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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宁夏水安全保障规划编制工作实践，结合“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新时期水利改革发展总基

调和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的新形势要求，从水循环全过程的广域视角出发，分析并提出了一个新的水生态规划工作的

通用思路框架，进而概括了宁夏水安全保障规划中的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工作六大主要任务，论述了有关规划任务的

概要内容，以期为有关方面开展水安全保障规划、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等编制工作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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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水安全保障规划中的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工作若干思考

丁志宏，冯宇鹏，丛 娜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规划发展研究院，天津 300222）

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部黄河流域上游地

区，与甘肃、内蒙古和陕西三省（自治区）毗邻，国土

面积6.64万km2，地跨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2个地

形区，地势南高北低，地貌类型多样，自南向北分为

六盘山山地、宁南黄土丘陵、宁中山地与山间平原、

灵盐台地、卫宁平原、银川平原和贺兰山山地等，一

般海拔在1 090～2 000 m。

宁夏地处我国西北内陆干旱半干旱区，属于典

型的大陆性气候，降水稀少，蒸发强烈，日照充足，风

大沙多，干旱半干旱区面积约占全区总面积的

80％。全区多年平均年降水量289 mm，由北向南递

增，变化在 180～800 mm；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1 250 mm，由北向南递减，变化在 1 600～800 mm；

大多数地区年日照时数在 2 800～3 000ｈ，输沙模

数为 2 000～12 000 t/km2·a。全区矿产资源和土地

资源丰富，但荒漠化严重，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生态

环境恶劣。由于全区地形地貌空间差异大、降水和

蒸发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按照自然条件、资源特点

和传统习惯，以 200 mm和 400 mm降水量等值线为

界，一般将宁夏分为北部、中部、南部3个区域。

2018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60周年。60 a

来，全区水利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20世纪 60年代

开工建设的青铜峡水利枢纽结束了银川平原2 000 a
无坝引水的历史，大幅提高了灌溉保证率；20世纪70
年代以来，在宁夏中部陆续兴建了同心、固海、南山

台子、盐环定等大中型扬黄工程以发展农业灌溉；

1999年国家加快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宁夏先

后兴建了沙坡头水利枢纽和扶贫扬黄灌溉一期工

程。据统计，截至2017年，全区建成水库313座，其中

大型1座（青铜峡水库）、中型水库34座，中小型水库

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各类水源井 34万眼，主要集

中在北部地区；水电站3座，分别为青铜峡、沙坡头、

泉眼山水电站，形成了以“两大枢纽、两大自流灌区、

四大扬黄工程”为骨干的水利工程格局，为宁夏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水资源支撑和保障。

宁夏境内的北、中、南三大区域的地形地貌、资

源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造成 3个区域的

水生态环境问题既有共性特点，又有分区特性，脆弱

的生态环境制约着区内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经济发

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2018年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

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

求，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的发展。水利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是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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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水利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是指能够满足不断

