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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公告】
“2013 首届供水联合开放日”将于 3 月 22-23 日开展
由中国供水服务促进联盟主办的“2013 首届供水联合开放日” 将于 3 月 22 日-23 日统一开展，本届
活动以“认知自来水”为主题，以“走近生命之源，走进健康生活”为口号，目前已有 23 家供水企业积极
响应，并参入到筹备工作中。供水联合开放活动的开放角度区别于以往，主要是通过换位思考，通过集中、
统一的联合活动，多方位、多维度、多形式让公众走近供水，了解供水行业。同时还将进行“供水感动人
物评选”，通过评选供水基层人物感人事迹，让公众更加深入感受供水行业的职业精神与服务信条。
目前，活动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请各参与单位积极准备，邀请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支持，邀请当地媒
体关注报道，同时邀请周边供水公司参与本次活动，以大家之合力共同将首届供水联合开放活动完美呈现
给广大社会民众。
【联盟新闻】
发布联合倡议 供水联合开放活动大幕拉起
供水服务是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和城市安全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根基。供水服务需要社会的理解，
而理解的前提是了解。供水服务需要社会的参与，而参与的前提是开放。
2013 年 2 月 27 日，“2013 首届供水联合开放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来自江苏、湖南、广东、
山东、四川、福建、新疆、北京等省市的 19 家供水企业与水务集团的领导正式开启“2013 首届供水联合开
放活动”启动球。人民网、中国水网、中国水利报、中国建设报、湖南卫视、珠江商报、潍坊日报等多家
媒体对活动予以关注。
作为活动主办方，中国供水服务促进联盟组织参与联合开放活动的 20 余家水司，共同发表《供水联合
开放活动倡议书》，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杨淑岚宣读倡议书。根据倡议书，各家企业承诺在
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开放水业设施，促进社会对供水的认知。邀请广大关注水安全、水健康和水环境的社
会各界人士参观、交流、指导、监督，认知水，体验水，感悟水；并倡议广大有责任的供水企业参与到联
合开放日中，一起向社会传递供水行业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承诺。
如今，供水问题、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关注度极高的社会话题。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水网/中国固废网总编傅涛发言时表示，供水问题不单单关系民生，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国供水
服务促进联盟自成立以来做的一系列工作都在为促进中国供水行业可持续发展发展、提升优质优价供水服
务与用户满意度做出积极的努力。中国供水服务促进联盟组织的供水联合开放活动，是为了打破供水企业
与民众间沟通壁垒的积极探索，力求实现主动的、有序的、系统的开放与沟通，能够真正引导社会人士认
知供水行业、了解供水行业，并对供水行业实现有效的监督。
供水企业代表也纷纷发表了对联合开放活动的期待与支持。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沙建新
表示，沟通不顺畅、不了解制水流程以及供水企业的各项工作，导致公众不理解供水企业，供水开放活动
可以提高公众对供水企业、制水流程的认知度，打破沟通壁垒、提高供水企业影响力。珠海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东义认为，增强与公众间的沟通是未来供水企业发展的基础，供水服务已经不能局限于保质
保量，增强服务不能只依靠企业自律，通过公众对供水企业的认知、了解和监督，供水企业才能进一步提
高自身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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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全国工商联：建立和完善水价定价机制
全国工商联 1 日公布了将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交的 42 件界别提案和 7 件大会书面发言。其中，
在关于建立和完善水价形成和调整机制的提案中，全国工商联建议明确水价定价机制，走出供水“低价低
质”的怪圈。
提案认为，中国城镇居民用水长期被看作是公益性物品，水价长期偏低，难以反映水的商品属性和水
资源的稀缺程度。
提案指出，2012 年，全国约 30%的城市供水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供水企业迫于资金压力，难以进行必
要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水质问题被长期忽视，供水质量无法得到较大提高，供水陷入低价低质的恶性
循环。
