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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 是生产之要， 是生态之基。 5 月 15 日至 21 日， 是第 31 个 “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 今年宣传周主题为
“建设节水型城市，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相关数据统计显示， 我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 481.8 立方米， 不到全省多年人均水资源总量 1086 立方米的二分之一， 低于
国际公认的水资源极度紧缺标准人均 500 立方米， 属资源型、 工程型、 水质型缺水并存地区。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我市资源供需矛盾日趋突出， 水资源短缺问题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紧迫、 最直接、
主要的资源性约束条件。

一点一滴来之不易。 节约用水， 应成为每个单位、 每个家庭、 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实施国家节水
行动， 2018 年我市出台了 《淮南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实施方案》 （淮办秘 〔2018〕 7 号）， 提出了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总体
目标。 自方案实施以来， 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我市已圆满完成相关创建工作， 2021 年获得 “国家节水型城市” 命名。

截至目前， 我市成功创建安徽省省级节水型企业 （单位） 66 家， 省级节水型小区 24 个。

聚焦政治站位， 高位推动抓生态节水
建设国家节水型城市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深入

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 重要指示精神的关键举措， 是持续
实施国家节水行动的关键环节。 2018 年初， 我市提出创建
国家节水型城市的目标， 全市上下应声而动， 制定切实可
行举措， 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创建活动。

市政府成立高规格的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指挥部， 由
市长担任指挥长， 分管副市长任副指挥长， 市直相关部
门、 各区政府 （管委会） 等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 指挥部
办公室设在市城乡建设局， 具体负责节水型城市创建的组
织、 协调和推进落实工作。 印发 《淮南市创建国家节水型
城市实施方案》， 明确创建的工作目标、 工作内容、 实施
步骤， 以及各参创单位的职责。 市委、 市政府多次召开节
水创建专题调度推进会， 协调推进， 形成部门合力。

聚焦制度管水， 健全机制促规范用水
我市结合城市总体规划， 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

角度出发 ， 组织编制 《淮南市城市节约用水专项规划
（2019-2030）》 和 《淮南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 （2015-
2030）》， 分析全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行业用水效率和
节水潜力， 明确创建具体指标、 总体布局和主要任务， 制
定节水型城市建设和重点节水工程的实施计划， 谋划了一
批重点节水工程， 指明了节水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以规划为引领， 以制度为保障。 我市先后出台 《淮南
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 《淮南市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管理办法》 等政府规范性文件， 制定 《淮南市超定
额超计划加价累进加价收费管理办法》 等节水管理制度，
确保节水工作有章可依、 有规可循， 推动城市节水管理水
平不断提高。 为严格落实资金保障， 我市还出台 《淮南市
城市节约用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建立节水专项财政投
入制度， 规范节水专项资金管理， 提升节水专项资金的使
用效益。

聚焦科学管理， 开源节流提用水质效
在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中， 我市坚持把创建工作作为

建设 “最美淮南” 的有力抓手， 认真落实 “节约优先、 保
护优先、 自然恢复” 原则， 努力打造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空间格局， 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 加快绿色发
展， 还自然以宁静、 和谐、 美丽。

强化用水管理， 提高用水效能。 制定方法细则， 对城
区使用公共供水的非居民用水单位施行超定额超计划用水
管理， 对超定额超计划的用水户实施累进加价收费制度。
实行规范的节水统计制度， 开发淮南市城市节水管理信息
系统， 建立用水量前 150 名的用水大户监控名录， 通过远
传水表、 大口径水表监控等措施， 对其用水状况进行监控
管理， 确保有序用水。

强化地下水监管， 保障地下水安全。 落实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 加强日常监督， 完善用水户档案， 城市建成
区自备水计划用水率达 100%。 制定城区自备
井关闭方案， 开展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
内自备井排查工作， 加强地下水的监督管理，
严肃查处违章取用地下水行为 ， 维护
地下水资源管理的正常秩序。

强化节水 “三同时”， 提升源头管
治。 加强对城市新、 改、 扩建项目的
节约用水管理， 制定节水设施 “三同
时” （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 同时投
入使用 ） 办理流程 ， 在房地产开发 、
市政工程等工程项目上加强节水设施
“三同时” 管控， 进一步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

聚焦突出重点， 城市节水打造新亮点
为合理利用水资源 ， 我市着力推进旧网改

造， 将材质强度薄弱、 运行年限过长、 维修爆管
频率较高的水泥管、 铸铁供水管道更换为稳定可
靠的球墨铸铁管； 强化管网监管， 组建专业检漏
队伍对全市供水管网进行全方位探查， 建立 5 个
供水服务站 24 小时值守， 及时处理供水突发情
况； 通过 DMA 实时掌握全市供水状况， 进行科
学调度。 系列措施有效降低了城市供水管网漏损
率， 提高了供水效益。

在创建中， 我市大力开展节水技术改造及新
型节水器具的推广应用， 对部分生活用水器具销
售市场、 城市公共建筑用水器具进行专项检查，
全市节水器具使用率、 节水器具生产销售率达标
率均达到 100%。 各行业主管部门积极开展用水
单位和公共场所用水器具改造， 全市 100 余家机
关、 企业、 单位和小区完成了节水器具改造。