增长的水安全保障需求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

的发展，是供给更加可靠、生态更加友好、服务更加

均衡、管理更加高效、调控更加智能、风险更加可控、

系统更富弹性的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水利工程补短

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以及

水利基础设施的生态化改造是水利工程短板中的突

出短板，是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关键短板，未来的

水利基础设施必须成为生态基础设施的关键支撑[1]。

因此，水生态规划是宁夏水安全保障规划中的重要

内容。

1 现状概况

宁夏的水生态环境现状，可以归纳为生态地位

重要、本底条件脆弱，生态空间萎缩、径流演化不利，

水质总体向好、局部水质较差。

1.1 生态地位重要，本底条件脆弱

1.1.1 生态地位重要

宁夏是《全国主体功能区划》确定的我国生态安

全战略格局“两屏三带”中的“黄土高原－川滇生态

屏障”“北方防沙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西部

重要的生态屏障，在全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具有

特殊地位，保障着黄河上中游以及华北、西北地区的

生态安全。

宁夏涉及《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确定的

63个重要生态功能区中的 3个重要生态功能区，分

别是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防风固沙重要区、黄土高原土壤保持重要区和鄂尔

多斯高原防风固沙重要区，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

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区既是关中平原的天然屏

障，又是北方重要的分水岭，黄河水系的清水河、泾

河、葫芦河等均发源于此，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江河源

头水源涵养区域，对于维系黄河健康生命具有重要

意义。

1.1.2 本底条件脆弱

宁夏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为干旱半干旱地区，

年平均降水量 289 mm，南部年均降水量 400 mm以

上，引黄灌区年均降水量不足200 mm。本地水资源

量少、质差、时空不均、变幅较大，产水模数仅为1.73
万m3/km2·a，只有全国的 5.9%、黄河流域的 18.6%、

西北内陆河流域的49.6%。

宁夏北部沙漠环抱，中部土地沙化，南部黄土丘

陵，是地处农牧交错带的敏感生态脆弱带，中度以上

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区面积的40.23%，水土流失面积

占全区面积的 70% ，水生态对环境变化反应敏感，

遭受破坏之后较难恢复。

1.2 生态空间萎缩，径流演化不利

1.2.1 生态空间萎缩

（1）湖泊湿地萎缩。20世纪 60—90年代，受自

然和人为因素影响，引黄灌区湖泊湿地大幅萎缩。

据统计，1987 — 2010 年，银川平原湿地面积减少了

近 100 km2。近年来，通过河湖水系连通等措施，全

区湿地面积得到一定恢复性增长，2015年达到20.67
万hm2。

（2）草地退化。全区90%以上的草地出现退化，

面积达211万hm2，其中中度和重度退化约占70%。

（3）水土流失。全区尚有水土流失面积1.96万km2，

水土流失率 37.8%，水土流失仍是宁夏头号生态环

境问题，是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的突出因素。

（4）地下水超采。全区现有5个超采区，总面积

741 km2，其中银川市超采区面积 294 km2、石嘴山市

超采区面积447 km2，3个为一般超采区，2个为严重

超采区（均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惠农区），均是

浅层水超采区。

1.2.2 径流演化不利

根据相关的 16个水文站 1956—2016年的天然

及实测地表水资源量系列统计，在天然径流量方面，

仅有苦水河的郭家桥站、红柳沟的鸣沙洲站、贺兰山

的汝箕沟站呈增加趋势，其余13个测站均呈现衰减

趋势，尤其是南部测站的衰减趋势特别明显；在实测

径流量方面，全区主要河流断面的生态基流基本上

都能得到满足，只是在南部的7个站中有3个站在近

10 a中出现了生态基流未能得到满足的情况。具体

情况，如图1所示。

随着气候因素及下垫面条件的变化，宁夏南部区

域的产流量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呈现衰减

趋势，随着建设美丽宁夏、实现乡村振兴等战略规划

的部署实施，全区生产生活需水量都将不同程度地增

加，结构性缺水问题将愈发突出，生态需水存在水量

短缺、水质污染的风险，水生态系统退化风险在加大。

1.3 水质总体向好，局部水质较差

（1）黄河干流。2017年，黄河干流宁夏段监测

的 6个国控断面的全年水质类别为Ⅱ类，水质同比

总体好转；麻黄沟出境断面主要指标COD、氨氮和

总磷监测浓度较 2016年分别下降 10.0个百分点、

丁志宏，冯宇鹏，丛 娜：宁夏水安全保障规划中的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工作若干思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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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个百分点和 24.2个百分点。但是，黄河干流宁

夏段COD、氨氮和总磷浓度沿程均呈现增加趋势，

表明黄河干流宁夏段水污染问题依然严峻。

（2）黄河支流。2017年，宁夏境内黄河支流水

质总体为轻度污染，14个监测断面中的Ⅰ～Ⅲ类优

良水质断面所占比例为 57.1%，劣Ⅴ类重度污染水

质断面所占比例为14.3%；清水河、苦水河两大主要

支流的上游河段水质较好，为地表水Ⅱ类，但下游河

段因有生活、工业废污水直排入河而导致水质变差，

为Ⅴ类或劣Ⅴ类水质。

（3）水库、湖泊。2017年，宁夏大部分水库、湖

泊水质与所处河流水系的水质基本相同，全区10个
监测的重要湖库水质总体为中度污染，其中Ⅲ类、Ⅳ
类和劣Ⅴ类水质水体占评估湖库比例均为30% 。

（4）排水沟渠。2017年，宁夏境内主要引黄灌

区排水沟的水质总体为重度污染，除第一排水沟为

Ⅲ类水质外，其余排水沟水质均为劣Ⅴ类，生化需氧

量、总磷、氨氮指标普遍超标。典农河的 14个水质

监测断面中，除银川段、北塔湖南湖、七子连湖 3个
断面达标外，其余监测断面均未达标，断面水质达标

率仅为21.43%。

（5）水功能区。全区共划定 18个重要水功能

区，包括一级区11个、二级区7个。2017年，全区纳

入国家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考核名录的共有 14
个水功能区，其中 3 个水功能区不达标，达标率