提案建议，实施水价成本公开与成本监审；明确水价定价机制，明确水价构成及调整原则；确定合理
的水价调整周期，如以三年为周期，对水价进行相应调整；落实完善水价听证制度；建立供水企业价格补
贴机制。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底，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的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平均为 2.94 元/吨。其
中 58%的城市水价在 2～3 元/吨，33%的城市水价大于 3 元/吨。
世界银行在对发展中国家居民可承受水价研究表明，家庭收入的 5%为可支付供水和污水处理服务的上
限。有关部门及研究机构曾提出，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水费支出占家庭平均收入的 2%～3%比较适宜。目
前，中国水费支出占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超过 1%，在水价最高的天津市也仅为 0.8%。
2012 年 6 月 29 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针对《国务院关于保障饮用水安全工作
情况的报告》的专题询问中，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曾表示，中国现在的水价改革还不到位，有必要进一
步推进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逐步实现水价到位。
安徽：水资源费调整全省水价或上涨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水利厅厅长纪冰在北京接受安徽商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全省水资源费将调整，
工业和居民水价或将同步跟进。此外，纪冰还介绍,论证了十多年的“引江济淮”工程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
展,我省已在去年底将规划方案上报，力争本届政府任期内开建。
进展：“引江济淮”工程总长有望增加
原计划总长度为 330 公里的引江济淮(巢)工程经过多番修改，最新规划将引江入湖口再北移 17 公里，
从巢湖污染最严重的西北口进入，加大水体交换。 “这个规划我们省已经做出来了，去年底已上报到中央，
力争本届政府任期内开建。”纪冰透露，巢湖水主要是氮磷超标，没有重金属超标，“增加水体交换的机
会，可将巢湖水质提升到四类甚至三类。”
建议：设立法律理赔和援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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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周期长、成本高，有的赢了官司讨不回钱等现象，纪冰建议加强基层法制建设。 “不妨在每个
乡镇设立民事法庭，在街道、行政村设立巡回法庭，方便老百姓打官司。 ”对于确实难以执行法律赔付的
一方，可求助于法律援助基金。 “建立理赔或援助基金，保证老百姓打赢了官司也能拿到钱，减少‘法律
白条’的现象。”
透露：水资源费或调整
加快新一轮淮河治理、推进长江和新安江治理、为 400 万农村人口打造安全的饮用水，纪冰说，这些
都是今年我省将开工的水利民生工程，“89 条中小河流也将治理。 ”对水资源也将采取总量控制、效率控
制等管理举措，“全省的水资源费也将适当调整，这也是国务院的要求。 ”而现行水价中就包括水资源费。
这也就意味着：我省的工业甚至居民用水或将迎来新一轮价格调整。
粤港供水合作成绩斐然
澳门境内没有河流和大型蓄水设施，淡水资源匮乏，98%的原水依靠珠海供应。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
粤澳双方就开始了供水合作，至今已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近年来，澳门经济快速发展，对水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据统计，对澳门供水量上世纪六十年代仅
为 100 多万立方米，而 2012 年全年对澳供水达到 0.85 亿立方米。澳门不断快速增长的用水需求能够得到
满足，得益于粤澳之间不断加强的供水合作和广东省珠海市对澳供水设施的不断完善。
竹仙洞水库对澳供水南系统等已于上世纪陆续建成。2007 年，为保障供水安全，粤澳双方签署了《粤
澳供水合作框架协议》。从此，双方在抵御咸潮、工程建设、工程投资、水价机制、水资源调配和保护、
水环境治理等领域进一步加强了交流与合作。2008 年，根据《粤澳供水合作框架协议》，粤澳双方供水合
作专责小组又签署了《关于建造第三条供澳原水管的合作备忘录》，并于当年开工建设第三条供澳原水管。
第三条供澳原水管的建成投运，使对澳供水能力从原来的 20 万立方米/日，提高至 50 万立方米/日。
珠海市海洋农渔和水务局水保与供水科科长程远如告诉记者：“对澳门供水价格，根据澳门实际由中
介机构折算，同时参照香港体系，体现资源价值。”
珠海水资源分布极为不均，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的枯水季节，上游淡水流量减少，海水上溯形成咸潮
覆盖取水口，使得供水出现困难。2011 年开始，总投资 10 亿元的斗门竹银水库的建成让珠澳两地告别了咸
潮的困扰。
