今年
取水量将再降20%。

早在2014年，宜昌就出台《节约
用水管理办法》，鼓励发展节水型产
业，强制淘汰耗水量高的工艺、设备和
产品；对各地年度取水计划实行总量
控制，严控用水指标；将年取水量20
万吨以上的用户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如果宜昌工业用水利用率提高

10%，就意味着每年可节水 40 亿立
方米，是正常年份缺水地区工业节水
量的 5 倍以上。”宜昌市住建局局长
张毅介绍，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宜昌
万元GDP用水量12.63立方米，工业
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87.9%。

生活用水物尽其用

宜昌多雨，但多年来却未得到有
效利用。如今，随着国家节水型城市
的创建，诸多单位创新做法，让每滴
雨水物尽其用。

在宜昌市规划展览馆的楼顶，分
布有 13 个收水口，收集楼顶的雨
水。在中水处理室，工作人员崔军涛
说，开馆至今，已收集8260吨雨水。
这些雨水可满足全年一大半的绿化、
保洁需求。

在锦绣嘉苑小区1号楼背后，有
一个直径 1.5 米、高约 2 米的雨水收
集罐，通过水管连接收集楼顶雨水，
收集罐装满水后再流向小区大门附
近长约20米、宽约2米的景观池，用
于小区绿化灌溉、清洗道路。小区物
业负责人张文杰说：“通过雨水二次
利用，每年可节约用水近 2000 吨。
小区人均年用水量从31.7吨减少到
28.8吨，人均年节水2.9吨。”

而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六楼
的公共卫生间，打开洗手面盆的水龙
头，水流缓慢，但可满足正常洗手需
求——通过安装限流三角阀，控制水
嘴流量，避免了水资源浪费。同时，
该院小便器、坐便器、蹲便器的水箱
均为高效节水型，相比以前的老式延
时阀、脚踏阀可节水 1.25 倍。中心
医院净化班班长杨雪峰告诉记者，医
院近年来用水量逐年下降，最明显时
降幅约 28.6％，节约用水量 25 万
余吨。

通过实施老旧管网改造、推广节
水型器具，宜昌涌现出 41 个像锦绣
嘉苑这样的省级节水小区、39 家省
级节水单位。

节水教育从娃娃抓起

“虽然我们生活在长江边，但生
产水的过程很不容易，我们要节约用
水。”葛洲坝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周
俊嘉受节水教育启发，和外婆一起在
自家阳台设计了一根导水管，用来收
集雨水浇花；伍家岗区大公桥小学学
生秦一文，在日常生活中随手关水龙
头，刷牙只接半杯水，用妈妈淘米的
水浇花，用洗菜水冲厕所，获评“新时
代好少年”……

节约用水，需要人人行动起来，
归根到底在于理念的转变。

近年来，宜昌市创新性地将节水
教育融入生态文明教育中，编制、发
行了全国首套生态教育校本教材《生
态好市民》《生态小公民》，并纳入地
方课程，实现中小学幼儿园全覆盖，
从娃娃开始抓节水习惯养成。

受上中学的儿子影响，家住锦绣
嘉苑小区的胡金娥一家已将节水习惯
落实到生活的每一处细节。打开他们
家马桶的水箱，两个装满水的饮料瓶
放置其中已经4年，记者看了一下，总
容量达1.25升，也就是说，他们家每次
马桶冲水可以节约1.25升水，一天下
来，可以节约 10 余升。为了节约用
水，胡金娥还特别购置了节水洗车设
备、拖地设备，用她的话说自己在用实
际行动践行节水理念。

如今，走进宜昌普通市民家，用
洗衣服的水拖地、冲厕所，用淘米水
洗菜浇花等习惯已深入人心，城市节
水氛围日益浓厚。

湖北宜昌创建节水型城市

拧紧城市“水龙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何 英 周燕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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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国务院批复《太湖流
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部署
开展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2013 年，结合新情况新要求，
国家发改委、水利部等五部门联合
批复了《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总体方案（2013 年修编）》。10 多
年来，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与两
省一市（江苏、浙江、上海）水利（水
务）部门密切配合，积极推进水源地
建设和保护，保障流域饮用水安全，
科学实施引江济太调度，增强水资
源水环境承载能力，全力推进重点
水利工程建设，提高水资源调控能
力，助推流域率先全面建立河长制、
湖长制，加大水生态修复和内源污
染治理力度，促进河湖休养生息，着
力推进依法治水，加快落实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做好水资源监测
和水质评价工作，加强信息共建共
享，积极探索创新，着力推动水治理
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

