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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节水是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问题

的重要举措，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撑。“十三五”时期，我省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加快补齐节约用水基

础短板，加强节约用水监管力度，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显著提

高。2020 年 6 月，我省高规格印发《浙江省节水行动实施方案》，

为展现浙江节水的“重要窗口”提供了总体目标和工作路径。 

“十四五”是我省开启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高水平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是全面实施浙江

节水行动和深入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关键期，对供水安全保障

能力和应对极端干旱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2020 年 9 月，我厅

组织开展《浙江省节约用水“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编制。《规划》范围为浙江省全境，现状水平年为 2020 年，规划

水平年为 2025 年。 

《规划》在分析总结我省节约用水成效、存在问题和面临形

势的基础上，全面实施《浙江省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强化水资

源刚性约束，加强节水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节水体制机制，提出

了“十四五”期间我省节约用水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区域节水布

局、重点领域节水任务及保障措施。《规划》可作为全省“十四五”

期间推进节约用水工作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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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形势 

“十三五”时期面对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供需

矛盾突出的问题，浙江省一方面通过工程措施从供给侧增加

水资源有效供给，另一方面通过管理措施从需求侧强化水资

源节约，深入实施节水行动、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建

设了一批节水供水工程，出台了一系列节水政策法规，全省

节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节水成效 

“十三五”期间，我省全面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和“绿色发展”理念，

高位推动“五水共治”抓节水，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全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重点领域节水有序推进、

体制机制逐步健全、节水意识明显增强，初步形成了政府主

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

体制机制，顺利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见

表 1-1），节水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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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十三五”节水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序号 指标名称 
“十三五” 

规划目标 

“十三五” 

期末完成 

1 用水总量（亿 m
3） ［<224］ ［163.9］ 

2 生活和工业用水量（亿 m
3） ［＜124.6］ ［83.1］ 

3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率（%） 23 37.1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m
3） ［<35］ ［27.4］ 

4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率（%） 20 50.1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m
3） ［<24］ ［15.0］ 

5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600 0.602 

6 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率（%） 67 93 

7 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万亩） 100 118 

8 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人口（万人） 803 1054 

9 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78］ ［97.5］ 

10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 ［≤10］ ［5.6］ 

注：1、[ ]为期末达到数，其余为期内完成值，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万元国

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完成情况采用 2015 年可比价； 

2、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主要针对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

的 717 个重点水功能区，评价指标为 COD、氨氮两项指标。 

 

一是用水效率南方地区领先。坚持“节水就是减排、节

水促进增效、节水惠及民生”的理念，按照节水优先方针，

全面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深入实施节水行动，有效控制

了用水总量的增长，优化了产业结构，提升了用水效率，实

现了 GDP 持续增长下的用水总量负增长，水资源利用效率

逐步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在国内南方地区处于领先水平，

连续五年获得国家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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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我省用水效率指标在全国排名变化表 

指  标 2015 年 全国排名 2019 年 全国排名 提升位次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m³） 

43 5 28.7* 4 1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m³） 

30 8 17.6* 6 2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582 10 0.602 9 1 

人均综合用水量（m³） 337 13 286 9 5 

注：标注“*”的指标采用可比价。 

表 1-3    我省与部分高收入国家用水效率指标比较表 

类别 
人均综合用水量 

（m
3） 

万美元国内生产总
值用水量 
（m

3） 

万美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m

3） 

全省平均 286 184 124 

高收入
国家 

英国 171 44 80 

新加坡 120 23 54 

以色列 274 91 / 

瑞士 251 34 41 

瑞典 287 55 127 

日本 630 136 75 

澳大利亚 741 137 150 

 

二是节水管理体系逐步健全。省政府成立了省水资源管

理和水土保持工作委员会，建立了节水工作常态化运行机制；

推进水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全省 2600 余家规模以上自备

取水户实现取水实时监控，生活和工业用水计量率提高至 85%

以上；完善节水标准体系，修订颁布《浙江省用（取）水定

额（2019 年）》，涵盖了农业、工业、城市生活及服务业等

59 个行业、932 项产品、2875 个定额值，定额覆盖面、合理

性、实用性、先进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健全省市县三级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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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完成 11 个跨市级行政区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和生

态流量（水量）管控试点工作。 

三是节水体制机制逐步完善。节水政策制度不断完善，

先后印发和实施《浙江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浙江省水

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 加快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实

施方案》《浙江省节水行动实施方案》《浙江省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总体实施方案》，出台《浙江省水资源条例》；修订印发

《浙江省节水型城市申报与考核办法》《浙江省节水型城市

考核标准》；落实新一轮绿色发展财政奖补机制；落实水资

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全面推进“区域水资源论证+水耗

标准”改革，全省 150 个平台完成了区域水资源论证编制和

批复。 

四是节水基础设施稳步推进。全力推动高效节水灌溉

“四个百万工程”建设，全省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超过 350 万

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602；大力推进高耗水

行业节水型企业创建，创建率达到 93.7%，对 2648 家企业开

展清洁生产审核，淘汰 6250 家落后和严重过剩产能企业；

持续推进城镇公共供水管网降损，新建供水管网 5653km，

改造供水管网 5838km，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降至 5.6%；

积极推进再生水、雨水、海水等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再生

水利用率提高至 20.27%。 

五是节水载体示范效应初显。强化示范引领，节水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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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成效突出，目前全省 6 个行业、6 家企业获国家水效领

跑者称号，8 个设区市、3 个县（市）建成国家节水型城市，

75 个县（市、区）完成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完成 242 个省

级节水型灌区、2252 个省级节水型企业、8115 个公共机构

节水型单位、1828 个省级节水型居民小区和 95 个节水宣传

基地建设。通过节水载体示范引领，有力推动着全民节水、

全社会节水深入开展。 

六是节水实践取得创新突破。宁波市率先提出“分质供

水、优水优用”，逐步建成姚江大工业、杭州湾新区航丰等

工业水厂，供水能力达到 70 万 m
3
/d；绍兴市率先建立智慧

水务体系，实现精准高效控漏，市区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连

续多年控制在 5%以下；金华市围绕“生活节水与污水再生

利用”为创新突破重点，深入探索南方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

建设和水资源循环利用的新模式；长兴县在全县推动“合同

节水管理”试点，有效发挥市场机制推进节水。 

（二）存在问题 

过去我省在节约用水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大

成效，但对标国内外先进水平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

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 

一是节水制度体系有待健全。节水政策制度和组织体系

需进一步适应新时期节水工作要求，节水配套制度尚不完善，

节水管理刚性不足、约束力不强。节水定额标准强制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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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强制性条文较少，实际操作应用还面临诸多困难，规范约