竹银水库总库容 4333 万立方米，工程设计供水保证率 97%，工程总投资接近 10 亿元。澳门特区政府
以预付 4.5 亿元人民币水费的方式，给予工程项目建设积极支持，中央财政和省财政也给予相应的资金支
持。竹银水源工程建成投运，可保证澳门 2020 年前的供水需求。
山东发布集中式地下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
山东省环境保护部门２８日在济南发布的集中式地下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显示，山东地下水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较高，公众饮水安全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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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宋沿东介绍，山东环境监测部门对全省１７设区城市２６处集中式地下
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开展每月一次的《地下水质量标准》（ＧＢ１４８４８－１９９３）２３项指标例行
监测，并每年对这些水源地水质进行一次３９项指标的全分析。
从２０１２年的监测数据来看，山东全省２４处水源地水质各项监测指标年均值均符合或优于《地下
水质量标准》（ＧＢ１４８４８－１９９３）Ⅲ类标准，达标率为９２．３％。由于山东鲁西南和鲁西北
地区的地质原因影响，枣庄两处水源地水质总硬度和硫酸盐年均值轻微超标，其他指标均符合或优于Ⅲ类
标准。
此前，２０１０年，根据环保部全国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状况调查及评估的要求，山东对１４９处
县城以上地下水水源地水质进行了调查监测，其中１２７处水源地水质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或优于《地下
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达标率８５．２％。抽测的１０１处乡镇饮用水源地水质中，７９处各项监测指
标均符合或优于Ⅲ类标准，达标率７８．２％。
宋沿东表示，山东部分地区氟化物、总硬度和硫酸盐超标，主要是由于地质原因影响，总体来看，全
省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较高，公众饮水安全是有保证的。
包头成国内首个分质供水的百万人口城市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部分城市水质恶化问题和水资源供需矛盾逐渐凸显。为确保居
民饮水安全，内蒙古包头市结合当地实际，一改传统的统一供水方式为分质供水新模式，成为国内首个基
本实现分质供水的百万人口城市。
据包头市水务局的数据，包头市供水水源主要有三种，分别是黄河水、水库水和地下水，其中黄河水
占７０％左右。监测数据显示，近几年黄河原水水质变化较大，特别是在黄河低流量期，水质会超过三类
标准，达到四类、五类甚至五类的水平，对生活饮用水的质量带来不利影响。
为了改善居民饮水质量，从２００４年起，包头市开始实施“健康饮水工程”，在各社区开展管网改
造，改变传统的统一给水方式，通过两套管网系统，向居民输送不同水质等级的生活用水。
今年７３岁的王秀梅家住包头市昆都仑区佳园小区，她所在的小区于２００７年进行了供水管网改造。
王秀梅说，管网改造前，家里的自来水水质差，烧开后水垢特别多，尤其是到了夏天雨季，水有很大的异
味，平时喝水、做饭都得用桶装水。
管网改造后，王秀梅家有了两条用水管，一条是已有的自来水管道，主要用来洗衣、洗菜和冲厕；另
一条是直饮水管道，主要是用来饮用和做饭。她说：“现在我们喝的管道直饮水都是清澈甘甜的地下水，
比以前好多了，喝着放心，价格也比桶装水便宜三分之一。”
目前，在包头市像王秀梅所在小区这样享受到城市分质供水服务的小区共有４５０多个，覆盖人口１
４３．３６万。一些暂时没有进行改造的小区，也都设有自助水屋，居民通过刷卡或者投币就可以购买到
价廉质优的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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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底，包头市“健康饮水工程”已累计建成６２个水站、１１６个水屋、
１４０个现制现售水机，全市７０％的人口喝上了健康水，成为我国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基本实现分质供水
的第一城。
包头市水务局局长周志宁介绍说，城市分质供水模式实施后，包头市合理配置水资源，严格区分生活
用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等配置层次。
在水质控制方面，包头市以主干道为界将城区划分为若干区域，在每个区域建设一个管道直饮水处理
站，由该水站通过专用的食品级管道向居民供水。
沈阳试点查水表时可直接交水费
今年将建沈阳水生活网，市民可保修、查询水费、缴费，将来还提供水质报告、保修、投诉、缴费、
查询„„这些都可以在沈阳水生活网上办到。
昨日，沈阳市水务集团董事长张国祥介绍，今年将建沈阳水生活网，目前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很
快就会推出。
张国祥介绍，在这个网上，市民可以保修、投诉、水费查询、缴费等，网上市民可以查看到自己家的
