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9月 18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

大国家战略。讲话发表一年来，

社会各界特别是黄河流域各级

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十分重视黄河国家战略的贯彻

落实，黄河国家战略取得了初步

成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作为

黄河流域唯一一所以水利水电

为特色的高等院校，及时对接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重大国家战略，联合流域内外单

位成立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开展了一系

列理论研究和智库建设工作，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为纪念讲话

发表一周年，本期刊发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的调研成果，

以期引起全社会对黄河流域水

资源问题的高度重视，激发全社

会爱水、护水、节水行为，以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019 年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

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二是保障黄河长治久

安，三是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四是推动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五是保护、传承、弘扬黄

河文化。五个方面的任务构成了黄河国家战

略的基本框架和格局，其中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控制要素，只有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才可以支

撑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水资源是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水资源是黄河流域的生态之基。黄河流

域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之一，从河源到河

口，黄河连接了三江源、祁连山、秦岭等水源涵

养区，穿过了内蒙古、宁夏荒漠化防治区，陇

东、陕北等水土保持区，汾渭河谷河水污染防

治区和三角洲河口生态保护区，形成了横亘在

我国北方区域的巨型生态廊道。

黄河国家战略首先强调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水资源则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

要素。黄河源头地区是高山草甸生态系统，主

要依赖于冰川融水进行补给，属于气候变化的

敏感区，生态系统相当脆弱。黄河上游地区的

河西走廊、宁夏平原、河套平原是荒漠绿洲生

态，属于灌溉农业经济，水资源是维护绿洲生存

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控制性因素，没有水就没有

生态，没有灌溉就没有农林牧业。由于降水稀

少蒸发强烈，造成在黄河上中游地区大量分布

着荒漠景观和荒漠化草原景观，腾格里沙漠、毛

乌素沙漠横亘其中，生态环境十分脆弱。黄河

中游地区分布的黄土高原是世界著名的水土流

失区，降水稀少、地表植被稀疏，加上黄土特有

的性状极易造成土壤侵蚀，长期以来黄土高原

的水资源短缺和水土流失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

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也严重影响到黄河下游地

区的防洪安全；黄河中游地区的汾渭平原是陕

晋两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精华所在，高消耗、高排

放和资源型“两高一资”的工业体系不仅加大了

污染防治难度，还存在与生态用水“争水”的现

象，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与水环境承载力不足

的矛盾使得汾河、渭河水环境问题不容乐观。

黄河下游地区由于河流的水资源短缺造成的供

需矛盾，致使上世纪末黄河连年断流，生态流量

难以得到保证；由于入海水量的持续减少乃至

断流造成黄河三角洲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持

续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由此可见，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保护是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

水资源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产之

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不仅是黄河流域发展

的基础，更是流域生存的基本条件。水资源是

农业生产的命脉，是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生产

要素，也是第三产业发展必不可缺的资源。工

业用水主要包括冷却用水、热力和工艺用水、

洗涤用水。其中工业冷却用水用量占工业用

水总量的80%左右。火力发电、钢铁、石油、石

化、化工、造纸、纺织、有色金属、食品与发酵等

高耗水行业取水量约占全国工业总取水量的

60%（含火力发电直流冷却用水）。农业用水

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其用水总量

在全国用水总量中的占比超过 60%。黄河流

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2018 年黄河流

域9省（区）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的 36.03%，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35.37%。农业是沿黄地区的用水大户，2018

年黄河流域9省（区）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

为 64.20%，高于全国农业用水比例 2.80 个百

分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基

础设施建设，水利建设则应位居各类基础设施

建设的首位。交通、通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

设是振兴黄河流域区域经济的动脉，而水利建

设则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命脉。黄河流域9省

（区）总用水量从2005年的 1162.1亿立方米增

加到2018年的 1270.9亿立方米，增加了108.8

亿立方米，增长了9.4%。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北方经

济的重要支撑，具有“平衡南北方，协同东中

西”的作用，只有黄河流域的“崛起”才能挺起

北方经济的“脊梁”。当前，流域社会经济正处

于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在经济基础较好或具

有资源优势的地区发展尤为突出，高速的经济

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更加旺盛。黄河流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产业结构调整，而水资