束用水行为力度不足。此外，节水绩效考核与责任追究制度

不健全，对浪费水或不节水的用水行为惩戒力度不强。 

二是节水激励政策尚不完备。缺乏完善的节水财税引导

和激励政策体系以及稳定的资金投入渠道，节水工作主要依

靠行政手段推动，偏重管理和技术措施，市场化机制在节水

领域尚未真正发挥效果。大部分地区水价形成机制不完善，

水价和用水成本难以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和供水成本，导致

全社会节约用水内生动力不足。 

三是节水基础设施存在短板。我省田间工程管理和灌溉

方式较为粗放，大中型灌区仍存在渠系建筑物老化、渠系防

渗率低等问题，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率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

半，大中型灌区取用水计量设施覆盖率较低；工业企业用水

水平参差不齐，水资源循环化利用水平不高；城市公共供水

管网漏损率不平衡现象明显，仍有个别县级城市公共供水管

网漏损率尚未达到 10%，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6%~8%；再

生水利用配套工程普遍不完善，全省再生水利用大部分为河

道生态补水，直接回用于工业及市政的水量较少。 

四是水源分质供水亟待推广。我省沿海平原及浙中盆地

城镇化水平高、人口及产业集中集聚，区域水资源水环境压

力较大，但目前除宁波市区、绍兴市区和义乌市已基本实现

水源分质供水外，其他区域“分质供水、优水优用”尚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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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循环利用、再生利用水平较低。全省 53%以上的省级以

上开发区（园区）地处优质水资源缺乏区，优质水资源短缺

的区域园区水源分质供水亟待推广。 

五是节水监管能力尚且不足。基层节水管理队伍能力不

足，节水人员配备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工作要求；节水技术

标准体系尚不完善，从事节水的社会服务团体、科技支撑力

量培育不足，节水社会服务体系尚未形成；节水数字化、智

慧化管理水平不高，水资源精准调度能力不足，数据资源共

享机制不健全，节水管理行政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 

六是节约用水意识仍需提升。社会公众对我省水情认识

不足，部分地区重开源轻节流、重末端治理轻源头管控的惯

性思维尚未根本扭转，部分地区简单依赖引调水解决水资源

短缺、水环境问题的思路亟需改变；节水就是减排、就是保

护的意识没有深入人心，水忧患意识尚未在全社会普遍建立，

节水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没有形成社会风尚。 

（三）形势要求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理念引

领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我省将开启高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征程。进入新发展阶段，节水工作需要全面提升标

准，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浙江节水实践创新面临新的使命

和机遇。 

一是生态文明建设为节水提供了新机遇。贯彻落实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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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思想，坚持“节水优先”“绿色发展”，以水定需、量水而

行，加强水资源节约保护，有效控制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口、经济等与水资源相均衡，

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促进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

静、和谐、美丽，建设宜业宜居的美丽浙江。 

二是高质量发展对节水提出了新要求。“十四五”时期要

着眼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

和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全面推进

节约用水，转变用水方式，淘汰高耗水高排放高污染的落后

生产方式和产能，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推动

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全面提高水资源利用

效率和集约安全利用水平。 

三是水安全战略对节水提出了新要求。我省水资源总体

丰富但人均不足，且水资源与耕地、人口分布、生产力布局

以及经济发展状况极不匹配，存在区域性、季节性、结构性

缺水。跨区域、跨流域调水难度大、成本高，必须通过开源

节流并举，实现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从而提高水资源供给

韧性和应对极端干旱能力，为全省一体化发展提供更加安全

可靠的供水安全保障。 

四是节水是全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坚持节水是减

排增效、保护环境的治源之策，统筹建立水资源高效利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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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健全节约用水体制机制，强化水资源系统治理、综合治

理和源头治理，推动水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为实现“两

个高水平”提供有力保证。 

五是实施节水行动为“十四五”节水奠定了坚实基础。

《浙江省节水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近远期有机衔接的总体

控制目标，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一项双控行动、六大节水

工程、八项政策机制”的“168”体系，全省 20 个部门联合

推动，省市县三级同步实施，为“十四五”时期我省节水工

作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节水优先，切实推动用水方式向

节约集约转变。立足浙江省水资源条件，紧密结合区域经济

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需求，将节水作为节能减排和水安全保

障的重要举措，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作用，促进用

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将节水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以水资源高效和可持续利用助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加强政府对节水的引导和规



 

 - 10 - 

 

制作用，落实目标责任，完善考核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水

资源配置和导向作用，不断增强全社会节水内生动力。 

坚持总量控制、效率优先。坚持并严格落实节约优先，

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按照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的要

求，合理确定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目标。 

坚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统筹考虑行业特点，按照各

行业用水特点和用水水平，确定各行业节水重点，合理安排

节水工程和节水措施，规范各行业用水行为。 

坚持制度创新、科技引领。加强节水制度建设，创新激

励约束机制。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利用数字化技术，推动各

行业节水，建立全社会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坚持典型示范，创先争优。通过节水型社会建设和节水

型城市创建，充分发挥节水典型工程的示范效应，以点带面，

提高全社会节水意识，促进各行业做好节水工作。 

坚持全面参与、自觉节水。树立节约优先、保护优先、

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加强节水及“洁水”宣传，引导和增强社

会参与，形成全社会爱水、护水、节水的良好风尚。 

（三）规划目标 

加强节约用水是水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撑，是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要求，是生态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全域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一环。“十四五”期间应继续深入贯彻“节水优

先”，把节约用水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



 

 - 11 - 

 

重要举措，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努力把浙

江建设成为南方地区实施国家节水行动的标杆省份。 

——控制总量：全省用水总量控制在 196 亿 m
3 以内，

再生水、海水和雨水等非常规水利用量明显提升。 

——提高效率：用水效率指标持续向好，万元国内生产

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均较 2020 年降低 16%

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615 以上。 

——健全体制：节水政策法规体系、标准体系、市场机

制基本完善，技术支撑能力不断增强，节水投入机制逐步完

善，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节水运行机制和节

水产业。 

——提升能力：水资源监测监控能力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取水在线监控率达到 90%，建成全省节水数字化平台，实现

跨部门、跨层级节水数据共建共享。 

——增强意识：全社会形成良好节水风尚，全民节水意

识普遍增强，全省水资源节约循环利用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重点突破：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率达到 100%，

所有设区市达到国家节水型城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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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十四五”节约用水主要目标指标表 