二次加压泵站是哪个，归谁管理，什么状态，水池多长时间清理一次，最近一次是什么时间清理的。
同时，在网上还有企业的服务措施和动态信息。将来也会有水质报告，让市民知道沈阳市的水质是什
么样的。
据了解，沈阳水务集团还有可能开通微博和手机报等便民服务措施。
除了建立沈阳水生活网外，沈阳水务集团还有九项便民措施：
1.更换抄表器，增加可以直接打印通知单、票据等功能。以后抄表员查表时，就可以缴纳水费，同时
开具票据。张国祥介绍：“目前铁西区有个别抄表员配备了这种抄表器，如果效果好的话，会在全市推广。”
2.利用市区两级政府信息平台，及时向市民发布水务服务信息。
3.做实红马甲等便民服务队，以多种形式开展便民服务。
4.沈阳市内每栋居民楼设立一名义务监督员，实现信息传递的快速化。停水等信息让居民第一时间得
知。
5.同各区政府建立联动机制，对影响百姓用水的问题先解决。今年找一两个区进行试点。
6.实行规范化标准化服务。
7.建立健全居民水费查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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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与开发商联合，建设生活饮用水新国标示范小区。目前个别小区已经开始运作，争取以后新建的小
区，直接都达到新国标饮用水的标准。
9.开放 10 个服务窗口（水厂、二次加压泵站、检测中心等），让市民了解城市供水，喝放心水。
东莞水质检测报告国际互认

记者从东江水务有限公司获悉，东江水务水质监测站日前获得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
实验室认可证书。
这不仅标志着东莞的水质监测站将为东莞今后的供水水质保障工作提供更可靠的技术基础，也标志着
东莞获得了参与国际间实验室双边、多边合作的“通行证”，出具的检测报告能在欧美及亚太地区 37 个实
验室认可机构的 52 个国家或地区得到承认，也标志着监测站管理和检测质量工作达到了国际水平。
据了解，该认可证书注册编号为 L6007，认可有效期限至 2016 年 1 月 9 日，通过的项目达 192 项，涵
盖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活性炭、氢氧化钠等六个领域。
据悉，实验室认可是指由政府授权或法律规定的一个权威机构，对检测、校准实验室和检查机构有能
力完成特定任务作出正式承认的程序，属于自愿性认证体系。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实施的实验室认可工作是我国完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一套国家
实验室认可体系，目前与来自欧州、美州、南非和亚太地区的 37 个实验室认可机构签署了相互承认协议，
包括亚太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APLAC）和国家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ILAC）。
通过 CNAS 的认可，是一个实验室检测技术能力和质量管理水平达标的标志，最终达到法律、政府和市
场的共同承认。通过认可的实验室出具的检测报告可以加盖 CNAS 和 ILAC 的印章，所出具的数据国际互认。
【特别关注】
“十二五”水厂改造市场达 1405 亿元
赶在 2013 年年初，住建部公布了《城镇供水设施建设与改造技术指南》（下称《技术指南》），该指
南将帮助全国水厂在技术层面尽早达到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同时也让市场看到了“十二五”期
间约 1405 亿元水厂改造新建投资所需的技术路线图。
早在 2006 年底，国家标准委和卫生部联合发布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当时要
求 2007 年 7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并以 5 年过渡期为限，要求全部饮水生产企业必须在 2012 年 7 月 1 日前
达标，违者将受到行政执法部门的制止和处罚。
但去年 7 月的大限时间过后，达标时间被推迟到 2015 年，原因在于各地的检测能力在经过 5 年的过渡
期之后依然存在不足，而且部分水厂净化设施改造和技术升级尚有一定差距，水源管理问题较多，需进一
步加快推进水厂技术改造和水源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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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赛莱默中国副总裁、中国区总监吕淑萍说，在饮用水和污水处
理方面，目前国内很多水厂其实已经使用了《技术指南》的技术，但《技术指南》中所强调的深度处理技
术在中国一些水厂中还有很大的欠缺，这些技术正是新建和改造的升级方向之一。
目前，中国大部分水厂仍在采用“沉淀—加药反应、混凝沉淀—过滤—消毒—输配水”的净水工艺。
这一净水工艺沿用了数十年，虽然局部有所改进，但原理和功用大抵不变。而由于水源情况复杂，许多水
厂不得不加大液氯的使用量来净化水质。而这种“沉淀＋消毒”的工艺只能对细菌和微生物起作用，但对
于有机物、化学物等却无能为力。由于中国原水污染增加、水质标准提升，对于供水及污水处理企业来说，
首要的任务便是改进水处理工艺。
本报记者注意到，在《技术指南》中，在深度处理方面，住建部特别强调，深度处理工艺指在常规工
