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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可欣 实习生 王子倩

“去年全年，我们盘活闲置、低效用地17宗 1182亩，全国
行业龙头企业广电运通、万洲汇等项目纷纷落地，这些项目全
部使用存量土地。”3月 18日，在得知鹤壁经济技术开发区土
地利用率等指标在全省产城融合型开发区中排名第一后，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办公室副主任宋玉敏自豪地说。

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务实举措。去
年，我省加快推进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制度改革，健全国土空
间规划和用途管制体系，搭建“4+3+1”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
系，出台市、县、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编制指南，让各
类产业用地布局更科学、土地利用更充分，形成生态保护刚性
约束。

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
之美，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的美好蓝图。我省
不断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实现绿色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去年，我省不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机制。建
立沿黄地区国土绿化、水土保持和矿山整治统筹推进机制，建
成沿黄生态廊道 330公里、造林 10.63万亩。同时，推行林长
制，构建长效机制，形成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强大合力，以“林
长制”实现“林长治”。

此外，我省不断健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体系，研究出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编制
多个专项规划；开展黄河滩区“三滩”综合治理试点，完成黄河
下游河道及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规划，建立黄河滩区综合
整治试点项目库。

为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发展方式，让更多群众共建
共享生态文明成果，我省建立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
理体系，扩大“无废城市”试点，健全废旧物资回收和分拣循环
利用体系。

垃圾桶上分别贴了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
垃圾等垃圾分类标签，在郑州的小区里，这样的分类垃圾桶随
处可见。

通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据统计，2021年，全省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3.5%，
平均优良天数256天。③5

□本报记者 谭勇

今年3月 22日，是第三十个“世界水
日”；3月22日至28日，是第三十五个“中
国水周”。我国确定今年“世界水日”“中
国水周”活动主题为“推进地下水超采综
合治理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深受缺水之困导致超采

“我省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403.5亿
立方米，居全国第 19位，人均水资源量
381立方米，耕地亩均水资源量340立方
米，分别约占全国人均和亩均水资源量
的 1/5 和 1/4。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
空间分布不匹配，尤其是豫中和豫北地
区严重缺水。”省水利厅厅长孙运锋表
示，水资源短缺已日益成为影响河南经
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制约因素。

长期以来，由于河南很多地区深受
缺水之困，一些地方长期超采地下水，导
致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地面沉降、水源
枯竭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除洛阳、三门峡和信阳外，我省其
余14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都有地下水
超采区。”省水利厅水文水资源处处长郭

贵明解释说，经初步测算，目前全省超采
地下水高达19亿多立方米。

“开源”增总量“节流”减用量

水资源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
资源，要从增总量、减用量两个方面，不
断提高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水平。对水
资源严重短缺的河南而言，意味着要“开
源”，也要“节流”。

去年年底，濮阳市实现了丹江水全
域覆盖。“利用南水北调地表水置换深层
地下饮用水水源，每年可减少地下水开
采量近 1亿立方米。”濮阳市委书记杨青
玖说，近 3年，濮阳全市累计减少开采地
下水3.3亿立方米。

“开源”就是持续开展地下水超采治
理，优化水资源配置，包括高效利用地表
水和非常规水（洪水、雨水、中水等），用
足用好南水北调水，充分利用引黄水，推
进地下水水源置换，开展河湖生态补水。

“‘节流’就是强化水资源节约利用，
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这是应对我
省水资源短缺、改善水环境的有效方法
和重要途径。”省节水办主任吴越告诉记
者，今年3月 1日起，《河南省节约用水条

例》正式施行，水资源最大刚性约束作用
进一步彰显。

综合治理效果明显

近年来，我省累计使用中央和省财
政补助资金 24.6亿元，先后选择 18个县
市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压减地下
水超采量2.65亿立方米。

用一组数字来说明治理效果：全省
地下水年均开采量从 2015 年的 120.65
亿立方米下降到了 2021年的 98.26亿立
方米；与实施地下水综合治理初期 2018
年相比，2021年年底全省同期浅层水水
位平均上升 1.75 米，深层水水位平均上
升2.33米。

2014年至 2015年，我省划定了地下
水超采区和禁采区、限采区，去年还对地
下水严重超采的区域暂停新增地下水取
水许可。同时开展南水北调受水区地下
水压采，通过水源置换、引水补源、节水
灌溉、取水井封填等治理措施，累计封填
取水井1.1万眼，形成压采能力5.06亿立
方米，50个城镇水厂年置换地下水约6.3
亿立方米。