序号 分类 指标 
现状值 

（2020 年） 

目标值 

（2025 年） 

1 

总体目标 

用水总量(亿 m
3
) 163.9 ＜196 

2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率（%） / ＞16 

3 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率(%) 93 100 

4 

分领域 

指标 

农业节水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602 ＞0.615 

5 
万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节水设备安装

率（%） 
80 100 

6 

工业节水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率（%） / ＞16 

7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85.55* >91 

8 高耗水行业节水型企业创建率（%） 80 90 

9 

城镇节水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 5.6 ＜9 

10 
县（市、区）级以上机关节水型单位建

成率（%） 
50 100 

11 非常规水

利用 

再生水利用率（%） 20.27 
20（缺水城市

25） 

12 海水淡化产能规模（万 m
3
/d） 40.4 55 

13 能力提升 取水在线监控率（%） 80 90 

注：1、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率是指 2025 较 2020 年下降

率。 

2、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现状值来自《浙江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3、高耗水行业节水型企业创建率现状值及目标值的确定标准依据《浙江省用（取）水定

额（2019）》。 

3、带“*”指标为 2019 年值。 

三、重点区域 

按照以水而定、量水而行要求，严格水资源刚性约束，

按照我省不同区域水资源禀赋、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承载能

力、经济社会发展布局等条件，以水为先、以水为限，聚焦

环杭州湾区、温台沿海区、金衢丽区等区域，确定节水布局。 

（一）环杭州湾区 

环杭州湾区作为浙江省政治、经济、人口中心，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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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产业集聚发达，是经济活动和资源消耗的重点区域，

人均水资源量少，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是水资源尤其是优

质水资源最为紧缺的区域。要突出刚性约束，全面实施水源

分质供水，持续加大非常规水利用，紧抓高耗水企业节水，

促进经济社会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协调发展，推动实现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一是全面实施水源分质供水。环杭州湾区位于长三角核

心区，产业集中、人口集聚，优质水资源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针对优质水资源承载能力不足的现状，应加快推进千岛湖引

水受水区杭州市、嘉兴市水源分质供水工程建设，持续推进

宁波市、绍兴市水源分质供水，进一步置换城市公共供水系

统中工业用水。 

二是持续加大非常规水利用。环杭州湾区是长三角重要

的制造业基地，企业分布密集，河网水生态水环境压力较大，

应持续加大区域内的非常规水利用规模，提高工业企业内部

用水效率。将浙能长兴电厂再生水利用的成功经验在区域内

推广，优化供用水结构、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水资源利用效

率和水环境保护效果。宁波舟山等地继续加大海水直接利用

及海水淡化规模。 

三是紧抓高耗水企业节水。针对环杭州湾区石化化工、

纺织印染等高耗水企业数量多、分布广的现状，推动高耗水

工业企业节水改造，推进工业园区水循环利用，提高用水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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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推广应用节水先进成熟工艺、技

术和装备，建设一批重点水效提升项目和节水标杆园区。 

（二）温台沿海区 

温台沿海区作为我省沿海开放城市，是我省大湾区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总体水资源承载力

较强，但区域内部也存在水资源承载力空间分布不均衡问题。

应强化非常规水利用，积极推进水源分质供水，严控供水管

网漏损，加大工业企业节水改造力度，以节水促减排，加强

污染治理，修复平原河网及近岸海域水生态环境。 

一是强化非常规水利用，推进水源分质供水。围绕循环

经济、海洋经济和温州都市区等发展要求，针对区域内水资

源分布不均衡的现状，一方面实施引调水工程保障水资源供

给，另一方面强化内部挖潜，通过非常规水利用及水源分质

供水解决优质水短缺的问题。在优质水资源承载力偏低的温

黄、温瑞等平原区实施一批水源分质供水工程，以节水促减

排，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加强污染治理，修复水生态环境。

推动近海及海岛地区海水淡化规模化应用，台州湾循环产业

集聚区等高耗水工业园区优先利用海水。 

二是降低供水管网漏损。目前温台沿海区供水管网漏损

率高于全省平均值，应持续推进区域内城乡供水老旧管网更

新改造，降低原水输水损失率和制成水供水管网漏损率，加

强公共供水系统运行监督管理，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分区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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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建立精细化管理平台和漏损管控体系。 

三是推进工业节水降污。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严格

控制高耗水和高污染项目，推广先进的节水工艺、技术和设

备。实施工业节水技术改造，支持企业开展节水和水循环利

用设施建设，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用水效率，降低污

水排放量，以“海陆一盘棋”的理念促进工业节水减污，以

平原河网和近岸海域水质改善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和空间布

局优化。 

（三）金衢丽区 

金衢丽区是我省钱塘江、瓯江等流域的发源地，生态环

境优越，是国家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是浙西南生态

屏障区。区域内水资源总量丰富、总体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较

低，水资源承载能力较强，但节水意识和节水水平均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应以农业农村节水、统筹“三生”用水及优化

产业布局为重点，推进源头治理，切实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

低效向节约集约转变。 

一是加强农业农村节水，提升节水意识。结合大中型灌

区节水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发展

喷灌、微灌、低压管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推广水肥一体化技

术，加大田间节水设施建设力度，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抓好田间用水管理，进一步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通

过农村供水管网提升改造降低管网漏损率，严格执行农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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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收缴制度，杜绝“长流水”，加强节水宣传，提升区域节

水意识。 

二是统筹“三生”用水，严控地下水开采。贯彻落实生

态优先原则，强化水资源管控指标约束，制定主要江河流域

水量分配方案，明确水资源利用上限和生态流量底线，保障

河湖生态基本用水需求和重点控制性断面生态下泄水量。严

格执行地下水禁限采制度，除发生特别严重干旱或者供水安

全事故需要应急用水外，禁止开采深层承压地下水，逐步减

少存量地下水开采量。 

三是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因地制宜推进水源分质供水。

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严控高耗水、高污染的企业由沿海地区

向金衢丽山区转移，加快淘汰落后高耗水工艺、设备和产品，

严格重点行业取水定额管理，提高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用水

效率，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在钱塘江、瓯江干流沿线区的工

业园区逐步实施水源分质供水。 

四、重点任务 

通过实施“一项行动”、推进“六大工程”、完善“八项

机制”，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全民行

动的节水新局面。 

（一）实施“双控行动” 

1、强化用水总量管控。 

健全省市县三级区域用水总量、强度控制指标体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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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年度用水控制目标管理，开展县域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

合理确定产业布局和发展规模。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对开发

利用接近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区域，依法限制或暂停审批新增

取水许可，倒逼落实节水责任，督促转变发展方式，严控用

水总量。深入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到 2025 年，所有县（市、

区）达到节水型社会建设标准。 

2、推进江河水量分配 

制定主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明确水资源利用上限

和生态流量底线，强化流域用水管控。到 2022 年，完成钱

塘江、瓯江、苕溪、甬江、椒江、飞云江等跨区域主要江河

水量分配；市级层面继续推进跨县（市、区）河流水量分配。 

3、推行区域水资源论证 

结合美丽园区创建、国际产业合作园的设立和整合提升，

全面推行“区域水资源论证+水耗标准”制度，明确产业平台用

水总量和强度控制指标，制定项目准入水耗标准，简化取水

审批程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到 2025 年，区域水资源论

证完成率达到 100%。 

4、实施用水全过程管理 

严格落实规划水资源论证制度。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审批办法》中明确在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中设置相应的专题落