艺或其强化的基础上，为有效去除溶解性有机污染物，提高出厂水水质而采取的处理工艺，包括臭氧生物
活性炭和其他处理技术等。
臭氧生物活性炭技术是活性炭物理化学吸附、臭氧化学氧化、生物氧化降解及臭氧灭菌消毒 4 种技术
合为一体的技术。其中，臭氧可以氧化分解水中的有机物及其他还原性物质，降低生物活性炭滤池的有机
负荷，而活性炭能够迅速地吸附水中的溶解性有机物。因为单纯使用臭氧成本较高，而臭氧与生物活性炭
相结合则可以兼顾成本和处理效率。
臭氧生物活性炭技术广泛地应用于欧洲、美国、日本等上千座水厂中，但该项技术在我国的昆明、北
京、上海还在逐步推广应用。住建部的《技术指南》落定后，也明确了臭氧生物活性炭设备的庞大市场。
除了深度处理外，《技术指南》在水的净化工艺上还提出了膜技术。此方面，膜处理技术设备将逐步
替代现有工艺设备，成为未来市场主流。相关市场分析预测，“十二五”期间，自来水分离膜材料市场需
求将达 12 亿元。
中国东中西地区在水源和供水设施建设上有着较大的差异，未来在水厂新建与改造上的着力点也不完
全相同。
相对于庞大的水厂建设和改造的成本而言，仅靠水费收入恐怕难以撬动庞大的投资，而且水价调整本
身在政府民生考量下并不容易推行。
住建部在近期通知中将争取地方投资作为解决资金问题的主要渠道之一。住建部要求，市县供水主管
部门要将规划任务和实施计划向当地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作专题汇报，积极争取将项目建设资金列入当地财
政预算，加大地方财政投入；争取将城市建设维护资金、土地出让收益、市政工程配套费的一定比例用于
工程项目；同时利用好价格机制，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资产折旧费，并确保资产折旧费足额用于供水设施的
更新改造；对水价不能及时调整到位的，应向当地人民政府汇报有关情况，争取对供水企业予以补贴。
中国饮用水之殇
中国古人治水是因水多而患，多是和大自然抗争。今天，国人仍在为水而战。然而，现在多是因缺水、
水污染问题严重，其实质是人与人之间为了争夺资源而在进行消耗战。治水，再次成为国家层面前所未有
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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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直击】
雾里看花自来水
类似电影《寂静岭》一样的雾霾还没有散尽，自来水的水质问题近来又成为京城百姓心中另外一个挥
之不散的阴影。
引发公众讨论的是一则报道：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负责人赵飞虹夫妇，这个北京
城里“最会喝水的家庭”已经 20 年不喝自来水了。
为了释疑，北京市自来水公司近日分别在网上公布了 2012 年第四季度自来水集团市区管网水水质 7
项指标检测结果，以及 2012 年自来水集团市区出厂水水质指标 106 项检测结果。然而公众显然并没有因此
而放心。
记者对北京多个家庭走访发现，只要生活条件还算可以的北京居民，已经很少人使用自来水做饭和直
饮。而桶装水、净水器，以及一些小区内的净水器成了消费水的新取向。
一位供职于外资银行的阚小姐告诉记者，她就是洗碗、洗衣服的时候才用自来水。“前几天刚给父母
买了个净水器，算是过年孝敬给老人的礼物了。”她说。
家住菜户营附近的宋先生对记者表示，为了买一个安全的净水器，他花了不少时间研究，最后确定买
了个 6000 多元的，这差不多花掉了他一个月的工资。“为了安全，这个也值了。”他说。
而另一些居民，则选择用小区的净水设备。在方庄附近的一个新小区，记者看到，尽管天气寒冷，净
水器下面的水已经结成了大块晶莹的冰，但还时不时有人来取水
然而，一些专家对使用纯净水则表示了隐忧。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文君表示：“喝矿泉水是个人
生活方式的选择，不能代表大众，而且喝矿泉水不科学。”。
有专家认为，家庭安装净化水装置，一定程度上可以过滤杂质，保持水质纯净，但如果使用不当，如
不及时清理或更换过滤装置，净化器反而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对人体造成危害。已经有证据表明，长
期饮用纯净水会导致离子流失，尤其对老人、小孩和妇女影响大。另有相关科学依据证明，人体需要从水
中吸取对人体有利的钙、镁离子等，如果缺少钙、镁离子，人体可能就会吸收一些有害的物质。
中科院水循环与水文过程研究室主任宋献方则认为，风险最小的选择是将自来水煮开后饮用。当然，
每次打开龙头必须先释放一部分管道蓄存的水。
不过，也有专家对我国自来水供水系统的污染表示了担忧。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王浩表示，在供水系统，管网的“二次污染”和二次供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亦不
容忽视。
这可真让居民对饮用水是雾里看花，莫衷一是。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自来水对人体的影响，记者又采
访了一些医生。

9

树立供水服务品牌•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就自来水和胆结石的关系来说，自来水不会对胆结石起重要作用。”针对记者提出的自来水烧开后
若有杂质会否造成胆结石的问题，一位从事临床二十多年的肝胆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他举例