与此同时， 我市通过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加
强水源地保护、 实施黑臭水体整治等措施， 全力
改善城市水环境， 新建舜耕山湿地公园、 和平广
场公园和洞山公园等海绵项目， 完成人民路等城
市主次干道人行道透水铺装， 实施了一水厂、 二
水厂、 三水厂、 五水厂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人工隔
离围栏防护和一水厂取水口上移工程， 水质达标
率 100%。

聚焦宣传发动， 全民节水创浓厚氛围
群众是城市节水最重要的力量。 我市充分利

用 “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 “全国节约用水宣
传周” 等时间节点， 开展节水服务进企业、 进社区、 进学
校宣传活动。 每年举办 “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 启动
仪式， 通过设置宣传展板、 宣传牌， 发放节水手册、 宣传
单、 宣传用品等方式， 以推进水资源循环利用、 提高用水
效率， 让节水减排、 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为重点， 向城
乡居民普及节水器具知识， 宣传家庭节水方法技巧， 讲解
农业灌溉节水途径， 营造节水、 惜水、 亲水的良好氛围。
通过新闻媒体对节水创建工作进行报道， 在全市营造了良
好的节水创建氛围， 提高了广大市民参与国家节水型城市
创建的积极性。

同时， 我市广泛发动社区居民、 企业职工参观水利工
程、 水环境， 开展节约用水、 保护水环境宣传活动等， 把
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体现水资
源管理 “最严格” 的要求， 努力营造惜
水、 节水和爱水的良好社会风尚， 激发
节水行动内生动力。

点滴节水 ， 让城市更美好 。 珍惜

水、 爱护水， 不只在今天， 更在每一天， 需要久久为功。
2022 年， 我市在巩固城市节水建设成效和推进日常节

水工作有序开展基础上， 将创建第二批 12 家 （计划） 节
水型企业 （单位） 小区达标建设，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 落
实不少于 2 处雨水收集植草沟建设， 让海绵理念融入城市
节水具体工作。 全市将开展公共供水覆盖范围内的隐含自
备井排查及治理， 并开展用水器具大排查大治理， 进一步
消除非节水型器具。 同时， 将进一步贯彻落实节水减排有
关宣传工作， 大力开展节约用水主题宣传， 更新建设部分
节约用水宣传主题展板， 建设一处节约用水主题宣传阵
地， 持续激发市民爱水护水意识， 倡导市民积极行动起
来， 从自身做起， 从现在做起， 携手共建节水型社会， 共
创美好未来。

淮南市“全国城市
节约用水宣传周” 启动
�� 本本报报讯讯 今今年年 55 月月 1155 日日至至 2211 日日是是第第 3311 个个““全全国国城城市市节节
约约用用水水宣宣传传周周””。。 为为深深入入贯贯彻彻习习近近平平生生态态文文明明思思想想，， 实实施施国国家家
节节水水行行动动，， 推推进进城城市市节节水水减减排排，， 推推动动绿绿色色低低碳碳发发展展，， 55 月月 1155
日日上上午午，， 我我市市在在首首创创水水务务公公司司门门前前举举行行 22002222 年年““全全国国城城市市节节
约约用用水水宣宣传传周周”” 启启动动仪仪式式，， 进进一一步步增增强强广广大大市市民民节节水水和和科科学学用用
水水知知识识。。

今今年年节节水水宣宣传传周周活活动动主主题题为为““建建设设节节水水型型城城市市，， 推推动动绿绿色色
低低碳碳发发展展””，， 我我市市宣宣传传周周启启动动仪仪式式由由市市住住房房和和城城乡乡建建设设局局主主办办，，
市市水水利利局局、、 市市公公用用事事业业监监管管中中心心、、 首首创创水水务务协协办办。。 活活动动现现场场在在
严严格格落落实实疫疫情情防防控控相相关关要要求求的的前前提提下下，， 布布置置了了展展板板和和展展台台，， 工工
作作人人员员向向市市民民们们分分发发节节水水宣宣传传彩彩页页、、 宣宣传传政政策策法法规规、、 普普及及节节水水
小小常常识识，， 让让更更多多群群众众了了解解水水资资源源稀稀缺缺性性和和节节水水重重要要性性。。

据据悉悉，， 22001188 年年，， 我我市市提提出出创创建建国国家家节节水水型型城城市市的的目目标标，，
全全市市开开展展了了丰丰富富多多彩彩的的创创建建活活动动。。 在在市市委委、、 市市政政府府的的坚坚强强领领导导
下下，， 我我市市已已圆圆满满完完成成相相关关创创建建工工作作，， 并并于于 22002211 年年获获得得““国国家家
节节水水型型城城市市”” 命命名名。。

据据介介绍绍，， 我我市市还还将将开开展展节节水水科科普普宣宣传传进进校校园园、、 进进企企业业、、 进进
社社区区等等活活动动，， 大大力力宣宣传传水水法法律律法法规规及及节节约约用用水水科科普普知知识识，， 推推进进
节节水水护护水水志志愿愿行行动动，， 引引领领社社会会形形成成珍珍惜惜水水、、 节节约约水水和和爱爱护护水水的的
良良好好风风尚尚，， 营营造造全全社社会会关关心心、、 节节约约和和保保护护水水资资源源的的浓浓厚厚氛氛围围。。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吴吴 巍巍））

本版记者 吴 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