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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庁文件

内水姿 〔2018〕 141号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庁美千島海高新技木芦立

弄友区規al」水資源稔江報告弔常査意見的画

島海径済升友区低破声立園管理委員会 :

根据水禾1部 、原国家十委 《建没項目水資源透江管理亦法》、

水不1部 《美子升展規裁1水資源港江拭点工作的通知》(水資源(2010)

483号 )が 《規裁1水資源溶江技木要求 (拭行 )》 的有美規定,我

斤姐須有美単位和寺家対《島海高新技木庁立升友区規弐1水資源透

江損告ギ》(以下筒称 《撤告ギ》)逃行了常査,井形成寺家常査意

見 (几附件 )。 根据寺家常査意見,姪研究,形成意見如下:

一、島海高新技木声立升友区 (以下筒称 “升友区")

位子島海市海南区。2016年 自治区人民JEA府 以 “内政字 (2016)

220号"llL准其力自治区鉄高新技木声立升友区。2016年 8月 ,升

友区升晨了《島海高新技木声立汗友区恙体規支1(2012-203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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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筒称 《恙規》)的編tll工作。《恙規》提出升友区規支1月 地面

釈力 97.95km2,重 点友晨精如化工、衆気乙帰茨性及深加工、模具

和金属深か工、机械装柿 ll造和寒部件、大FEl能光伏光熟友屯等下

落延伸利配套声立。現状年 2016年升友区入住項目2企 ,升友区

現状年,こ用水量力 0.18万 ぽ/a,全部力生活用水,水源力外殉水、

裁伏流地下水;外羽卜水量力 0。 04万 m3/a,た 外委清浩服弁公司炎

理。

二、基本同意《扱告ギ》根据升友区友晨規裁1辻行的需水萩淑l。

2020年規裁1水平年,考慮損失后,2020年升友区需水量力 504.29

万ぽ/a,共中,生声需水量 489.61万
「

/a、 生活需水量 34.43万

m3/a;2030年升友区需水量力 2928.95万 m3/a,其中,生庁需水量

2737.74万 ぽ/a、 生活需水量 191.21万 ぽ/a。

三、基本同意 《扱告ギ》提出升友区似配畳水源水源力升友区

南区、北区汚水炎理戸再生水,黄河地表水,海勃湾屯
「

一期工程

水源地下水。根据 《扱告ギ》分析,国 区規支1水平年 2020年的可

供水量力 945.06万 ♂/a,其 中升友区北区再生水戸再生水 34.06

万ぽ/a、 黄河地表水 400.0万 ぽ/a(己取得跨盟市一期水枚特性指

林 )、 海勃湾屯戸一期工程水源地下水 511.0万
『

/a;規支1水平年

2030年的可供水量力 1637.86万 ぽ/a,其 中升友区北区再生水戸

145。 98万 ♂/a、 南区再生水戸再生水 47.96万 ♂/a、 黄河地表水

400。 0万 ポ/a、 海勃湾屯

「

一期工程水源地下水 1189.9万 ぼ/a。

根据配水原只1逃行供需平衡分析,升友区2020年、2030年再

生水、地表水可供水量不能満足工立取水量要求。

四、根据 “以水定規模"的配水原ス1,規支1水平年 2020年升

友区IEl■水量力 467.33万
「

/a,其中生声取水量 431.08万 ぽ/a(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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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水 31.08万
『

/a,黄河地表水 400.00万 ♂/a)、 生活Ilk水量 36.25

万ぽ/a(地下水 36.25万 ♂/a);規支1水平年 2030年升友区取水量

力 718.14万 m3/a,其中生声取水量 516.87万 ぽ/a(北 区再生水

91.13万 ぽ/a,南 区再生水 25。 74万 ぽ/a,黄河地表水 400.00万

「
/a)、 生活取水量力 201.27万 ♂/a(地下水 201.27万 ぽ/a)。

五、升友区庄切実落実 “以水定規模,以水定友展"的友展尽

路,伐化用水結杓,カロ張市水管理。升友区汚水炎理没施寺主体エ

程同時没汁、同時施工、同時投声使用,実現利 卜放。

六、島海市水券局、海南区水弁局泣辻一歩か張地下水管理 ,

対合法取水項目立完善取水斉可手数,対逹規取月地下水的項目泣

封同地下水自各井。

七、升友区泣当配合当地政府及有美部日/11張対区域水資源監

淑|、 管理利保伊工作,泣 当按要求完善取用水監淑1浚施,建没地下

水水源監淑1井 ,避免国区取水対区域水不境
～

其セ用水声造成不不1

影噛。

八、国区内単項工程,需分男1邊行水資源沿江。

附件:《 島海高新技木声立升友 源浴江扱告ギ》常

査意見

抄送:島 海市水券局、海南区水券局、自治区水政監察恙眺、内蒙古自

治区水文恙局

2018 年 12 ノ日 25 日 `ロ メ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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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海高新技木声立升友区規裁1水資源港江根告ギ》

常査意見

根据水不1部 、原国家サ委 《建没項目水資源奄江管理力、

法》利水利部 《美子升展規裁1水資源奄江拭点工作的週知》

(水資源 (2010)483号 )的有夫規定,2018年 8月 10日 自

治区水不1斤俎鉄有美単位利寺家対 《島海高新技木声立升友

区規表1水資源港江報告ギ》(以 下筒称 《報告ギ》)邊行了常

査。々会寺家嘴取了 《扱告ギ》編キ1単位一内蒙古自治区水

文恙局的
'E猥

,週辻汗常甘発,提出了修改意几。会后,扱

告編キ1単位対 《報告ギ》邊行了修茨完善,径隻常,基本同

意 《扱告ギ》錆港,常査意几玖口下 :