前不久，省政府印发《关于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到 2025
年，力争压减地下水超采量10.61亿立方
米，南水北调、引江济淮、引黄工程供水
区城镇地下水超采量全部压减，其他区
域城镇地下水超采量压减 90%以上，全
省地下水水位降幅总体趋缓。到 2035
年，压减地下水超采量19.1亿立方米，除
分散居住的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和部分特
殊行业用水外，其他地下水超采量全部
压减，全省地下水实现采补平衡、水位止
跌回升，为全省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省水利厅党组
书记刘正才表示。③7

本报讯（记者 赵一帆）去年，我省
160个地表水水质监测国控断面中Ⅰ—
Ⅲ类水质占比 79.9%，高于国家目标 6.1
个百分点；无劣 V 类水质断面；城市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为
100%，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水质
稳定在Ⅱ类以上……这是 3月 21日，记
者从省生态环境厅得到的喜人数据。

水环境保护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早
在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响之时，省委、省政
府就谋划了水源地保护、黑臭水体治理、
全域清洁河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水
污染防治攻坚战 4大标志性战役，明确
了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路线图、时间表
和任务书。

“我们针对工业企业制定了一系列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完善了水质超标预
警制度。目前，全省所有具备建站条件
的省考断面、市控县级断面，均建成水质
自动监测站，实现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
覆盖到县，全天候监测预警。”省生态环
境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我省在全国率先制定实施《河
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并开展“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
效三年行动”。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投
运县级以上污水处理厂 382座，实现县
域污水处理厂全覆盖。

“到2025年，我省将完成乡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勘界立标及问题
整改，并且基本消除劣V类水体和县级城
市建成区黑臭水体。”该负责人表示。③9

●用水总量控制在260.7亿立方米以内

●万元GDP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 16%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 10%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629

让更多群众
共建共享生态文明成果

改革兴豫

让地下水让地下水资源更加充盈资源更加充盈
——写在第三十个“世界水日”到来之际

我省水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

制图/王伟宾

●压减地下水超采量2.65亿立方米

●地下水年均开采量减少22.39亿立方米

●在供用水结构中，地下水占比下降到44%

本报记者 谭勇 整理

●水龙头滴漏及时修。
实验表明，滴漏的水龙头，每
天浪费的水相当于3桶水的水量。

●用节水型马桶。如果是非节水型马桶，
可以把饮料瓶装满水后放在马桶水箱中，这

样每次可以节约一瓶的水。

节水小妙招节水小妙招

▶郑州市郑东新区七里河畔，水清
云淡，春光无限（3 月 21 日摄）。近年
来，郑东新区通过“河长+党员+志愿者”
治水护水新模式，切实保护水资源，守护
水生态。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我省近年来

“十四五”期末
□本报记者 李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浩

用户注册总量 1097 万，累计上线政务服务、便民应用
1603项……3月 21日，在郑州市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郑好办”亮出上线两周年成绩单。
2020年 3月20日，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郑好办”APP正

式亮相，自此，“掌上办”“零跑腿”成了郑州人办事的新常态。
围绕“一网通办”，“郑好办”通过破除各职能部门间的壁

垒，推动群众“最多跑一次”到“一次都不跑”，越来越多的市民
相中了“郑好办”。目前，“郑好办”用户注册总量占郑州常住人
口的 87%以上；累计办件 358.9万件，事项办结率达 99.7%以
上。去年，在“2021智慧中国年会”上，“郑好办”在全国100多
个城市APP中排名第七，获得“2021城市APP综合示范奖”。

“郑好办”围绕郑州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上线了一批服
务企业、人才，促进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事项。

推出的亲情在线平台，梳理发布了 8个市直部门、16个
区县880条惠企利民政策；上线高新技术企业首次认定奖补、
80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补助等44个财政补贴事项的在线申
报。2021 年 3月以来，通过“郑好办”已累计发放财政补贴
15.44亿元。

此外，配合郑州市系列人才政策上线的人才工作“一件
事”，涵盖了教育、医疗、交通出行等领域，通过“线上+线下”
融合互联为各类人才提供便捷高效的“全链条”服务。智慧停
车、智慧医疗、智慧文旅等依托城市大脑建起的数字化应用场
景，通过移动手机端服务大众生活，让市民“零时差”享受到城
市治理效能提升带来的幸福感。

“郑好办”诞生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两年来以科学精
准防控主力军的姿态保护着郑州人民的生命健康。截至目
前，“疫情防控服务专区”累计支持新冠疫苗接种信息预登记
470.7万人次，支撑1535万人完成核酸检测登记及亮码检测。

从政务服务到城市生活，“郑好办”的服务内容在不断延
伸，服务范围逐步覆盖至社区、乡村，服务重点也从功能应用
向服务体验转变。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局长郭程明介绍，近
期将上线“郑好办”4.0版本，“郑好办”电子钱包也即将上线，
可实现“一次绑卡，多场景支付”。③6

“郑好办”让办事“真好办”

