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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自然界的淡水总量
是大体稳定的， 但一个国家或地区可用水资
源有多少，既取决于降水多寡，也取决于盛水
“盆”的大小。

这个“盆”，指的就是水生态。 水是生态之
基，生态和水相辅相成，有了良好的生态，涵
养水源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有了水资源，良
好的生态就会得到保护， 就会形成水资源的
自然循环。

2013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
中全会上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专门指出：
“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
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

4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山水林田湖”作
为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又有进一步的扩展。 在
2017 年 7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37次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建立国家
公园体制时说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 ”

围绕护好水生态这个目标， 我省坚持标本
兼治，既抓好污染治理这个“标”，也注重源头治
理这个“本”。2013至 2016年，我省连续 4年以
良好等级通过国务院对省政府实行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情况的考核。

实时、动态监控水生态。 我省自 2012年起
实施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项目建设， 至今建成
399个规模以上取用水户取水量在线监测点，
对全省河道外总取水许可水量的 80%以上和
总用水量的 50%以上实现取用水在线监测。 同
时，13个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在线监测
数据采集传输系统建成运行， 对全省 334个重
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124个水源地以及 20个
重要省界、25个市州界水体、27个其他重要河
流，按月进行水质人工巡测，对 143个规模以上
重点入河排污口，按季度开展监督性监测。通过
对水资源水量和水质的信息化、精细化管理，有
效保障城镇生产生活用水安全。

从源头管控水质水量。 省财政厅、 省环保
厅、省水利厅 2015年联合出台《湘江流域生态
补偿(水质水量奖罚)暂行办法》。 在对湘江流域
上游水源地区给予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财
力补偿的基础上，遵循“按绩效奖罚”的原则，对
湘江流域跨市、县断面进行水质、水量目标考核
奖罚。 污染越重，处罚越多；保护越好，奖励越
多。 截至 2017年上半年，我省设市城市污水处
理率达到 92.46% ， 县城污水处理率达到
91.48%，水生态环境逐步改善，重要江河湖泊水
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 90.9%。

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产。 在确保国家下
达的 2030 年全省用水总量不突破 359.77 亿
立方米目标的前提下， 我省把取水许可和水
资源论证作为各区域、 行业水量分配和产业
布局的前置条件，控制高耗水、高污染产业的
发展，引导高耗水、高污染企业朝流域下游地
区布局和转移， 有效促进了经济结构和产业
布局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

落细落小抓保护。 按照“定好位、算好账、
掐住源、抓重点”的原则，突出水功能区这一
基本单元管理。 对全省主要江河湖库进行了

功能区划调整优化，先后出台《湖南省水功能
区监督管理办法》和《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
管理办法》，开展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核定和多
轮次排污口核查，公布《湖南省重要饮用水水
源地名录》，加快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立法，《湖
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草案)》已通过省人
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预计年内出台。通过完善
水功能区、 饮用水水源地和入河排污口管理制
度，提高水资源水质监测能力，推进水功能区确
界立碑和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 建立完善了源
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水生
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管理体制机制， 出台了加
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十三五”水生
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 为全省水生态文明建设
明确了目标和方向。

“鸟儿都是恋家的，我们东江湖湿地就是
候鸟每年都来的家。 ”家住郴州市资兴市东江
湖畔的市民江衫说， 每年前来东江湖湿地越
冬的水禽逐年增加， 这与郴州被水利部列为
全国首批 46 个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以及资
兴被划为生态红线区域进行重点保护密不可
分。

位于湘江源头的永州市， 自觉当好湘江源
头“保护神”，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江清水。 连续 3
年，永州全市地表水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全年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 出境水监测断
面水质连续 54个月保持Ⅱ类水质，高于省政府
要求的Ⅲ类水标准。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将水生态文明建
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内容，发挥水优势，
做活水文章， 开创南方丘陵山区水生态文明
建设“湖南模式”。 长沙、郴州和株洲、芷江、凤
凰先后分两批被列为国家水生态文明建设试
点， 在新宁等地开展了省级水生态文明城市
试点建设。 先后实施郴州市引郴入燕、长沙市
雷锋湖 - 龙王港 - 梅溪湖、澧县引澧济澹、沅
江市五湖连通等 8 个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努
力构建“格局合理、功能完备，蓄泄兼筹、引排
得当，多源互补、丰枯调剂，水流通畅、环境优
美”的江河湖库连通体系。 长沙全面推进了“一
江五河”（湘江、浏阳河、圭塘河、捞刀河、靳江
河、龙王港）截污治污，深入开展主城区的河道
环境综合整治，精心打造了湘江风光带、浏阳河
风光带、 圭塘河风光带、 河西梅溪湖—黄金水
道—大众垸绿色走廊等滨水、亲水平台。 如今，
湘江西岸诗情画意，湘江东岸满眼繁华，橘子洲
头漫江碧透。 河道畅、水质好、景色美，“山水洲
城” 成为了长沙最亮眼的名片。 郴州初步形成
“串珠式”和“蓝脉绿网”的城市水生态系统，西
河沙滩公园被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授予“中
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秧溪河流域生态环境景观
全面改善，成为宜居宜业、生态和谐、运动休闲
和文化特色凸显的城市名片， 建设项目得到水
利部专项调研组的高度评价。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 以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湖南实践为标
志，一幅青山绿水、江山如画的水生态文明图
景，正在三湘大地铺展；一场关乎 7300 万湖
南人民福祉、 关乎美丽湖南的水生态文明建
设，正阔步迈向新的征程。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
作说明时强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资源
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
题，必须采取一些硬措施，真抓实干才能见效。
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
度双控行动，就是一项硬措施。 这就是说，既要
控制总量，也要控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
耗、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的强度。 这项工作做
好了，既能节约能源和水土资源，从源头上减
少污染物排放， 也能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绿色水平。 ”“根据当前资源
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在继续实行能源消费总
量和消耗强度双控的基础上，水资源和建设用
地也要实施总量和强度双控， 作为约束性指
标，建立目标责任制，合理分解落实。 ”