源则是影响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布局和产业结

构调整的关键要素，通过强化流域水资源统一

管理和节约用水，可有效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

向，从不断挤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传统发展

方式向生态经济型的发展模式转变。

水资源是黄河建设幸福河的民生之源。

黄河流域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区域，是我国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解决好流域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

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

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黄河流域9省（区）生活

用水量从 2005 年的 143.8 亿立方米增加到

2018年的 187.9亿立方米，增加了44.1亿立方

米，增长了30.7%；2018年生活用水量占黄河流

域9省（区）用水总量的比例为14.78%，比全国

生活用水比例高0.49个百分点。虽然城乡居民

生活用水所占黄河水资源比例较小，但是城乡

居民生活用水的保障却关系到社会安定团结和

人民幸福生活。供水水质直接关系到流域农村

饮水安全。随着国家水污染治理和水环境水生

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黄河流域水质整体上

呈现出逐步改善的趋势。《2018中国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显示，2018年监测的黄河137个水质

断面中，优于Ⅲ类的断面占66.4%，然而从流域

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来看，改善供水水质仍然任

重道远。近年来，随着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实

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范化建设水平进一步

提高，城镇生活用水条件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得到空前增强。

黄河流域水资源的最
大刚性约束突显

黄河流域水资源衰减情势明显。黄河流

域处于中纬度地带，受大气环流和季风环流影

响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

活动的共同影响下，黄河流域水资源量呈现出

显著的衰减趋势，且近十几年衰减趋势尤为明

显。相关研究指出，黄河流域降水量总体有所

减少，且年内分配呈现出均匀化的趋势；受城

市化、农业灌溉、退耕还林、水土保持等人为因

素的影响，流域的实际蒸发能力增强，而产流

能力下降显著。降水产流过程的变化必然会

驱动着河川径流量发生改变。根据黄河流域

水资源评价成果，1919—1975年，黄河流域年

平均径流量 580亿立方米；1956—1975年，黄

河流域年平均径流量下降到 535亿立方米；进

入 21 世纪，年径流量仅为 459 亿立方米。

1961—2010年，黄河流域唐乃亥、兰州、头道

拐、龙门、三门峡、花园口以及利津水文站的天

然径流量呈显著减少趋势，其中，2001—2010

年相比1961—2000年黄河天然径流量减少了

8.8%～20.8%。未来 30年，国际上 18种气候

模式均预测气温将上升 1.5℃～2.2℃，18种模

式的综合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降水量将弱

增加，但这一预测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随着

上游冰川冻土变化、中游水土保持效果的进一

步显现，预测黄河下游来水量会进一步减少。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资源刚性需求旺

盛。2018 年，黄河流域总消耗水量 415.93 亿

立方米，其中农田灌溉耗水量为262.82亿立方

米，工业耗水量为53.38亿立方米，分别占流域

总耗水量的63.2%和 20.3%。为保障好国家粮

食安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黄河流域农

业灌溉用水需求将日益旺盛，以能源产业发展

为代表的流域工业用水需求将日益旺盛；同

时，随着黄河流域城镇化率提高，生活用水需

求也将日益增长。

黄河流域及相关地区是我国农业经济开

发的重点地区。黄河流域现有耕地面积 2.44

亿亩，农村人均耕地 3.45亩，约为全国农村人

均耕地的1.4倍。流域内和流域外引黄地区的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分别为 7765 万亩和 3300

万亩。由于后备耕地资源充足，黄河流域已经

成为我国粮食生产重要增长点。根据大型灌

区续建与节水改造等规划，流域最大有效灌溉

面积可达 9199万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保

障粮食安全依赖于水资源的支撑，黄河流域粮

食生产的水资源保障需求将日益旺盛。

黄河流域蕴藏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有

色金属资源丰富,煤炭储量占全国一半以上,

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

基地。全国 14大煤炭基地中有 7个在黄河流

域，9大煤电基地中有6个在黄河流域，随着中

东部能源资源逐渐枯竭，黄河流域已成为我国

能源接替区和战略储备区。以能源产业用水

刚性需求为代表的流域工业用水需求将日益

旺盛，预测 2030年流域能源产业需水量将近

30.0亿立方米。

2019年黄河流域各省的城镇化率除内蒙

古 自 治 区 和 山 东 省 外 ，均 低 于 全 国 平 均

60.60% 的 水 平 ，其 中 甘 肃 省 仅 仅 达 到

47.69%。与此同时，黄河流域以城市群发展为

特征的增长极正在形成，山东半岛城市群、中

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黄河“几”字弯都

市圈和兰州—西宁城市群等区域发展迅速，强

劲的城市化必将造成水资源刚性需求旺盛。

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偏高，其效率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黄河流域水资源量仅占