实水资源论证的要求。完善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

全面推行节水评价工作，控制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严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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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跨区域、跨流域引调水规模。从严审批新增取水许可，坚

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加强对重点用水户、特殊用水行业

用水户的监督管理，依法将用水户违法取水和建成水效领跑

者、节水标杆等信息纳入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二）推进“六大工程” 

1、农业节水增效 

一是持续推进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推进一批大中型灌

区节水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完善渠首工程和骨干工程体

系，改造或衬砌干支渠道，推进管道输水。“十四五”期间，

对全省 28 个大中型灌区进行节水续建配套改造及相应渠系

建筑物建设，建成一批节水型灌区。 

二是实施农业节水灌溉。统筹规划、同步实施高效节水

灌溉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田间节水设施建设力度，推广

喷灌、微灌、低压管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结合化肥减量

增效等项目，提升水肥一体化技术示范推广力度，确保全省

水肥一体化面积保持在 50 万亩以上。加快种植结构优化调

整，发展精品化、高效化、集约化农业，持续推进农业“两

区”建设。 

三是发展节水畜牧业渔业。大力推进养殖场提升改造，

结合高标准现代猪场、美丽牧场和国家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

场等建设，重点推广应用源头节水设施设备、生产过程干清

粪工艺，积极探索末端废水无害化处理后回用等节水模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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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规范取水用水和计量监测。“十四五”期间每年开展

规模养殖场节水改造与建设 50 家。继续推进渔业健康养殖，

发展工业化循环水生态养殖，减少水产养殖用水，有序推进

规模以上养殖主体实现养殖尾水零排放。“十四五”期间新

建各类渔业循环水养殖示范点 11 个。到 2025 年，年出栏万

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场节水设施设备安装率达到 100%。 

四是推进农村生活节水。实施农村供水安全保障工程，

加快村镇生活供水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与改造，实行计量收

费，全面落实水费收缴制度。因地制宜推进农业农村污水资

源化利用，推广分布式一体化污水处理模式，鼓励农村污水

就地处理和回用。“十四五”期间新（扩）建规模化水厂 98

座，管网延伸 1036.61km，安装进出水厂计量装置 217 处，

更新“一户一表”17.12 万块。细化完善农村公厕建设改造指南、

运维管理导则，评定 10000 个省级星级公厕，推动农村无害

化卫生户厕基本覆盖。 

五是加快农业节水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重点推动用水

精准计量、精准节水灌溉控制技术、渠系和管网漏损监测智

能化技术研发，推广一批适应我省农业经营模式的灌溉节水

新技术。破解先进节水技术设备推广难题，建立涵盖节水技

术设备信息宣介、资源共享的农业节水服务平台，由专门化

技术服务机构给用户提供技术指导，提高节水技术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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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农业和农村节水增效行动 

1．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对全省 28 个大中型灌区进行节水续建配套改造及

相应渠系建筑物建设，建成一批节水型灌区。 

2．实施农业节水灌溉。全省水肥一体化面积保持在 50 万亩以上。 

3．发展节水畜牧业渔业。每年开展规模养殖场节水改造与建设 50 家，新建

各类渔业循环水养殖示范点 11 个。到 2025 年，年出栏万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

场节水设施设备安装率达到 100%。 

4．农村生活节水。新（扩）建规模化水厂 98 座，管网延伸 1036.61km，安

装进出水厂计量装置 217 处，更新“一户一表”17.12 万块。评定 10000 个省级星

级公厕，推动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基本覆盖。 

5．农村节水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重点推动用水精准计量、精准节水灌溉

控制技术、渠系和管网漏损监测智能化技术研发。 

2、工业节水减排 

一是推进工业园区分质供水。以全省 21 家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平台）和 65 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平台）为对

象，按照所在地推进水源分质供水的适宜程度，鼓励园区采

取统一工业水厂供水、废水集中治理模式，实施专业化运营，

实现优水优用。“十四五”期间全省拟新（扩）建工业水厂

20 座，新增工业水厂供水规模 150 万 m
3
/d 以上。 

二是实施工业节水改造。大力推广高效冷却、洗涤、循

环用水和废污水再生利用、高耗水生产工艺替代等节水工艺、

技术和设备，支持企业开展节水技术改造及再生水回用改造。

举办工业节水技术推广会，加大对工业节水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新装备的宣传推广力度，引导工业企业提升节水生

产管理水平和能力，进一步提高用水效率。高耗水工业用水

户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及水效对标，超过取水定额标准的企

业限期实施节水改造。“十四五”期间拟实施高耗水行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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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节水改造，开展企业水平衡测试及清洁生产审核，创建节

水标杆园区 10 个，每年创建节水型企业 200 家。 

三是推行水循环梯级利用。新建园区在规划布局时要统

筹供排水、水处理及水梯级循环利用设施建设，鼓励企业间

的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循环利用。已有园区应

将节水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和循环改造的重点内容，推动企业

间水资源循环利用，强化节水及水循环利用设施建设。“十

四五”期间实施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水循环利用项目 16

项。 

四是培育壮大节水及水处理产业。推进工业节水技术装

备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发展，加大节水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力

争实现石化、化工、纺织、印染等高耗水行业节水技术革新

和重大突破。推进工业节水技术攻关，依托国家及省级重点

研发计划和重点实验室，开展工业节水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重大关键技术、产业共性技术的创新性研究。促进节水技术

推广应用与创新集成，遴选推广先进节水工艺、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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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工业节水减排降污项目 

1．推进工业园区分质供水。以省级及以上经济开发区（平台）为对象，推

行水源分质供水。新（扩）建工业水厂 20 座，新增工业水厂供水规模 150 万 m
3
/d

以上。 

2．实施工业节水改造。支持企业开展节水技术改造及再生水回用改造，高

耗水工业用水户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及水效对标，创建节水标杆园区 10 个，每