“经过源头治理、精准治理、长
效治理等多管齐下，太湖河道水质
一年比一年好。2018 年太湖无锡
水域水质总体符合Ⅳ类标准，其中
总氮近 30 年来首次达到Ⅳ类标
准。13条主要出入湖河流连续6年
未出现Ⅴ类和劣Ⅴ类水体，8 条河
道达到Ⅲ类以上标准。”无锡市水利
局局长张海泉说。

太湖是整个太湖流域最重要的
饮用水水源地。“太湖的出入湖水量
以及水质变化情况，是环太湖各省
市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太湖流域管
理局水文局副局长林荷娟说：“我们
分析了1986年至2018年的环太湖
巡测资料，得出的结论是环太湖入
湖水量总体呈增加趋势，特别是
2007 年后环太湖入湖水量明显增
加，湖西区（主要包括镇江、常州、宜
兴等地区）增加尤为明显。”

记者在太湖流域管理局提供的
“环太湖水量变化趋势图表”上看
到，近10年环太湖年均入湖水量为
114.3 亿立方米。其中，湖西区与
1986 年至 2008 年相比，年均入湖
水量增加 30.7 亿立方米，增幅为
66%。目前湖西区入湖水量占环太
湖入湖总水量的比例接近七成。

太湖来水，除湖西区外，另一主
要来源是浙西区（主要包括浙江省
湖州市大部分地区加上杭州临

安）。近年来，湖州市通过治理重点
行业污染，全域创建“污水零直排
区”，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
河湖长制度，加速推进治太骨干水
利工程等措施，入湖水质逐年好
转。“去年，全市77个县控及以上水
质断面全部达到Ⅲ类以上标准，重
要河湖库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95%以上，集中式供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始终保持在100%。”湖州市
水利局专家王旭强说。

受上游洪水和本地涝水的双重
威胁及潮汐顶托影响，太湖流域洪
水易涨难消。同时，太湖流域的汛
期也是蓝藻水华高发、影响安全供
水的季节。因此，太湖流域水资源
调度面临防洪安全和供水安全的双
重压力。

“干净的水从哪儿走，哪儿都欢
迎，但洪水要从谁家过，谁都不愿意
啊！”太湖流域管理局水旱灾害防御
处处长伍永年说，“为做好流域防汛
抗旱和水资源调度，太湖局组织江
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加强调度方案
研究，先后制定了《太湖流域洪水与
水量调度方案》《太湖抗旱水量应急
调度预案》，并在日常调度工作中依
据批准的调度方案全面统筹流域与
区域、防洪与排涝、防洪与供水，加
强气象、水文会商分析，主动开展沟
通协调，强化应急处置，精心组织，
科学调度，努力实现防洪、供水、水
生态安全保障的综合目标”。

近年来，在流域内两省一市水
利（水务）部门的配合下，太湖流域
成功抗御了 2016 年太湖超标准洪
水，以及“桑美”“莫拉克”“菲特”“海
葵”“利奇马”等多个强台风的严重
影响，有力保障了河湖安全。

引江济太作为太湖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的标志性工程，利用已建
水利工程，将长江水通过望虞河适
时引入太湖，并通过太浦河向沿湖
和下游地区增加供水，有效增加了
优质水资源供给。2005 年引江济
太进入常效运行以来，通过望虞河
常熟水利枢纽年均调引长江水17亿
立方米，通过望亭水利枢纽入太湖
7.5亿立方米，通过太浦河向江苏省、
浙江省、上海市等下游地区增加供水
14.6亿立方米，保障了太湖、太浦河
等重要水源地安全，促进了河网水体
有序流动，改善了流域水环境。

太湖流域多管齐下治理水环境

联动联治水更净
本报记者 蒋 波 通讯员 张元一

吉林长春市净月区打出污染防治“组合拳”

