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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要





1980～2008年全国供水量的变化

○1980～2008年期间，全国

的总供水量自4,406亿㎥

增至5,828亿㎥

业 种 1980～1985年 1985～1990年 1990～1995年 1995～2000年 2000～2008年

工 业 4.7 5.7 7.3 3.4 1.8

城市生活 8.5 7.2 6.3 6.9 4.9

工业及城市生活用水增加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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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淄博市
(孝妇河)

河南省郑州市
(贾鲁河)

本项目的对象试点位置图





Ⅰ.改善水资源管理制度

项目成果













郑州市
淄博市

甘肃省

张掖市 天津市

为掌握水资源管理的实际情况
访问的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城市

重庆市

北京市

石家庄市

西安市

衡水市

银川市

铜梁市





1.计划/管理

2.建全水权制度

3.保护生态环境

4.节约用水

为实践妥善水资源管理的四个主题

为实现高效的水资源管理













妥善的取水许可

・明确取水许可的审查标准并在相关部局彻底执行
・取水许可审查标准的内容

・确认向地区的分配水量(可利用量)与取水许可量的协调性
・对获得取水许可者许可量(地表水、地下水)的决定方法
・工业用水原单位的合理性设定方法
・取水许可的期限(沿用现行为5年、最长10年)及重估的具体

程序
・明文规定∶负担水资源费是许可条件

妥善运行水库

・在编制用水计划的过程中，重估现行的水库运行规则并制定
妥善的运行规则

・明确为重估现行水库运行规则的手续
・流域管理部局针对各水系，在编制流域管理计划的同时，负
责重估运行规则工作



○确立具体的管理方法

Ⅱ.应将缺水时实施限制取水量的基本想法制度化

①削减规则

②达成同意的场所

・编制削减取水量规则并明文化
(以流域管理部局、有关省/市级政府、主要取水者的同意为前提)
・削减取水量规则的内容
・开始削减的时机
・限制取水的方法(不同用途优先度、削减率)

・地下水适用同于地表水的削减规则

・应将有关省/市级政府、主要取水者达成同意的场所设定制
度化

・针对削减取水量会受到影响的取水者实施事先通知



・水权转让制度的明确化
・编制规定了具体水权转让程序的导则

2.建全水权制度

中国的转让水权事例

①活用市场原理
在取水许可量以内，可以将自己不需要的水量转让给其它用水者并
接受等价报酬，即活用市场原理进行水资源的再分配
(甘肃省张掖市等的水票制度)

②行政积极参与
通过改善农业灌溉渠而大幅度减少了漏水量并削减农业用水必要取
水量，可将剩余水转向工业用水等。农业灌溉渠的改良费用，由新
赋与取水许可的企业负担，据此能够圆滑转用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的水权转用)



⑴设定河川生态流量(生态环境流量)

3.保护河川环境

・指定优先进行水质改善的河川
・编制以流域为单位的水质改善计划
・需要环境部局和下水道部局等有关部局的协助及同意
・擅自排放污染物或超量排放导致水质事故时，排放者应
负补偿义务

・河川生态流量(生态环境流量)的设定义务
・通过比较简易的手法编制为设定河川生态流量的导则
・用水量与河川生态流量之间的优先顺序，根据河川的
状况而决

⑵水质管理



通过排放河川生态流量改善河川景观

排放前(0.0㎥/s)

排放中(0.3m/s)

3

尖岗水库停止排放第2天的贾鲁河
上游河段情况

尖岗水库停止排放第2天的贾鲁河
上游河段情况

河川景观改善事例 试点河川的排放实验



⑴意识改革
・认识市民对节水意识改革的重要性

【两个口号】
・「地球上可让人类使用的水量极少，不节水则不能生存」
・「生活中的节水，是极其时髦潇洒的行为」

⑵节水行动
・市级政府的节水行动程序化

⑶促进再生水利用
・建全为促进城市区域利用再生水的法规制度和补助制度

4.节约用水



○节水行动(程序)

・参考并活用中国各地的成功事例
・实施节水技术培训、持续实施普及启发活动
・与大宗用水者签订有关节水协议，通过各行业遵守「节水行动规则」
促进节水(参照美国WAVE程序)

・作为行政的行动计划

・构筑普及启发的框架

・将活用普及启发工具并在学校、社区登门讲座制度化
・示范性设立企业为赞助商的节水讲座运营事务局
・创设节水辅导员的认定制度

・给予奖励

・根据利用节水器具和节水系统的实际成绩给予表彰
・创设一般家庭采用节水器具、节水装置时的补助制度
・分步引进水费的递增制度



○促进再生水利用

・编制再生水供应/利用计划
・针对认定的再生水供应业务的补助制度
・设定再生水的水质标准、再生水水费标准及其征收方法等

・建全为促进再生水利用的法规制度

・再生水利用的义务化

・创设补助制度

・在建筑相关法令中加以规定
・进行一定规模以上的建筑物新建、改建时
・使用一定量以上的用水设施
・管路双重化

・在商业建筑物和一般住宅设置再生水利用设施
・补助设置再生水利用设施的部分费用



Ⅱ.强化普及启发能力

项目成果



1.介绍日本的普及启发手法

2.编制节水教材

3.培育节水辅导员

4.建全节水普及启发据点

展开节水普及启发活动

展开自发性的普及启发活动



1.介绍节水辅导员的活动内容(学校、企业)