年创建节水型企业 200 家。 

3．推行水循环梯级利用。对重点园区实施节水及水循环利用设施建设，推

动企业间水资源循环利用。实施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水循环利用项目 16 项。 

4．培育节水及水处理产业。推进节水技术装备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加大节

水技术的研发和投入。促进节水技术推广应用与创新集成，遴选推广先进节水工

艺、技术、装备，完善国家鼓励类和淘汰类工业用水工艺、技术和设备目录。 

3、城镇节水降损 

一是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提高城市节水工作系统

性，将节水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用水消费各环节，

实现优水优用、循环循序利用。将非常规水纳入城市供排水

规划进行统一配置，不断提高再生水、雨水等非常规水利用

量。从严控制高耗水服务业用水，积极推广循环用水技术、

设备与工艺，优先利用非常规水源。到“十四五”末所有设

区市达到国家节水型城市标准，缺水型县（市）达到省级节

水型城市标准。 

二是控制供水管网漏损。制定和实施城乡供水管网改造

建设方案，降低原水输水损失率和制成水供水管网漏损率。

加强公共供水系统运行监督管理，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分区计

量管理，抓住全省开展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机遇，全面推进供

水管网 GIS 系统、DMA 分区、SCADA 系统等建设，建立精

细化管理平台和漏损管控体系。“十四五”期间在 5 个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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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开展城市供水管网分区计量管理，新（改）建供水管网

4000km，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达到 9%以内。 

三是深入开展公共领域节水。公共机构率先开展供水管

网、绿化浇灌系统节水诊断，推广应用节水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产品，全面使用节水器具。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新建公

共建筑应安装节水器具。推动城镇居民家庭节水，普及推广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到 2025 年，公共场所及公共建筑节

水器具普及率达到 100%，全部县（市、区）级以上机关和

50%的事业单位建成节水型单位。 

四是加强城镇污水收集及资源化利用。推进雨污分流改

造和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消除污水收集管网空白区，持续提

高污水收集效能；加强废污水处理和达标排放，缺水城市新

建城区因地制宜布局再生水厂和配套管网，统筹再生水利用。

结合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扩大再生水能力建设。 

专栏 3  城镇节水降损减耗工程 

1．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到“十四五”末所有设区市达到国家节水型城市

标准，缺水型县（市）达到省级节水型城市标准。 

2．控制供水管网漏损。在 5 个试点城区开展城市供水管网分区计量管理，

新（改）建供水管网 4000km，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达到 9%以内。 

3．开展公共领域节水。到 2025 年，公共场所及公共建筑节水器具普及率达

到 100%，全部县（市、区）级以上机关和 50%的事业单位建成节水型单位。 

4．加强城镇污水收集及资源化利用。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和污水收集管网建

设，缺水城市新建城区因地制宜布局再生水厂和配套管网，统筹再生水利用。 

4、非常规水利用 

一是加强非常规水利用。推动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

配置，逐年提高非常规水利用比例。新建小区、城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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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绿地等因地制宜配套建设再生水和雨水集蓄利用设施。

在城镇、工业和农业农村领域系统开展污水资源化利用，以

缺水地区和水环境敏感区为重点，以工业利用、市政利用和

生态补水为主要途径，完善政策措施，开展试点示范，推动

再生水利用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强跨领域、跨学科产业协同

创新，在污水高效处理与再生利用、固废资源化、新能源开

发利用等方面开展一批集成示范项目，探索协同治理新模式。

到 2025 年，建设一批城市再生水利用项目和工业再生水利

用试点项目，全省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0%以上，其中缺

水城市利用率达到 25%以上。 

二是沿海地区充分利用海水。推动近海及海岛地区海水

淡化规模化应用，高耗水行业和工业园区优先利用海水、亚

海水。在海岛地区和产业园区开展试点，探索海水淡化水进

入城市市政供水管网的模式及投资、运营和管理机制，完善

供水水源结构和产业链条，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十四五”

期间新（改）建 4 个海水淡化项目。到 2025 年，海水淡化

产能规模达到 55 万 m
3
/d。 

专栏 4  非常规水利用工程 

1．加强再生水利用。建设一批城市再生水利用项目和工业再生水利用试点

项目，全省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0%以上，其中缺水城市利用率达到 25%以

上。 

2．沿海地区充分利用海水。新（改）建 4 个海水淡化项目。到 2025 年，海

水淡化产能规模达到 55 万 m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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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节水标杆引领 

一是打造节水标杆。进一步开发学生喜闻乐见的乡土教

材，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普及节水知识，增强节

水意识。聚焦聚力重点用水领域，分级建立重点用水户名录，

打造一批节水标杆工程。推进节水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常态

化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到 2025 年，打造 100 个节水标杆酒

店、200 个节水标杆校园和 300 个节水标杆小区，培育 300

家节水标杆企业，建成一批省级节水宣传教育基地。 

二是推行水效领跑者引领。在重点用水行业、用水产品、

灌区、公共机构和节水型城市中持续开展水效领跑者建设工

作。到 2025 年，全省拟申报 11 个水效领跑者工业企业、5

个水效领跑者用水产品型号、6 个水效领跑者灌区、11 个水

效领跑者公共机构和 5 个水效领跑者城市。 

6、节水装备制造 

一是发展节水装备产业。支持节水产品和装备制造，鼓

励使用节水技术和装备。引导节水装备制造企业围绕各行业

节水需求，开发产业关联度高、市场潜力大的节水装备及产

品，提高研发和制造水平，提升中高端品牌的差异化竞争力。

充分发挥杭州水处理中心、浙江大学等科研院所在膜处理方

面的技术优势，推广应用海水淡化工程自主技术和装备，推

进水处理领域的产学研融合，打破技术壁垒，降低海水淡化

成本，鼓励优势节水技术“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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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广节水技术和装备。加大先进技术引进和推广应

用力度，重点支持用水精准计量、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精

准节水灌溉控制、管网漏损监测智能化、非常规水利用等先

进技术及装备的推广应用。实施金华市国家节水型社会创新

试点，推广南方节水适用技术。加强关键核心节水技术攻关，

推动研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共性节水技术，积极推广

纳爱斯洗涤剂全生命高效节水等国家认定的节水技术。支持

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合作共建，培育一批节水技术研发

机构，强化自主创新和产业化示范应用，破解节水技术发展

的技术瓶颈。依托绿色技术和制造业“双创”平台开展园区

节水示范推广，支持湖州、衢州等地创建国家级绿色技术创

新示范区。 

（三）完善“八项机制” 

1、深化水价综合改革 

探索建立充分反映供水成本、激励提升供水质量的价格

形成和动态调整机制，促进节约用水和水源保护。完善居民

阶梯水价和非居民用水差别化水价制度，全面推行城镇非居

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合理确定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

对“两高一剩”等行业实行更高的加价标准。继续深化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健全完善“四项机制”，全面巩固和扩大“八个

一”村级改革成效，积极探索建立农业节水长效机制，促进节

水减排与绿色发展。提高再生水价格优势，制定鼓励非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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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利用的政策制度，促进非常规水利用。 