实施水资源总量和强度双控， 就此成为
严格水资源管理的“硬措施”。

2017 年 8 月，经省政府审定，省水利厅、
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
厅、省环保厅、省住建厅、省农委、省统计局 9
个省直部门联合发布了 2016 年度各市州实
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 全省 14
个市州考核等级均为合格以上，其中常德市、
湘潭市、长沙市、株洲市为优秀，娄底市、永州
市、邵阳市、岳阳市、郴州市、益阳市、怀化市、
张家界市为良好。

这是省政府连续第三年对 14 个市州实
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从 2014年度
仅长沙市考核等级为良好、其他 13 个市州均
为合格，到 2015 年度长沙市、常德市考核等
级为优秀、 其他 12 个市州考核等级为良好，
再到 2016年度涌现 4 名“优等生”，通过考核
这把尺子量到底， 我省推动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落地见效。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实行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
略举措，并确定了严格水资源管理的“三条红
线”，即：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用水效率
控制红线、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 根据国务
院规定，2015年、2020年、2030年，我省用水
总量控制目标分别为 344.00 亿立方米 、
359.75亿立方米、359.77亿立方米，重要江河
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控制目标分别为
85%、91%、95%；用水效率方面，2015 年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10年下降 35%，农田
水灌溉系数提高到 0.49；2020 年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比 2015 年降低 33.9%，农田灌溉
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4以上。

这些控制目标，就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这是国家的“命题作文”，这是湖南必须完成
的答卷！

2016年，我省用水总量为 330.36亿立方
米， 距离用水总量控制目标所剩余的空间很
小。 同时，从节水减排角度来看，要从根本上

改善目前水环境现状，解决好水污染问题，必
须加强取水、用水、排水全过程管理。 而我省
实施的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提出了大
量新增用水的要求。

水资源管理就此进入“最严格”阶段。 我
省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的用水总
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
水资源管理责任考核“四项制度”，省政府出
台《湖南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方案》
及其考核办法， 对各市州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情况进行考核。 采用年度考核和期
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考核内容包括各市州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目标完成、 制度建设
和措施落实情况， 考核结果作为主管部门对
各市州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
评价的重要依据。 此前，我省率先将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和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纳入省
政府对市州政府的绩效考核，开全国先河。

围绕“最严格”，我省持续强化用水总量
控制，强化用水效率控制，强化水功能区监管。
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产”理念，按照生态流量
管理目标和要求，省水利厅完成了湘、资、沅、澧
四水和洞庭湖区等流域水量分配工作。 在湘江
新区、长沙临空经济区、涟源市中心城区、邵阳
市中心城区、桃源创元工业园区、双峰县城区等
地开展规划水资源论证试点。14个市州均制订
并严格落实辖区内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
围内关闭自备水井计划。 连续 3年，全省用水
总量控制在 330亿立方米左右，没有突破国家
下达我省的控制红线。

一把尺子量到底，水资源管理考核的“硬
措施”，让各市州、县市区动起来。 长沙、娄底等
市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产理念，推进开展规划
水资源论证工作；常德市、邵阳市全面禁止湖泊
水库投肥养鱼；永州市全面落实污染禁入、森林
禁伐、矿产禁采、干流禁渔、畜禽禁养、河道禁挖
“六禁”措施；株洲市实施城乡环境同治，出台城
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郴州市规定城区绿化、道
路清洗等市政用水禁止使用自来水；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 8 县市建立了高效节水农业产
业示范园；怀化市围绕“碧水青山蓝天”目标，开
展五城同创工程；岳阳市推进“四湖两河”城乡
环境综合；衡阳组建了水政监察支队、河道管理
联合执法队和衡阳市城区河道管理联合执法
队，强化了涉水执法；张家界精心治理澧水河，
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生态河道；益阳市深
入推进兰溪河、志溪河、柘溪水库和大通湖等区
域综合整治；湘潭打造“精美城市、大美湘潭”，
致力保护水资源，给城市注入碧水蓝天的新活
力。沅江市、涟源市、凤凰县等市县通过实施“河
湖连通”，积极开展水生态文明建设。