说，就像一家人喝同样的水，有的会得胆结石，有的就不会。北京友谊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也表示，没有
证据证明胆结石和饮用自来水有直接关系。
在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看来，自来水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水源地保护。他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北京不仅缺水，还存在污染问题，这需要正视和面对。”不过，对于北京市公布的水质检测
指标，他认为值得肯定，他说，“不管如何，北京自来水集团能够公布检测值，有一定进步意义，满足了
公众的知情权。公布 106 项检测指标，证明我们是有能力检测的，这在全国也是少数。”他介绍说，自来
水的水质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水源的质量；二是在制备过程中，自来水厂的技术水平；三是自来
水输送管道的维护和清洁。
【问题透视】
之一：水源地保护何其难
“汤汤洪水，浩浩滔天。”中国古人治水是因水多而患，多是和大自然抗争。今天，国人仍在为水而
战。然而，现在多是因缺水、水污染问题严重，其实质是人与人之间为了争夺资源而在进行消耗战。
比如，曾经美丽的太湖沿岸，持续疯长的蓝藻见证了中国水资源保护的难度。
马军说，“现在由于水污染，水资源的短缺，中国很多地区水源地水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原本清洁
的水源地水质下降。”
马军领导的中心推出了中国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发布“中国水污染地图”，这被媒体称为城市
“环境考试试卷”，被公司看作“炸弹”。他说，残酷的现实是：北方河流干涸，黄河断流，南方水污染，
太湖、淮河水污染问题相当严重。
“为了这些数据，他的团队可真吃了不少苦头。”一位知情人员告诉记者，风餐露宿只是小问题，为
避免生命危险他的团队都经历了很多类似电影的场景，一些恶劣的企业会放狼狗出来咬人。
近期在山西处理天脊集团泄漏的苯胺污染物事件的清华大学环境。
学院教授张晓健，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名环境工程博士。近年来，他奔走全国各地处理多次水源突
发性污染事故中的应急供水工作，包括:松花江硝基苯水污染事件、广东北江镉污染事件、无锡饮用水事件、
秦皇岛饮用水事件等，成了名符其实的“救水队员”，亦被称为“治水大师”。
“让公众喝上合格的自来水，相关部门不但要保护好水源地，还要有备用水源，彼此间有管网连通。
我们称之为‘水源互补、清水相连’。”张晓健说。
同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文君教授也认为，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每年都有不少，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所以水源的保护是最核心的，如果水源的问题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要保障饮用水安全几乎是一句空话。”

10

树立供水服务品牌•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水资源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政治体制，没有哪一个单独的部门能够直接控制众
多的水资源系统。有媒体称与水资源相关的部委为“九龙”，包括水利部、环境保护部和农业部等 9 个部
门，都分别对治水有一定话语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前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夏青教授表示，一个签报要一年多还没签好，“水治理的合
力治污机制没有，连数据都无法集中到一块。”他说。
夏青认为，真正实现水资源治理，需要跨部门、跨学科、跨区域的合作研究，也就是水资源、水生态、
水的循环整个过程综合管理，才有可能走出流域综合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之路。
之二：缺水成最大瓶颈
在城市居民饮用水缺少的同时，工业和农业用水量在与日俱增。
数据显示，中国 600 个城市中有 400 个缺水。水资源缺失和水污染严重已变得越来越严重。所有问题
中，工业用水过度和污染严重最为突出。中国淡水总量 62000 亿立方米，不到全球总量的 0.018%，总用水
量已达到 53000 亿立方米，接近饱和，可是，工业用水持续增加，形势非常严峻。
此外，农业用水占 68%，也消耗了中国大部分的水资源，因为为了帮助满足日益上升的食品需求，农
作物灌溉面积已扩大。“水资源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生态发展，”在世界银行就职的蒋礼平表示，
“水资源确实短缺，这对食品安全有着重大影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政府已拨高达 4 万亿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于未来 10 年的水资源项目，包括农
村灌溉、防洪、水资源供应和节水。
但分析人士认为，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我国水资源的治理，从来就没有达成统一。