2、推动水资源税费改革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积极推动水资源税费改革。建立税

务与水利、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征管协作机制，加强部门信

息共享；充分发挥水资源税的绿色税收调节作用，根据相关

授权，依法确定有利于节约用水的水资源税差别化税率体系，

落实节约用水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3、健全节水奖励机制 

根据《浙江省水资源条例》、《浙江省节水行动实施方案》

等法规和文件要求，建立更加科学、更加规范的奖励机制，

完善更加全面、更加高效的奖励政策，推动形成覆盖全省、

层级明确、导向突出、落实有力的节水奖励体系，为全面提

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健全省市县节约

用水奖励政策，激发节水内生动力。 

4、探索水资源产权改革 

推进水资源使用权确权，合理确定区域取用水权益，科

学核定取用水户许可水量，强化水资源用途管制。深入推进

水流资源确权登记工作，指导督促市县协同推进本辖区水流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进一步加强培育发展水市场，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区域间、流域间、行业间、用户间等多种

形式的水资源资产价值转化、用水权交易等实践和研究。进

一步巩固并扩大水权水市场建设成果，促进水权规范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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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拓展节水融资模式 

深化银政保合作，完善信息共享、激励约束、试点推动

等配套机制，优化绿色金融发展外部环境。进一步引导银行

保险机构支持绿色发展重点领域，加强对节水、减排等绿色

项目的金融支持。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

产业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专

项用于节水领域。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有一定收益的节

水项目建设和运营，积极探索合同节水管理试点工作，公共

机构因产生节水效益支付给节水服务机构的合同费用在其

公用经费预算中列支。到 2025 年，完成 20 个以上合同节水

试点项目。 

6、落实水效标识制度 

贯彻实施《水效标识管理办法》，强化市场监督管理，

持续推进水效标识监督检查和符合性抽查工作，加大专项检

查抽查力度，逐步淘汰水效等级较低的产品。加强技术攻关，

出台水效标识相关技术规范，做好技术支撑。加强水效标识

制度的宣传，引导节水产品消费。推动节水认证工作，加强

认证监管，鼓励产品生产者申请使用节水产品认证标志，促

进节水产品认证逐步向绿色产品认证过渡，完善相关认证工

作采信机制。完善绿色产品流通渠道，鼓励公众优先购买节

水绿色标志产品。完善绿色采购制度，落实政府优先采购和

强制采购节水产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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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完善定额管理机制 

严格执行国家节水标准，不断完善用水定额体系，鼓励

各地在地方特色产业、高耗水行业和重点用水产品中建立和

推行地方性节水标准，逐步建立节水标准执行情况跟踪、评

估和监督机制。健全用水定额动态修订机制，建立覆盖主要

农作物、工业产品、生活服务业的先进用水定额体系，严格

用水定额管理。建立健全节水型载体、节水标杆、水效领跑

者等技术标准，推动节水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8、健全用水监测统计制度 

按照省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要求，打造省市县三级节水数

字化管理平台，提升计划用水管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深

化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加强与国家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对接，

推进行业主管部门与公共服务企事业单位的数据共享，高质

量支撑节水数字化平台。加强用水计量监测能力建设，提高

用水计量覆盖率，对各行业重点用水户实行用水动态监测，

建立健全用水统计制度。到 2025 年，新建（改造）大中型

灌区灌溉计量设施 1551 处，完成信息化改造 1444 处，新增

工业取水实施监控设施 2688 套，新增生态流量监测监控设

施 343 套，取水在线监控率达到 90%以上。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党对节水工作的领导，统筹推动节水工作，各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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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和政府对本辖区节水工作负总责，组织相关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落实规划的实施，细化年度目标任务，抓好各项措施落

实，协同推进各项节水工作。加强节水工作协调机制建设，

水行政主管部门牵头，会同发展改革、经信、建设、农业农

村等部门，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明确职能定位，发挥跨

行业协调职能作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的实

现。 

（二）保障资金投入 

加大省水利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对节水工作的支持力

度，对节水行动绩效优秀的市县通过以奖代补方式给予一定

的资金支持。市县水利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建立并完善对再生

水回用，雨水集蓄利用、节水技术改造等节水项目的政策资

金支持机制，重点支持节水“六大工程”建设、水资源节约

保护、节水宣传教育等助力全省节水工作顺推进。 

（三）强化监督考核 

建立各级政府节水目标责任制，明确责任单位、分管领

导和责任人，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节水约束性指标管理，将

单位 GDP 用水量等指标纳入市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体系。规划年度目标任务纳入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和“五水共治”考核。加强规划实

施的督查及跟踪评估，加强对责任部门督促检查，严格节水

责任追究，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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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科技引领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节水工作中的引领作用，加强节水

省际及国际合作交流，不断提升科技支撑保障能力。加强顶

层设计，针对节水重大科技问题和重大基础问题，组织实施

科技计划进行重点攻关突破。破解科技推广政策性壁垒，加

强高效节水灌溉等先进实用节水科技成果推广转化。加强协

同创新，依托国家及省级重大创新基地、重点实验室和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强化节水关键技术突破和节水重大装备

研发。 

（五）增强节水意识 

加强宣传教育，把节约用水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充

分发挥主流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利用微信公众号、抖

音等媒介创新宣传模式，提高公众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客观规律的认识。倡导绿色消费新风尚，

鼓励购买使用节水产品。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普及节

水知识，增强全民节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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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农业和农村节水规划工程表 

设区市 

农业节水工程 农村节水工程 

大中型灌区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 

（个） 

规模养殖场 

节水改造 

（个） 

渔业工厂化循环水

养殖示范点 

（个） 

新（扩）建水厂 

（座） 

管网延伸 

（km） 

进出水厂计量 

装置 

（处） 

更新“一户一表”

（块） 

杭州市 0 23 1 6 96.19 28 5000 

宁波市 1 34 1 1 2 2  

温州市 0 28 1 13 91.98 11 71973 

嘉兴市 2 12 1     

湖州市 3 12 1 1 1.2   

绍兴市 1 17 1 2    

金华市 10 34 1 11 232.6 20 5692 

衢州市 5 20 1 15 200.4 17 5650 

舟山市 0 2 1 11 105.62 20  

台州市 2 30 1 2 80.25 2  

丽水市 4 38 1 36 226.37 117 82898 

合计数 28 250 11 98 1036.61 217 171213 

注：统计灌区节水改造个数时，乌溪江引水工程灌区暂统计在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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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划项目表 

序号 灌区名称 设区市 建设内容 
预期节水量 

(万 m
3
) 