当前，我省正在抓紧落实《湖南省“十三
五” 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实施方
案》， 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为基础，
对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实施严格管控，强
化水资源管理硬约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水安全，关键要转
变治水思路，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方针治水，统筹做好水灾害防
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

“节水优先”， 就此成为水利工作优先指
向，成为水生态文明建设优先选项。

作为南方丰水地区，我省水资源也并非用
之不尽、取之不竭。 稻田干涸、树木枯萎、山塘
见底、饮水困难……我省 2013 年发生的罕见
特大干旱，暴露出水资源季节性短缺的严峻现
实。 有人告诫：“如果人类不珍惜水，那么地球
上的最后一滴水，将是我们自己的眼泪！ ”

坚持“节水优先”，我省全面推进节水型社
会建设，一张蓝图绘到底。长沙、岳阳、湘潭、株
洲、郴州、常德等 6 市全面完成了国家级节水
型城市试点建设。 韶山市、 长沙县等 6 个县
（市）开展了省级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全面推
进节水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活动，
省政府办公厅等 44家省直机关通过省级节水
型单位建设验收，全省各地均建成了一批节水
型企业，重复利用率明显提升。 颁布实施了新
修订的《湖南省用水定额》， 对 20 个行业 63
种产品实施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在水资源论
证、取水许可等工作中，严格按照修订后的用

水定额核算取用水量。 长沙市还对部分高耗
水、高污染行业的部分产品提出了强制性用水
定额。省水利厅联合发改、财政等部门，不断推
进水价改革， 全省 29个设市城市全部实行居
民阶梯水价制度，长沙、株洲等 7 市对纳入取
水许可管理范围的非居民用水， 实施超计划、
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通过价格杠杆有效引导
企业和居民节约用水。

“节水优先、按方收费”，长沙县桐仁桥灌
区率先实行水权改革，“就像林权、土地承包经
营权可分到农户一样， 水资源也可以分下去，
这就是水权，不再是‘大锅水’了。”桐仁桥水库
管理所所长易进通俗地说。

推动城市水价改革、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我省通过价格杠杆，拨动节水“敏感神经”。 省
水利厅联合省发改委、省住建厅于 2014 年 11
月下发了《关于加快城市供水价格改革有关问
题的通知》， 加快实施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
制度，完善供水价格分类。长沙、株洲、湘潭、衡
阳、郴州、常德、怀化等 7 市按不同类别用水，
出台了水费征收及监管规章制度，对取水单位
实行计量收费和超量累计加价，对城市供水价
格逐步实行阶梯式水价和分类水价。 2014 年
10 月，岳阳县、宁乡县、浏阳市、长沙县、涟源

市入选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县，实行农
业水权到户、用水总量“封顶”，农田灌溉变“大
锅水”为“商品水”。根据国家要求，省水利厅联
合省物价局、省财政厅于 2013 年出台了水资
源费征收新标准，地表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从
原来的 0.02 元提高到了 0.1 元， 地下水从原
来的 0.05 元提高到了 0.2 元， 有效提高了全
社会节水意识。

坚持“节水优先”，我省强化规划引领，编
制并实施《湖南省水资源保护规划》《湖南省节
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规划》《湖南省节约用
水“十三五”规划》《湖南省地下水资源开发利
用总体规划》《湖南省全民节水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湖南省“十三五”期间节水型社会达标
建设实施方案》等，用系统思维谋划，用科学方
法推进，确保节约用水理念深入人心，节约用
水行动成为自觉。

据省水利厅统计，与 2012 年相比，我省
2016 年万元 GDP 用水量从 148 立方米减少
到 105.7 立方米，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从
107 立方米减少到 79.6 立方米， 农业灌溉水
利用系数由 0.472提高到 0.505。特别是 2013
年，我省通过节水和科学调度，成功应对了历
史罕见干旱，确保了用水安全。

一把尺子量到底———建制度，管好水资源

一张蓝图绘到底———促节水，把好水龙头

一个目标干到底———抓试点，护好水生态

邓集键 胡可 闫冬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
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
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将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

国绿色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引领中华民
族在实现伟大复兴征程上阔步前行。

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我省从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节水型社会建设、水
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建设等方面入手，推动
水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绿色发展理念在湖
南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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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源头的蓝山县板塘水库。 潘华 摄

位于衡阳市的蒸水河道。 资料图片位于酒埠江水库库区的酒仙湖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资料图片

长沙市岳麓污水处理厂，截断城市污水。 张京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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