而一些专家提出，水资源缺乏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些超大城市的建设对于资源合理利用是否合适。中
国古人讲究风水，实际上是重视水源，因为人无法离开水而生存。
2012 年 5 月，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曾撰文称，近年北京的发展，碰到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
空气污染等难题。北京地处缺水地区，一座超 2000 万人口的巨型城市，水资源已远远“超负荷”。南水北
调、搬迁首钢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给南方及周边省份带来压力。“与其千里迢迢高成本调水
到缺水地区，何如将相关产业、资源部署到水源丰富的地区？”他说。
【政策探索】
国家治水：补偿、考评两手硬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千年前的《诗经》，清晰地描述了水之清对于我们生存的重要性。
治水，再次成为国家层面前所未有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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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财政部、环保部先后印发了《关于启动实施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工作的函》和《关于
开展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的实施方案》，积极推动跨省流域上下游补偿工作，并决定以新安江为试
点，开启了我国用金钱补偿办法进行水治理的新机制。
该方案确立以安徽、浙江两省跨界断面水质为考核依据，设立上下游补偿资金，额度为每年 5 亿元，
其中，中央出资 3 亿元，安徽、浙江各出资 1 亿元；水质监测数据达到一定标准，浙江拨付给安徽 1 亿元，
达不到标准，则由安徽拨付给浙江 1 亿元。无论上述何种情况，中央财政都拨付给安徽 3 亿元。
为此，处于上游的黄山市加大投资力度，建立了一整套水资源保护预警和监管体系。2011 年新安江流
域街口国控断面水质监测数据显示，与 2008 年-2010 年相比，除高锰酸钾略有上升外，氨氮、总磷、总氮
平均值分别下降 5.56%、46.39%和 11.39%，新安江流域水质总体有了改善。
而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显然给地方政府头上高悬了一
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该办法明确，国务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情况进
行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主管部门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评重要依据。
“这将有效控制水资源的合理开发，是实现治水的一个新开端。”世界资源研究所(WRI)驻北京水资源
专家钟丽锦博士对此评价道。
【联盟成员新闻】
成都市自来水领导带队职守 2013 年第一季度
2013 年 2 月 7 日，由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陈宇敏同志带队，职守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主
办，成都市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的 2013 年第一季度的《〈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聆听市民呼声，
接受客户咨询，面对面释疑解答。公司服务管理部、生产运行管理部、营销管理部、水质中心、呼叫中心等
相关部门负责人积极的参与了此次热线活动。
在电台的直播过程中，有 5 位听众通过热线、6 位网友通过短信以及上网留言等渠道对用水问题进行咨
询和互动。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以真诚的态度、亲和的语气与打进热线电话的市民进行热情
的沟通交流，对提出的求助、咨询、建议进行了一一受理，对现场未及时处理和解决的问题，通过公司 962965
服务热线进行跟踪处置。
通过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市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的《〈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这个平台，
拓宽了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与客户沟通的途径，使听众朋友能多渠道了解成都供水业务、服务等工
作情况，拉近了企业与客户的距离，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好评。
长沙监测站在全国城市供水水质检测机构质量控制考核中成绩优异
日前，第十一次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监测机构质量控制考核结果发布，长沙监测站在此次考核中取得了
所有项目均为满意的优异成绩。