78.6%，不达标的水功能区为葫芦河宁甘缓冲区、渝

河宁甘缓冲区、蒲河宁甘源头水保护区。

2 思路框架

目前，在现有的各级各类水资源规划（包括水生

态专项规划）中，关于水生态规划的规划任务的论述

是比较零散的，未成体系，系统性较差，整体感不

强。为此，笔者从水循环全过程的角度出发，站在系

统整体和空间全局的高度，将规划范围内的国土空

间划分为河道外的产水空间、河道内的汇水空间，结

合“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工程强监管”的新时期水

利改革发展总基调，将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水生态方

面的管理工作职能划分为水量、水质、水域 3个方

面，然后将空间与职能的划分内容进行组合，进而剖

析宁夏北、中、南3个区域在各个组合方面的现状问

题，再据此提出相应的规划措施、拟定相应的规划目

标（内容较多，图中从略）、描绘相应的规划愿景，形

成水生态规划的新思路框架，具体如图2所示。图2
所示的思路框架可以将现有各级各类水资源规划中

的水生态规划篇章（包括专门的水生态规划）所论述

的各项规划任务系统地归纳、整合、分类为框架里的

不同范畴，突出了空间因素，适应了加强国土空间管

控的新时代规划工作要求，提升了对水生态规划任

务的认识深度以及任务分类的系统程度。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水循环过程的系统性、复杂

性、交互性、广域性、普遍性以及水行政主管部门的

管理职能现实交错性，图 2中的各项规划任务在实

际工作中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交叉和重叠的内

容，如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这两个规划任务之间就

存在密切联系，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并不妨碍笔者提出的该规划思路框架的合理性、系

统性、创新性。

3 规划思路与任务

3.1 规划思路

针对宁夏三区特色鲜明、水生态环境问题共性

与个性并存特点，水生态规划工作应贯彻生态立区

战略，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

以宁夏主体功能区划为依据，以宁夏空间规划为基

础，分别针对河道内汇水区域、河道外产水区域的水

生态现状问题与成因特点，分区、分域、分步施策，根

据图 2所示的规划思路，以管好“盛水的盆”、护好

图1 宁夏有关水文站的天然径流量系列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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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里的水”为导向，以加强水生态空间管控为突破，

以实施节水减排控污为途径，以修复水域生态为核

心，以改善河湖水质为抓手，规划实施河湖岸线管

控、水功能区管理、生态流量管控、水土保持与水源

涵养、生态红线管控、面源污染管控六大任务，一河

一策、一湖一策，水域、水量、水质、水生态、水景观

“五管齐下”，固域、增绿、保土、补源、畅流、护岸、治

污、清乱、减淤、美景“十措并举”，高度重视水生态文

明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宣传教育工作，以良好水生态

环境带来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提升全民自觉、

自发、自为地保护水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促进水生

态治理的“自然良性循环”与“社会良性循环”双轮互

动态势形成，实现水生态自然文明和社会文明双提

升，建设美丽新宁夏，构建“五管齐下十措并举、南北

六区系统治理、一干八支绿色廊道、引黄扬黄线线生

机、山川原丘处处葱茏、湖泊湿地明珠璀璨”的水生

态保护与修复总体布局，维护流域水生态系统良性

循环，逐步构建空间均衡、功能完备、管理完善、保障

有力的“以线串点、聚线成面”的水生态安全空间格

局，率先在西部地区建成人水相亲、生态良好、环境

优美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筑牢祖国西北的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以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的

显著成效为宁夏水安全保障体系提供良好生态环境

资源本底、和谐社会环境文明氛围，在实现“让黄河

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宏伟蓝图的不懈奋斗中体

现宁夏担当、做出宁夏贡献。

水生态规划的总体布局可概要描述为：全域实

施河湖岸线管控、生态红线管控；北部结合生态灌区

建设，以水功能区管理、生态流量管控、生态红线管

控、面源污染管控为重点任务，推动水生态环境修复

与水污染防治，保护水资源；中部结合生态移民，以

水土保持与水源涵养建设、面源污染管控为重点，开

展自然修复与防护林建设，遏制荒漠化进程，涵养水

资源；南部依托小流域综合治理，以生态流量管控、

水土保持与水源涵养建设、面源污染管控为重点，深

入开展水土保持，适度进行生态移民。

3.2 规划任务

3.2.1 河湖岸线管控

以“九河八湖”为重点，开展以下工作：①确范

围：贯彻落实河湖长制，开展河湖岸线管理范围划定，

图2 宁夏水安全保障规划之水生态规划工作的思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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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权划界；②划功能：确定河湖岸线功能定位，编制水