气洁、绿增、水秀
本报记者 李己平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依托 5A 级景区净月潭风
景名胜区而建，以现代服务业特别是
旅游业为主。区域内林水总面积达
243平方公里——森林绕城，河湖邻
城，林水穿城，形成了独特的小气
候。因拥有近百平方公里的人工森
林和一潭清水，被誉为“天然氧吧”和

“城市花园”。不要带污染的GDP，是
净月区发展的唯一选择。

按照国家标准，净月区在非建成
区把燃煤锅炉一步提升改造为电取
暖。投资2850 万元实施电力扩容，
对42台大型燃煤锅炉实施电采暖设

备、电锅炉及电力系统工程改造，淘
汰燃煤小锅炉357台。目前，全区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96天，优良率
达 81.1%，PM10、PM2.5年均下降 28%
和32%。

围绕森林资源涵养，净月区集中
精力做好两篇文章：一是做“加法”，
扩林增绿。严守国家生态红线，下大
力气推行“退耕”“退村”“退企”，实现
增绿、复绿、护绿，近年来实施退耕还
林 3129 公顷、矿山复绿 46 处，生态
工程造林920公顷，风景区森林覆盖
率由50.5%提高到82.9%，全面提高
了城市空气的净化能力和生态承载

能力。同时，大力加强森林有害生物
防治，采取生物仿生、物理、药剂等综
合技术措施，实现有害生物测报率、
防治率和产地检疫率三个100%。

二是做“减法”，实施公园禁车。
围绕提高景区空气质量，全面禁止机
动车入园游览，购入近200台新能源
环保车，在景区内开展 18.6 公里环
潭路改造，修建交通站。

水域面积77平方公里的新立湖
是长春市水源地之一。为加强水源
涵养，控制水体污染，净月区在新立
湖水库的一、二级水源地范围内，关
闭取缔违规项目56个、拆除违建3.5

万平方米，关闭规模养殖场 9 个，实
施“农改厕”2151 户，清理各类河道
垃圾5000余吨，完成了一级水源地
373 公顷农田的保护性休耕。开展
伊通河南段、雾开河黑臭水体综合整
治，同步推进生物菌剂除臭，实施清
淤、疏浚。按照技术指标要求，目前
9 处 46.5 公里黑臭水体全部消除黑
臭。同时，全面推进河长制，编制了

《“一河一策”方案》，构建了区、镇
（街）、村、屯四级河长组织体系。13
名巡河员对全区15条河流、12座中
小水库、3处泡塘实行不间断动态巡
查，并对所有河流根据长度和治理范
围，分段设置河长，实现“一段一河
长”，形成了巡河、治河、护河及河道
保洁常态化。为集中解决畜禽粪污
对水体的污染，净月区还建成了年处
理8万吨畜禽粪污集中堆放场1座、
村屯暂存池 74 个，及时清理畜禽粪
污10.86万吨，同时大力发展绿色农
业种植，鼓励农民多利用有机肥料，
把面源污染控制到最低，实现化肥、
农药使用量“双下降”。

在宁夏中卫市金沙岛香草园，游客在观赏竞相开放的马鞭草。该园区
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通过当地生态恢复，目前已被改造成园艺景观。

（新华社发）

近年来，湖北省宜昌市年均节水1000多万吨，成为丰水地区节水城市的典范。 王 松摄（中经视觉）

宜昌市实验小学学生在学习《生态小公民》读本。 吴 延摄（中经视觉）

沙漠花香

西南首座全地埋式污水厂投运
本报讯 记者冉瑞成报道：重

庆市唐家桥污水处理厂已于近日完
成了全地埋式改造并正式投运。作
为西南地区首座全地埋式污水厂，
该厂将在城市环保和推进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改扩建后的污水处理厂顶部修
建为市政环保广场，处理设施全部
位于地下，经达标处理的废气巧妙
地通过综合楼专用高空排气通道排
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废气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此外，该项目还采用
了先进的高效沉淀池、曝气生物滤
池工艺，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建设用
地。其用地面积仅为其他工艺的三
分之一。据介绍，改扩建后的唐家
桥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规模达到
6 万吨，可服务人口 20 万人，主要
是收集、处理江北等区域城市污
水。该厂出水水质全面稳定达到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一级 A
标准。

太湖流域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

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10多年来，在经济总量增长1.5倍

的背景下，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连续11年实现“确保饮用

水安全、确保太湖水体不发生大面积水质黑臭”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