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监测机构质量控制考核是由国家建设部组织的，针对全国水质机构的特定项目考核。
随着我国供水事业的进步发展，质量考核的项目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由纯无机物的检测逐渐向以有机
物为主的检测靠拢。此次考核共有来自全国各级水质监测机构的 157 家实验室参与，考核项目包括耗氧量、
铁、镉、马拉硫磷、对硫磷以及乐果 6 个，有机项目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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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监测站自 1995 年首次参加全国考核以来，凭借扎实的作风和认真的态度，每次都能取得优异的成
绩。此次考核，长沙监测站通过集体努力，再次取得了让人欣喜的成绩。
江南水务开展合同法律风险防控培训
近日，为了进一步规范合同管理，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更好地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江苏江南水务股
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对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合同管理人员开展了关于合同法律风险防控的培训活
动。通过以案释法的形式，对合同法概述、合同的主题、合同的履行、合同的风险防范及合同档案管理等
部分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并结合供水企业日常业务特点，对重要合同签订的基本要求和技巧、合同履行中
应注意的事项、合同违约的风险处理等进行了重点讲解，有力促进了公司合同管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顺德水业领导春节走访慰问一线在岗员工
2 月 10 日（农历大年初一）上午，顺德水业经营班子及各部门、各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先后来到羊额、
容奇、乐从等六间水厂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员工，向他们送上亲切的问候和美好的新年祝愿。
走访每一间水厂，公司领导都与值班人员一一握手，亲切交谈，嘘寒问暖，对他们节日坚守岗位，为
千家万户提供安全优质供水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同时详细了解了供水运行、管网压力等情况，
要求大家继续保持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密切关注供水、水质变化情况，确保春节期间安全供水。
领导的关心犹如一缕春风拂去了冬日的寒冷，使员工们深深感受到公司的温暖，纷纷表示要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和优质的服务，努力确保广大市民过上一个欢乐、祥和、愉快的春节。
当天中午，顺德水业在乐从水厂举行《2013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目标责任书》签字仪式，
陈毅钧总经理代表公司和 20 个属下机构主要负责人签订了《工作目标责任书》，明确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安
全生产工作作为各部门、各分公司 2013 年考核指标之一，并实行“一票否决制”，进一步推动公司党风廉
政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树立干部队伍的良好形象，保证 2013 年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
潍坊自来水优质服务进社区
为做好优质供水服务工作，近日，潍坊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深入我市相关居民社区，现场走访了 26 个社
区居委会，与居委会工作人员及居民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在维护公司利益和解决居民用水难题工作中架起
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交流中，公司客服人员详细了解各社区居民的用水难题，并耐心细致地解答，积极协调相关单位解决
用水难题和存在的困难。其中，四平路有 13 户门头房是总表用户，表后管道漏水严重，因破路手续一直未
办理而无法进行户表施工，走访中，公司客服人员将情况反映到民生街社区居委会，居委会立即出面协调，
并已将破路手续办好，待客户缴费后即可进行户表改造。公司客服人员还向各居委会提供了公司 24 小时客
户服务及抢修电话，这些服务举措受到了各个居委会的一致好评。
通过走访活动，潍坊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不仅为居民解决了用水难题，同时增进了公司和居民区间的联
系 ，为公司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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