全国的 2%，却承担着全国 15%耕地面积和

12%人口的供水任务，人均水资源量仅有 408

立方米，为全国的五分之一，低于国际公认人

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据《黄河水

资源公报》数据，近十年黄河流域年均供水量

522.74 亿立方米，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

79%，远远超过了国际上公认 40％的警戒线。

黄河流域供水总量和地表水供水量呈现出增

加的态势，地下水开采量自 2012年起持续逐

年下降，但仍高达124.78亿立方米。流域地下

水超采量14亿立方米，超采区78个，超采面积

2.26万平方公里。

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还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2019 年，黄河流域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为21.6立方米，是当年全国平均值的

56%，约为全球高收入国家的1/3；黄河流域亩

均灌溉用水量为 319立方米，流域内主要省份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平均为 0.567，明显

好于全国平均值；黄河流域城镇人均生活用水

量为 162 升/天，农村人均居民生活用水量为

69 升/天，分别是当年全国平均值的 72%和

77%。总体来看，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在

全国处于较先进水平，但与世界上先进国家如

以色列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以色列万元 GDP

用水量为 15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为3.4立方米，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了0.87，所

以黄河流域还有较大的节水空间。

水资源短缺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随着全球变化的加剧

和流域大规模生态建设的推进，流域的水资源

衰减趋势明显，预计未来地表径流量大概率会

衰减到460亿立方米。在水资源衰减的同时，

流域用水量却刚性增长，从 1950 年的 120 亿

立方米增加到目前的 516亿立方米，黄河支持

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已到极限。与此同

时，黄河流域部分支流的水污染问题也比较突

出，水质劣变进一步减少了流域有效水资源，

使得水资源短缺问题雪上加霜。2018年监测

的黄河 137个水质断面中，Ⅳ类及以上断面占

比高达 34.5%。随着流域城市化推进、能源基

地建设、工业产业转型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的实施，黄河流域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愈发严

重，并将成为制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瓶颈，水资源将越来越成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刚性约束。

多措并举实现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支撑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通过水源涵养和水质保护，确保黄河有限

的水资源不被污染和破坏。黄河源区孕育了

多种典型高寒生态系统，以湿地生态系统最为

重要，水源涵养能力较强。一直以来，源区水

资源的丰缺度都是源区生态价值的基础性支

撑，更是事关整个黄河安危的关键所在。恢复

和增强黄河源区水源涵养功能，对提升黄河流

域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意义重大。一是

要加强黄河源区的生态保护。必须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的原

则，在源区加强退牧还草还湿、封山育林、沙化

草原治理、沼泽湖泊生态系统保护等综合治理

措施，加大扎陵湖、鄂陵湖生态保护力度，持续

提升河源区林草植被覆盖率，维护河源区河湖

生态空间和水源调节功能，增强水源涵养和地

表蓄水能力。二是要科学推进黄河水源涵养

区源区的生态修复。加强玛曲、若尔盖等区域

草原草甸湿地封禁保护，采用自然修复和工程

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对黄河青海段、甘肃段和

四川段水源涵养区自然湿地进行系统修复；加

强草原、森林、荒漠、湿地和河湖生态系统重点

保护和建设，建立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三是

以祁连山、秦岭、六盘山等支流水源涵养区为

重点，继续实施林草植被建设等生态环境保护

工程，提升支流源头的水源涵养能力。

水质污染对黄河流域有限水资源形成严

重威胁，保护水质就是保护水资源。黄河流域

劣Ⅴ类断面主要分布在汾河及其支流、涑水

河、三川河、清涧河等，陕西、内蒙古和山西是

COD的主要排放区域，陕西、山西和甘肃是氨

氮的主要排放区域，宁夏、陕西、甘肃、内蒙古

为工业污染物的主要排放区域。通过综合采

取源头预防、清洁生产、过程阻断和末端综合

治理措施，确保黄河流域有限的水资源不被污

染和破坏，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提供优质水资源保障。

通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增加水资源利

用效率和效益。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把水

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增加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引导流