自来水局

节水辅导员

日本水论坛

・由国家提供资金、人材
・会员(企业/个人)的会费

招募
・任命

教育委员会
校长

委托

教师教育

学生教育

提供教材

企业
委托 负责人教育 学生教育

提供教材

学生教育



1.介绍节水辅导员的活动内容(社会教育)

节水辅导员

运营/NPO法人

提供资金/企业

水学校

水专家

面向一般讲座

面向孩童讲座

网 站



2.编制节水教材

①决定节水教材的概念

②调查小学生的节水知识水平

③探讨教材的内容(专题讨论会)

④编制连环画剧的一次方案

⑤试行及改善一次方案

⑥完成连环画剧原型

教材的编制程序



①决定节水教材的概念
有关节水教材的概念，通过与水利部、郑州市、淄博市、北京市的节水负责人
协商后，决定编制以小学高年级为对象的「连环画剧」

②调查小学生的节水知识水平
在郑州市和淄博市采访了小学高年级的孩童，就拥有多少节水知识进行了确认



③探讨教材的内容(专题讨论会)
与郑州市、淄博市、北京市的节水负责人以及与节水辅导员候补人员召开了
专题讨论会，就教材内容提出了各自的构想

④编制连环画剧的一次方案
从专题讨论会提出的构想中，汇总连环画剧的重点并编制了一次方案。连环画剧
的内容，由全国通用部分以及针对各市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课题进行说明的
部分构成



⑤试行及改善一次方案
向各市的节水负责人、节水辅导员提示了编制的连环画剧一次方案，就需要改
善的部分进行了探讨。另外，由节水辅导员使用一次方案的连环画剧进行模拟
讲座并从使用者的观点进而提出意见

⑥完成连环画剧原型
基于提出的意见，修改了连环画剧的一次方案，完成了连环画剧的原型



3.培育节水辅导员

节水辅导员的培训课程安排

｢日本的节水辅导员展开的活动｣(讲解)
｢思考争当潇洒的节水公民(Smart Use)｣(专题讨论会)
在北京市的小学举办有关水资源之重要性的登门讲座



3.培育节水辅导员

在中国诞生了22名节水辅导员！



实施中国节水辅导员的登门授课

北京市的登门授课(11月)

淄博市的登门授课(10月)

郑州市的登门授课(10月)



4.建全节水普及启发据点

北京市节水展览馆 第Ⅱ期

通过与北京市的合作，编制了可视性且容易理解
的有关启发/学习节水的展品

展览馆入口
可以得知世界、中国
和北京的水资源量

模仿了使用节水装置的
节水房屋

展示TOTO提供的
节水型便器

触摸屏式
节水考问

以映象为主且愉快有趣的
节水学习区



Ⅲ.实施各种培训

项目成果



1.实施节水技术培训

培训业绩
・2009年5月∶郑州市、淄博市(各市约110人)
・2010年3月∶北京市(约100人)
・2010年5月∶郑州市、淄博市(各市约120人)

培训内容
・基本方针演说∶世界的水问题
・日本的水资源管理概要
・日本的节水型城市建设(水道领域)
・日本的再生水利用制度及技术
・中国的再生水利用现状及课题
・日本的工业用水制度
・日本的工业用水节水技术
・中国的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城市活动事例

在国土交通省、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
福冈市以及新闻工作者桥本淳司先生等多数
相关人员的协助下得以实现



2.实施全国水资源管理培训

培训业绩
・2010年5月，与水利部在重庆市共同举办
・濑野重庆总领事致词
・由全国81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城市的负
责人、水利部及重庆市的约120人参加

培训内容
〇中方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现状
〇日方
・日本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日本的节水型城市建设(水道领域)
・日本的再生水利用及技术
・日本的工业用水节水技术
・日本的节水普及启发手法



3.实施访日培训

培训业绩
・第1次∶2009年2月(14天)、6人
・第2次∶2009年11～12月(19天)、13人
・第3次∶2010年11月(18天)、14人

培训内容
・日本的河川行政、水资源管理概要
・日本的水权制度
・下水道行政的概要
・日本的水环境行政
・农业用水的高效利用及转用(现地视察)
・工业用水的节水技术(现地视察)
・现地视察河川流域的水资源管理
(第1次在利根川、第2次在淀川)

・现地视察福冈市的节水型城市建设(包括
再生水利用、海水淡化)

・视察河川净化工程(江户川、琵琶湖)



项目第3年的实施内容

⑴汇总对中国改善水资源管理制度提出的建议

⑵汇总用水计划编制导则、河川生态流量设定导则

⑶汇总日本及中国的节水活动展开事例、项目的普及启发活
动展开事例并编制事例集

⑷将⑴～⑶的内容汇总成综合性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教材，以
全国的水资源管理者为对象实施培训

⑸以郑州市、淄博市及北京市为对象，实施以日本节水技术
和普及启发为中心的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