1 亭下水库灌区 宁波 渠道 7.46km、排水沟 5.46km、渠系建筑物 24 座等。 660 

2 碗窑灌区 衢州 渠道 75.76km、排水沟 2km，渠系建筑物 291 座等 1505 

3 铜山源水库灌区 衢州 渠道 8.34km、排水沟 3.6km，渠系建筑物 26 座等 2400 

4 乌溪江引水工程灌区 衢州/金华 渠道 122.25km、排水沟 4.35km，渠系建筑物 177 座等 1745 

5 赋石水库灌区 湖州 渠首 1 座，渠道 8.19km，渠系建筑物 29 座等 230 

6 上塘河灌区 嘉兴 渠道 201.6km、排水沟 17.80km，渠系建筑物 39 座等 270 

7 巧英水库灌区 绍兴 渠首工程 1 座，渠道 15km，渠系建筑物 10 座等 110 

8 南江水库灌区 金华 渠道 25km、排水沟 5km，渠系建筑物 60 座等 323 

9 横锦水库灌区 金华 渠首工程 2 座，渠道 20km，渠系建筑物 48 座等 300 

10 杨卜山中型灌区 金华 渠首工程 1 座，渠道 26km，渠系建筑物 20 座等 150 

11 东芝灌区 金华 渠道 30km、排水沟 2km，渠系建筑物 20 座等 140 

12 通济桥水库灌区 金华 渠道 39km，渠系建筑物 45 座等 449 

13 金坑岭水库灌区 金华 渠首工程 2 座，渠道 17.79km、排水沟 10km，渠系建筑物 29 座等 400 

14 源口水库灌区 金华 渠道 25km，渠系建筑物 45 座等 150 

15 金兰灌区 金华 渠首工程 1 座，渠道 58.46km、排水沟 40km，渠系建筑物 54 座等 650 

16 安地灌区 金华 
渠首工程 2 座，渠道 42.22km、排水沟 4.49km，渠系建筑物 65 座

等 
341 

17 岩口水库灌区 金华 渠道 15km，渠系建筑物 15 座等 150 

18 齐溪水库灌区 衢州 渠首工程 2 座，渠道 40km、排水沟 12km，渠系建筑物 53 座等 200 

19 金清灌区 台州 渠道 30.85km、排水沟 1km，渠系建筑物 27 座等 751 

20 里石门水库灌区 台州 渠首工程 1 座，渠道 17.80km，渠系建筑物 70 座等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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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灌区名称 设区市 建设内容 
预期节水量 

(万 m
3
) 

21 好溪灌区 丽水 渠首工程 7 座，渠道 30.2km、排水沟 8km，渠系建筑物 50 座等 181 

22 碧湖灌区 丽水 渠首工程 1 座，渠道 67km、排水沟 30km，渠系建筑物 86 座等 244 

23 江南灌区 丽水 渠首工程 6 座，渠道 77km、排水沟 10km，渠系建筑物 11 座等 120 

24 江北灌区 丽水 渠道 16.20km，渠系建筑物 63 座等 130 

25 曹大圩灌区 湖州 渠道 70km，渠系建筑物 200 座等 24 

26 长城灌区 湖州 渠道 120km、排水沟 40km，渠系建筑物 207 座等 28 

27 白马墩灌区 嘉兴 渠道 80km、排水沟 70km，渠系建筑物 120 座等 75 

28 鹿溪渠灌区 衢州 渠首工程 1 座，渠道 22km，渠系建筑物 8 座等 24 

合计    1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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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工业节水规划工程表 

行政分区 
新（扩）建工业水厂 

（个） 

节水型企业创建 

（家） 

节水标杆园区创建 

（个） 

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水

循环利用项目 

（项） 

杭州市 3 150 2 1 

宁波市 3 125 1 1 

温州市 1 85 2 1 

嘉兴市 2 125 1  

湖州市 1 125 1 1 

绍兴市 1 125 1 5 

金华市 3 125 1  

衢州市 4 50 
 

1 

舟山市 1 15 
 

 

台州市 1 50 1  

丽水市  25 
 

6 

合计数 20 1000 1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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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工业水厂规划项目表 

序号 水厂名称 设区市 县（市、区） 建设性质 
新增规模 

（万 m
3
/d） 

供水范围 
替代优质水 

（万 m
3） 

1 富阳工业水厂 杭州市 富阳区 新建 2 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562 

2 萧山工业水厂 杭州市 萧山区 储备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3 钱塘新区工业水厂 杭州市 钱塘新区 储备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4 碧源工业水厂（二期） 宁波市 镇海区 扩建 10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2808 

5 姚江工业水厂 宁波市 江北区 扩建 20 江北、镇海、北仑、鄞州 5620 

6 第二工业水厂 宁波市 北仑区 新建 40 鄞州、北仑 11230 

7 新城纺织产业提升园供水工程 温州市 龙港市 储备  新城纺织产业提升园  

8 湖州丝得莉自来水有限公司 湖州市 南浔区 改建  丝得莉工业园区企业  

9 独山港区工业水厂 嘉兴市 平湖市 扩建 5 独山港区 1404 

10 亭子桥水厂 嘉兴市 港区 扩建 8 港区所有企业 2246 

11 江滨水厂（三期） 绍兴市 柯桥区 新建 10 滨海工业区 2808 

12 双江工业水厂 金华市 义乌市 新建 5 义西南新兴产业功能区、国际陆港新区 1404 

13 义驾山工业水厂 金华市 义乌市 新建 2 有机更新改造区、江东拓展区 562 

14 苏福工业水厂 金华市 义乌市 新建 5 义东北高新产业功能区、丝路新区 1404 

15 柯城工业水厂 衢州市 柯城区 新建 30 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8423 

16 东港第二原水泵站 衢州市 衢江区 扩建 5 衢江经济开发区 1404 

17 龙游工业水厂 衢州市 龙游县 新建 5 龙游经济开发区 1404 

18 
沈家水务有限公司 

（原衢江自来水厂） 
衢州市 衢江区 扩建 1 衢江经济开发区 281 

19 岱北水厂 舟山市 岱山县 新建 8 开发区、岱北和鱼山等三个工业集聚区 2246 

20 台州南片工业水厂 台州市 椒江区 储备  台州湾循环产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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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水循环利用规划项目表 

序号 园区名称 设区市 县（市、区） 建设性质 项目内容 

1 浙江临安经济开发区 杭州市 临安区 新建 
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加强污染集中治理和循环利用，

加大污水深度处理及中水回用、循环利用力度。 

2 宁海经济开发区 宁波市 宁海县 新建 强蛟海螺水泥厂生活污水处理达标后，浇灌公司绿地。 

3 瑞安经济开发区 温州市 瑞安市 新建 
园区企业自行进行水平衡测试、创建节水企业，提高水重

复利用率。 

4 
湖州省际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安吉分区 
湖州市 安吉县 新建 污水处理厂三期 

5 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绍兴市 越城区 新建 
新建 110 万 m

3
/d 处理能力的中水回用设施，增加 3000m

3
/d

膜处理能力。 

6 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绍兴市 越城区 新建 系统性节水 20 万 m
3升级改造项目 