域岸线管理规划；③订办法：制定河湖岸线用途管制

办法，实施用途管制制度；④强监控：建设全方位信息

化动态监控体系，建立健全评价预警机制；⑤重监管：

规范渉河建设项目管理，强化渉河建设项目监管。

3.2.2 水功能区管理

以“三条红线”中的纳污能力红线为依据，开展

以下工作：①定红线：核定水域纳污容量，确立水功

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控入河湖排污总量；②抓处

理：加快城市废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确保工业废水和

城镇废污水达标排放；③重乡村：开展乡村生活污水

处理标准体系建设，编制乡村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加

快乡村污废水处理设施建设；④强监管：完善水质监

测预警体系，建立健全监督考核制度，严格排水许可

管理；⑤促生态：开展人工湿地、滨水缓冲带等生态

工程建设，有效截留和降解河道水质污染物。

3.2.3 生态流量管控

以“九河八湖”为重点，开展以下工作：①定标

准：核定湖泊湿地规模，确定生态流量（水位），编制

河湖生态流量标准体系；②编方案：分析河湖补水来

源，按照河湖生态用水需求，编制河湖生态流量保障

方案；③订办法：建立河湖生态流量管理办法，实现

法制化管理；④做预警：建设河湖生态流量监控预警

体系，健全评价预警机制；⑤强监管：加强江河湖库

水量调度管理，重点保障枯水期生态基流；⑥固工

程：实施河湖水系连通和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工程，强

化生态流量安全保障。

3.2.4 生态红线管控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

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包括自

然保护区等禁止开发区域，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

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功能的生态功能

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盐渍化等生态环

境敏感脆弱区域。结合宁夏实际情况，本次规划主

要考虑以下生态红线的管控任务。

（1）饮用水源区保护，开展以下工作：①规范化

建设：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排查污染源，

加强规范化建设，杜绝饮用水水源地污染；②信息化

提升：建设饮用水水源地全方位信息化监控体系，健

全完善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应急预警机制；③超

采区水源置换：银川、石嘴山逐步转换黄河水为饮用

水源，解决水质差和地下水漏斗问题，同时加强城市

应急备用水源的建设。

（2）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开展以下工作：①强监

管：强化超采区地下水开发利用监督管理，严格取水

许可制度；②做置换：加快超采区的水源置换工程建

设，逐步将城市用水替换为黄河水。

（3）盐碱地治理，开展以下工作：①控源头：结合

宁夏地区水资源配置和高效节水灌溉发展，改变现有

的粗放灌溉方式，控制引水量，减少地下水补给；

②畅排水：采用自排强排结合、井沟结合、暗管沟道

结合实现排水通畅，采取井渠结合、以灌代排降低灌

区地下水位，把地下水位控制在生态合理的范围内；

③调结构：合理调整种植结构，限制水稻种植面积，结

合灌区信息化建设，加强地下水位监控和土壤改良。

3.2.5 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

以六盘山“三河源”、贺兰山、罗山地区为重点，

开展以下工作：①划范围：遵循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思路，划定清水河、泾河、葫芦河“三河源”水源涵

养区范围；②北部区：加强水土保持预防监督，有效

防控人为水土流失；③中部区：大力推进防风固沙，

营造防护林，遏制荒漠化进一步扩张；④南部区：开

展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封禁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

适度开展生态移民，着力加强水土流失治理。

3.2.6 面源污染控制

以构建市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模式为抓手，

开展以下工作：①面源控制：调整种植结构，科学使

用农药化肥，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市场化治理模式，建

设海绵城市，削减城市径流污染；②面源治理：加强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减少农村面源污染；

③末端控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减少水土流失，开展

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因地制宜地修建生态沟渠缓冲

带，实施城市建成区雨污分流工程，实现末端减污。

4 结语

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背景下，建成河湖健康、水质优良、生态稳健、水土涵

养的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体系是宁夏水安全保障规划

的一项重要规划目标。笔者提出的水生态规划思路

框架结构较为清晰地建构了水生态规划任务的逻辑

体系，明确了各项水生态规划任务之间的相互关系，

符合新时期水利事业要加强水生态空间管控的发展

方向，有助于提高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度，据此提

出的各项规划任务的具体内容符合宁夏实际情况，

有助于宁夏水安全保障规划总体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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