一、島海高新技木声立升友区 (以下筒称升友区)位千

島海市海南区。2016年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其力白治区象高

新区。2016年 8月 ,升友区升展了 《島海高新技木声立升友

区恙体規え1(2012-20oO年 )》 (以 下筒称 《恙規》)的編キ1

工作。《恙規》提出升友区規表1用 地面秋力 97.95km2,重 点

友展精如化工、来気乙帰茨性及深か工、模具利金属深か工、

机械装各市1造利零部件、大陶能光伏光熟友屯等下落延伸
～

配会声立。現状年 2016年升友区入住項目2企 ,升友区現

状年恙用水量力 0.18万 m3/a,全 部力生活用水,水源力外

幽水、裁伏流地下水;外羽卜水量力 0.04万 m3/a,外委清浩

服弁公司丈理。

二、在規裁1々 水資源相夫的内容沢rll々 分析和国区所在

区域水資源条件分析基袖上,《被告ギ》対規裁1布 局々水資



源条件的近庄性、規裁1対水資源的需求、規表1実施水資源保

障方案、規裁1実施水資源供用耗羽卜平衡、規表1実施的取水利

退水影哨等均逃行了分析奇江,井提出了規表1実施取水和退

水影噛的須減対策。《扱告ギ》編写基本符合 《規裁1水 資源

搭江技木要求》(拭行)的規定。

三、《扱告ギ》根据升友区及周迪水資源状況辻行了水

資源配畳。規表1水平年 2020年 以升友区北区汚水丈理戸再

生水、黄河地表水作力生声取水水源,以海勃湾屯戸一期エ

程水源地下水作力生活及第二声立取水水源;規表1水平年

2030年 以升友区北区汚水丈理戸再生水、升友区南区汚水丈

理戸再生水、黄河地表水作力生声取水水源,以海勃湾屯戸

一期工程水源地下水作力生活及第二庁立取水水源。

四、《扱告ギ》根据升友区友展規裁1逃行了需水萩淑1,《 扱

告ギ》提出規裁1水平年分男1カ 2020年利 2030年 ,2020年升

友区需水量力 504.29万 m3/a,其 中,生声需水量 469.861

万 m3/a、 生活需水量 34.43万 m3/a;2030年 升友区需水量カ

2928.95万 m3/a,其 中,生声需水量 2737.74万 m3/a、 生活

需水量 191.21万 m3/a。

五、《扱告ギ》提出升友区似地的水源力升友区南区、

北区汚水丈理
「

再生水,黄河地表水,海勃湾屯戸一期工程

水源地下水。根据 《扱告ギ》分析,国 区規裁1水平年 2020

年的可供水量力 942.08万 m3/a,其 中升友区北区再生水
「

再生水 31.08万 m3/a、 黄河地表水 400.0万 m3/a(水杖装性

指林 )、 海勃湾屯
「

一期工程水源地下水 511.0万 m3/a;規



表1水平年 2030年 的可供水量力 1706.77万 m3/a,其 中升友

区北区再生水戸 91.13万 m3/a、 南区再生水
「

再生水 25。 74

万 m3/a、 黄河地表水 400.0万 m3/a(水杖装■指林 )、 海勃

湾屯戸一期工程水源地下水 1189。 9万 m3/a。 根据配水原只1

逃行供需平衡分析,升友区 2020年 、2030年再生水、地表

水可供水量不能満足工立取水量要求。

六、按照 “以水定規模"的尽路,核城規表1水平年 2020

年升友区取水量力 467.33万 m3/a,其 中生声取水量 431.08

万 m3/a(再 生水 31.08万 m3/a,黄 河地表水 400.00万 m3/a)、

生活取水量 36.25万 m3/a(地下水 36.25万 m3/a);規 kl水

平年 2030年升友区取水量力 718。 14万 m3/a,其 中生声取水

量 516.87万 m3/a(北 区再生水 91.13万 m3/a,南 区再生水

25。 74万 m3/a,黄 河地表水 400.00万 m3/a)、 生活取水量カ

201.27万 m3/a(地下水 201.27万 m3/a)。

七、《扱告ギ》根据水願化唸根告対各水源水灰逃行分

析,国 区各供水水源姪丈理可満足用水水灰要求。

人、基本同意 《報告ギ》提出的規蒸1実施取水、退水影

噛分析結ぬ。升友区汚水姪汚水丈理戸丈理后全部回用,実

現零袢放。

九、建袂

1.升 友区泣根据供水工程規kl和辻晨情況,仇化升友区

用水繊杓,一般行立生庁用水皮化先使用再生水。

2.升 友区庄当配合当地政府及有夫部 11か 張対区域水

資源監淑1、 管理和保伊工作,按要求完善取用水監淑1没施 ,



辻一歩か張地下水管理,定没地下水水源監淑1井 。

3.升 友区内単今建没項目需分男1辻行水資源奇逓和取

水斉可常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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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海高新技木声立弄友区規tll水資源沿江報告弔
申査寺家狙名単

姓名 工作単位 取各 /取称 釜字

狙 K 邦春茂 内蒙古水利庁 恵工

副須K 除徳亮 内蒙古水利庁 処 長/高工 ″あ

須 員 賀文準 内蒙古水利庁 副赴長/高工

姐 員 文J晩民 内蒙古衣立大学 副教授
ノクレ

狙 員 魏永富 水利部牧科所 副所長/教高′

姐 員 王 雨 部示多斯市水文局 副局K/高工

狙 員 栃文斌 特通寺家 正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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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 員 成光宇 特逆寺家 正 高

姐 員 目世怖 島海市水雰局 科 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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