7 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绍兴市 越城区 新建 管片养护池废水循环项目 

8 新昌经济开发区 绍兴市 新昌县 新建 省级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 

9 诸暨珍珠产业园区 绍兴市 诸暨市 新建 循环经济改造项目 

10 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 衢州市 市本级 新建 
应用减污、节水的先进工艺技术和设备，大力推广企业间

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和循环利用 

11 庆元香菇小镇 丽水市 庆元县 新建 管网改造 

12 百山祖避暑乐氧小镇 丽水市 庆元县 新建 管网改造 

13 浙江庆元工业园区 丽水市 庆元县 新建 管网改造 

14 竹口工业园区 丽水市 庆元县 新建 管网改造 

15 屏都综合新区 丽水市 庆元县 新建 管网改造 

16 浙江龙泉经济开发区 丽水市 龙泉市 新建 省级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项目 

  

http://www.baidu.com/link?url=pGMHTkEP1Rem-DJ_tzUzLYR0ixlQuGLruCm_ZjacC7oAWkoQN7OOo2kHtwvOOxaUg1GILGA0VHio1sA9CNtnRwFVg3PVaq3H3yRqYjr7HuWceLJl3XLueLjJPfx7iTZ7ERLreQ5zJ7Rj16FhvNX6pcQO6ODjzGXG28kqNStytYTzY2shg8XnpZXd5-tdcdAznSHhxghrPKt_K0W-KDL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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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城镇节水规划工程表 

设区市 
国家节水型城市创

建（个） 

省级节水型城市创

建（个） 

城市供水管网分区计

量管理试点 

（个） 

节水型公共机构 

（个） 

县（市、区）级以上

节水型单位建成率 

（%） 

县（市、区）级以

上事业单位节水型

单位建成率 

（%） 

杭州市   2 300 100 ＞50 

宁波市    400 100 ＞50 

温州市 1   300 100 ＞50 

嘉兴市  1  300 100 ＞50 

湖州市    300 100 ＞50 

绍兴市    300 100 ＞50 

金华市   1 300 100 ＞50 

衢州市   1 240 100 ＞50 

舟山市    300 100 ＞50 

台州市 1 2 1 300 100 ＞50 

丽水市 1   300 100 ＞50 

合计数 3 3 5 334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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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非常规水利用规划工程表 

设区市 再生水利用项目（个） 海水淡化工程（个） 

杭州市 4  

宁波市 2  

温州市 4 1 

嘉兴市 7  

湖州市 3  

绍兴市 2  

金华市 2  

衢州市 1  

舟山市 1 3 

台州市 3  

丽水市   

合计数 2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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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1  再生水利用规划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区市 县（市、区） 建设性质 
设计规模 

（万 m
3
/d） 

1 城东污水厂再生水利用项目 杭州市 建德市 新建 2 

2 余杭区文一西路、良睦路再生水利用项目 杭州市 余杭区 新建 1.2 

3 富阳区东洲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项目 杭州市 富阳区 新建 3.2 

4 桐庐县农村生活污水农田灌溉试点项目 杭州市 桐庐县 储备 
 

5 宁波江北区下沉式再生水厂 宁波市 江北区 新建 2.5 

6 岩东污水处理厂扩建项目 宁波市 北仑区 扩建  

7 昆鳌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项目 温州市 平阳县 新建 2.4 

8 泰顺污水总厂再生水利用工程 温州市 泰顺县 新建 0.3 

9 瑞安市中水回用工程再生水利用项目 温州市 瑞安市 储备  

10 温州市中心片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项目 温州市 鹿城区 储备  

11 桃园与钱码头污水站再生水利用项目 嘉兴市 秀洲区 新建 0.679 

12 洛东污水站再生水利用项目 嘉兴市 秀洲区 新建 0.203 

13 西文桥污水站再生水利用项目 嘉兴市 秀洲区 新建 0.595 

14 海宁经编园区水资源循环利用项目 嘉兴市 海宁市 新建 3 

15 
平湖市东片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二期清

排提标）项目 
嘉兴市 平湖市 扩建 4 

16 
桐乡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整合工程（一期）再

生水利用项目 
嘉兴市 桐乡市 新建 5 

17 崇福污水厂再生水利用项目 嘉兴市 桐乡市 新建 1 

18 安吉县城污水处理二厂中水回用项目 湖州市 安吉县 新建 2 

19 煤山污水处理厂尾水回用节水示范项目 湖州市 长兴县 储备  

20 长兴县污水处理厂示范项目 湖州市 长兴县 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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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设区市 县（市、区） 建设性质 
设计规模 

（万 m
3
/d） 

21 诸暨再生水利用项目 绍兴市 诸暨市 新建 2 

22 嵊州再生水利用项目 绍兴市 嵊州市 储备  

23 稠江再生水厂扩建项目 金华市 义乌市 储备  

24 兰溪再生水利用项目 金华市 兰溪市 储备  

25 城东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回用项目 衢州市 衢江区 储备  

26 舟山市再生水利用项目 舟山市  储备  

27 仙居再生水利用项目 台州市 仙居县 新建 0.592 

28 温岭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项目 台州市 温岭市 新建 2 

29 临海市杜桥南洋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项目 台州市 临海市 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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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2  海水淡化规划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区市 县（市、区） 建设性质 
建设规模 

（万 m
3
/d） 

拟供水对象 

1 中广核浙江三澳核电厂海水淡化一期工程 温州市 苍南县 新建 0.468 中广核浙江三澳核电厂 

2 舟山绿色石化基地海水淡化二期工程 舟山市 岱山县 新建 15 舟山绿色石化基地项目 

3 岱山县绿源海水淡化改造工程 舟山市 岱山县 改建 1 小高亭水厂、长涂水厂 

4 嵊泗县菜园海水淡化厂 舟山市 嵊泗县 新建 3 所有用水户 

合计数     1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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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节水标杆引领规划工程表 

设区市 

节水标杆建设 水效领跑者建设（拟申报） 

节水标杆酒

店 

（个） 

节水标杆校

园（含节水型

高校） 

（个） 

节水标杆小

区 

（个） 

节水标杆企

业 

（家） 

工业企业 

（家） 

用水产品

型号（个） 

灌区 

（个） 

公共机构 

（个） 

城市 

（个） 

杭州市 16 30 30 35 2 1 1 2 1 

宁波市 15 20 40 40  1    

温州市 10 20 30 30 2  1 2  

嘉兴市 10 20 30 30 1 1 1 1 1 

湖州市 5 15 20 20 1  1 1  

绍兴市 10 20 30 30 1 1  1  

金华市 8 20 30 35 1  1  1 

衢州市 6 15 20 20      

舟山市 5 10 20 15 1   1 1 

台州市 10 20 30 30 1 1 1 1 1 

丽水市 5 10 20 15  1   2  

合计数 100 200 300 300 11 5 6 11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