域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一是

把农业节水作为主攻方向。节水主要包括减

少地下水潜水蒸发中超过作物吸收能力的无

效蒸发损失，减少田间大水漫灌的水面无效蒸

发损失，减少平原水库库面的蒸发损失，减少

渠系输水的蒸发损失。为此，须继续对流域内

大中型灌区实施现代化改造，规模化推进精准

高效灌溉技术，提高农业灌溉效率效益；同时，

还要控制灌溉面积增长，优化种植结构，减少

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因地制宜发展旱作农

业。二是把工业节水作为重点。严格高耗水

产业准入机制，倒逼能源、化工等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用水工艺提升改

造，通过大力提高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提升

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大力发展工业园区水

资源集约利用模式，通过循环经济、分质供水、

水资源梯级利用进一步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效率和效益。三是充分重视城乡生活节

水。在强化城乡供水管网等基础设施改造的

同时，推进节水产品的推广普及；大力推进居

民用水阶梯价格，以经济杠杆推动社会节水；

通过节水宣传教育引导全民增强节水意识。

通过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增加水资源

供应量。非常规水源是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

地表水、地下水的水资源，主要包括再生水、集

蓄雨水、淡化海水、微咸水、矿坑水等，能够可

再生利用，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常规水资源。

长期以来，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一直是以地表

水和地下水等常规的水源为主，非常规水源利

用量极为有限，流域非常规水资源挖掘潜力较

大。以山东省为例，除海水外，非常规水资源

总量约 132.54亿立方米，现利用率仅 12%，非

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前景十分广阔。因此，加

大黄河流域非常规水源的利用，既可增加流域

水资源的供应量，有效缓解新时期水资源短缺

的问题，也可有效降低流域水环境污染，提高

水资源承载能力。

通过水资源优化调度和分配，发挥水资源

综合利用效益。在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用

水的共同影响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河

流域水资源量持续减少，用水结构和特征、供

用水格局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使得流域水资

源紧张问题变得愈加严重，水循环过程变得异

常复杂。流域水循环不仅构成了社会经济发

展的资源基础，是生态环境的控制因素，同时

也是诸多水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共同症结所

在。水资源合理配置的本质，就是遵循自然规

律和经济规律，综合调控水循环过程各个环

节，优化黄河水资源调度与配置，保障合理用

水需求。因此，区域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要

以水资源的安全供给与可持续利用为基本前

提，兼顾除害与兴利、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

局，进行社会经济用水与生态环境用水的合理

分配；在严格落实“八七”分水方案的基础上，

建立引黄水总量刚性控制和水量调度弹性管

理机制；在不会对黄河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和不

占用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前提下，利用汛

期黄河来水多、时间集中的特点，实施错时调

水，最大限度发挥黄河水资源综合效益，有效

解决沿黄缺水地区生态、生活、生产用水困难。

通过外流域调水，逐步缓解黄河流域水资

源刚性需求。南水北调工程自 1952年提出以

来，已建成运行了中线和东线（一期）工程，西

线工程尚处于规划阶段。预测分析表明，黄

河水资源合理配置的全局性措施，是规划中

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这不仅有助于当前黄

河治理中防洪减淤、缓解断流和生态建设，有

助于加快西北地区的发展速度，同时也是保

证黄河长治久安的关键措施。因此，应当加

快西线工程的前期工作步伐，以减少过渡性

工程多处修建所导致的重复性投资。根据

2002年国务院批复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

划》，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分三期每年共调 170

亿立方米的水进入黄河上游，其供水范围可

完全覆盖黄河上中下游缺水区。从支撑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角度看，工程建成后可供给极

度缺水的西北地区，保障黄河上中游省区的

生活用水，重要城市群、重点区域工业用水，

以及现代农业和河道生态用水；从维护区域

生态安全角度看，工程建成后可增加河道生

态流量，提高入海水量，维护河口湿地生物多

样性，同时对遏制区域土地沙化具有重要作

用；从水沙调节角度看，通过黄河干支流梯级

骨干工程的联合调节，可建立完善的水沙调

控体系，有效改善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减轻河

道淤积。因此，加快建设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对于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注：文中部分引用前人研究成果，在此郑

重致谢）

执笔人：韩宇平 穆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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