●刷牙用水杯接水。每天早晚刷牙时，
要用杯子接水。长期坚持，三口
之家的省水量也相当可观。③6

本报记者 谭勇 整理

□谭勇 郭贵明 国立杰

今年 2月 28日，河南省政府印发
了《关于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的
实施意见》。针对广大干部群众比较
关注的有关问题，河南省水利厅负责
人在“世界水日”到来之际接受了专
访，并对我省地下水治理相关情况进
行了解读。

一、为何要研究制定《关于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总体来说，研究制定该实施意见
势在必行、恰逢其时。

一是中央有部署。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下水超
采治理与保护工作，并做出了一系列
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要
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
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
约束。《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等，对地下水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是《条例》有规定。2021 年 10
月国务院颁布《地下水管理条例》，
明确规定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方案，经省政府批
准后实施。

三是实施有基础。近年来我省划
定了地下水超采区和禁限采区范围，
组织开展了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
和南水北调受水区地下水压采，以及
农村供水规模化、市场化、水源地表
化、城乡一体化试点。经过多年的积
极探索，为全面系统地组织实施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
验。同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即将实
现通水的引江济淮工程也为实施水源
置换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是现实有需求。我省是一个人
多水少、时空分布不均的省份。部分

区域为了保障城乡用水和农业灌溉，
常年大量开采地下水，造成了地下水
超采问题。总体上看，虽然地下水管
理和治理取得了较大进展，部分区域
地下水位止降回升，但超采治理任务
还很繁重。

二、何为地下水超采区？地下水
有哪些分类和区别？

地下水超采区，是指地下水实际
开采量超过可开采量，引起地下水水
位持续下降、引发生态损害和地质灾
害的区域。

地下水分为浅层地下水和深层承
压水。浅层地下水，指与大气降水和
地表水存在密切联系的潜水和弱承压
水,降水和地表水能够较快补充。深
层承压水，指埋藏较深、与大气降水和
地表水体没有密切水力联系，无法补
给或者补给非常缓慢，一旦开采，很难
恢复。在深层承压水中，还有地热资
源比较特殊，开发利用须严格监管。

三、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方面主
要有哪些困难？有哪些破解措施？

主要有两大困难：一是水源不
足。部分区域之所以大量开采地下
水，客观原因是地表水严重短缺。浅
层水超采区主要位于海河流域的安
阳、鹤壁、濮阳、新乡、焦作等地，还有
淮河流域的开封和商丘部分区域。这
些地方灌溉用水严重短缺，主要依靠
浅层地下水保障粮食生产。深层承压
水超采区主要位于淮河流域的商丘、
周口全域和开封等部分区域，这些地
方地表水严重短缺，主要依靠深层承
压水保障城乡居民用水。二是资金不
足。减少地下水开采，需要建设大量
水源置换、引水补源和高效节水等工
程，初步测算总投资需 400 多亿元。
近年来，我省利用中央和省财政投资
20多亿元，在18个县市组织开展了综
合治理试点。动员各地利用社会融资
和专项债等资金 100 多亿元，开展了

乡村水源置换工程建设。但要全面完
成地下水治理任务，资金投入还严重
不足。

针对这些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应
对措施：

从多渠道增加水源补给和提高用
水效率两个方面破解水源不足难题。
针对浅层水超采，一是推进调蓄工程、
水系连通工程建设，利用黄河、南水北
调雨洪资源，实施灌溉水源置换、引水
补源，补充地下水。二是推进高效节
水灌溉规模化、集约化，提高农业用水
效率，减少地下水开采。针对深层地
下水超采，一是利用南水北调水、黄河
水、引江济淮水和其他当地地表水，实
施城乡供水水源置换，停止开采地下
水。二是加快工业节水减排，加强城
镇节水降损，提高工业、生活用水效
率，减少地下水开采。

通过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破解
资金不足难题。一是积极争取中央

财政支持，加大省级投入，对于地下
水治理积极性高、具备水源置换条
件的超采区县市，优先给予一定补
助，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激发各地地下水治理积极性。二是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社会资本
投入地下水超采治理。比如，水源
置换工程推进较快的濮阳、平顶山、
焦作、安阳等地，主要是利用了社会
融资和专项债。

四、在推进实施意见贯彻落实方
面，今年有哪些主要打算？

今年是贯彻落实《关于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第一
年，我们打算抓好五项重点工作：一是
督导各地加快编制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实施方案；二是研究制定年度重点
工作方案；三是推进出台地下水管理
办法；四是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取用水
行为；五是抓好地下水治理工作的督
导考核。

珍惜地下水 保护水资源

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世界水日”到来之际就《关于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专访河南省水利厅负责人

●用盆接水洗碗做饭。淘米、洗菜、洗
碗筷时，最好用盆接水洗。同样是洗一个碗，
用盆接水洗比用水龙头直接洗能节水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