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永康市工业企业用水管理办

法》规定：利用自建取水设施年取水

量10万吨以上（地下水取水量1万吨

以上）或者年使用公共供水 3 万吨以

上的用水单位，应当每 3 至 5 年开展

一次水平衡测试。

我市从 2014 年开始启动水平衡

测试试点工作。为切实加强节水型

社会工作的领导，我市成立了由市

长、副市长分别担任组长、副组长，市

委办、市府办以及各相关职能部门等

21 个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

组，在市水务局下设立了节水中心。

节水中心的设立对推进企业（单位）

的节水工作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

为顺利推进水平衡测试工作及节水

工作奠定了从上到下的组织保障。

为落实各项节水措施，保障节水

型社会及水平衡测试工作的顺序开

展，我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保障，

尤其是我市已经实施的计划用水和

差别化收费制度，对推动企业（单位）

开展水平衡测试、实施节水改造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市财政局根据市委市政府对节

水工作的要求，设立水平衡测试专项

资金，对完成节水型载体单元创建和

水平衡测试的单位，给予资金支持，

有效提高了企业及单位水平衡测试

的积极性。

2016 年，省水利厅将我市列为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新时期治水工作方针的先行先试

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治水先行

先试区建设，从永康现代化发展实际

需求出发，明确了三年行动的工作思

路、目标任务和行动计划。经过水务

部门及相关单位通过一年的努力，

2017年我市完成了13家企事业单位

的水平衡测试工作，通过验收后年节

水量可达 30 万吨，节水成效及经济

效益相当明显。

截至 2017 年 12 月，节水办合计

完成了 33 家企业、18 家单位的水平

衡测试现场验收。企业所涉及的主

要行业有：电动工具、园林工具、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保

温杯、汽车配件、汽车制造等，这些行

业均属于我市的特色产业；单位主要

覆盖了政府机关、宾馆、学校、医院、

其他事业单位等。

先行先试 减少损漏
我市51家企事业单位通过水平衡测试验收

11 日，市 水 务 局
召 开 了“ 水 效 领 跑
者”——水平衡测试宣
贯会，邀请浙江贝斯特
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高级工程师王建强
来讲授水平衡测试的
相关技术及现状。全
市 各 相 关 部 门、各 镇
(街、区)分管领导和水
务系统中层以上干部
参加。

所谓的水平衡测
试，就是对用水单元和
用水系统的水量进行
系统的测试、统计、分
析得出水量平衡关系
的过程。据悉，我市目
前已有 33 家企业、18
家单位通过水平衡测
试验收。

“自从我们福利院开展水平衡测试后，

节水成效十分明显。短短一个月就可节省

上千元水费。”一提起水平衡测试，市福利

院副院长郑劲松不禁竖起大拇指。和福利

院一样，四方集团等企业纷纷表示水平衡

测试不仅能节约水资源还省下了一笔不小

的花销。这些天，神州模具城等企业也主

动要求加入水平衡测试行列。

水平衡测试究竟能带来怎样的成效？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数据。测试前，33 家企

业一年度的总取水量 353.7 万立方米/年，

其中自来水 315 万立方米/年，是工业用水

的主要水源。测试期间，33 家企业合计日

取水量 10086.8 立方米/天，其中，自来水

7982.2立方米/天。

33家企业中有14家企业测试过程中发

现管网、用水设备漏水，合计漏水量963.3立

方米/天，年漏失水量达到 35.2 万立方米。

消除管网漏水是进行水平衡测试的前提条

件，经水平衡测试过程中查漏补漏，33家企

业合计可节水35.2万立方米/年。

水平衡测试过程中对33家被测试企业

用水合理性进行了系统分析，合计存在节

水潜力 2525.7 立方米/天，扣除漏水造成的

损失，还有节水空间 1562.4 立方米/天。按

年运行300天测算，如按水平衡测试提出的

改进意见，年还可节水 46.9 万立方米，加上

消除漏水的节水量 35.2 万立方米，合计年

可节水 82.1 万立方米，占测试前一年度合

计取水量的23.2%。

通过水平衡测试并实施相应的节水方

案，企业可节水 20%以上，水平衡测试对推

动企业节水作用非常显著。

水平衡测试除了给企业带来效益外，

也为单位节省了一笔不小的日常花销。18

家单位测试前一年度的总取水量 212.1 万

立方米/年，其中自来水 201.6 万立方米/

年，是单位用水的主要水源。测试期间，18

家单位合计日取水量 4383.2 立方米/天，其

中自来水4322.9立方米/天。

18 家单位中有 11 家单位在测试过程

中发现管网漏水，合计漏水量 1546.2 立方

米/天，年漏失水量达到 56.4 万立方米。11

家存在漏水的被测试单位，经过管网改造

合计可节水56.4万立方米/年。

除了管网漏水造成的水资源浪费，18家

被测试单位在用水器具、用水管理等方面还

存在节水空间，合计存在节水潜力1607.4立

方米/天，扣除漏水造成的损失，还有节水空

间 61.2 立方米/天。按年运行 300 天测算，

如按水平衡测试提出的改进意见，年还可节

水 1.8 万立方米，加上消除漏水的节水量

56.4 万立方米，合计年可节水 58.2 万立方

米，占测试前一年度合计取水量的27.4%。

通过水平衡测试，我市用水单位可实现

节水25%以上，节水效果比企业还要明显。

据统计，我市 2014～2017 年已完成水

平衡测试的企业及单位合计年取水量560.9

万立方米，管网漏水量 91.6 万立方米，合计

年 节 水 潜 力 139.3 万 立 方 米 ，节 水 率

24.8%。近 4 年的水平衡测试结果表明，通

过系统推进企业及各类单位的水平衡测试，

可实现综合节水率25%左右，相当于增加了

25%的供水能力，可极大促进市节水型社会

的创建进程，同时可缓解市水资源紧张的局

面，具有非常显著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此外，通过水平衡测试工作，用水计量

及管理、用水计划制度的科学性都得到明显

提高，节水型工艺和器具得到进一步推广。

水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不能随意浪

费。希望全社会形成合力，增强节水意识，

做好水平衡测试工作。

水平衡测试节水成效显著
企事业单位纷纷参与其中

企业通过水平衡测试

查出漏水点进行补漏

抄表读数

验收会议

□记者 章芳敏

我市水资源短缺形势严峻
水平衡测试势在必行

据统计，我市的多年平均水资源

量为 8.45 亿立方米，其中多年平均地

表水资源量为 6.66 亿立方米，扣除重

复量后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1.79 亿立方米，人均拥有水资源量只

有 1487 立方米 （按常住人口计只有

842立方米），约为全省人均数的74%

和全国的 63%。水资源可利用量为

3.61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为 3.08 亿

立方米，地下水为0.53亿立方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外来人口

的增加、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生活用

水和工业用水总量均呈迅速增长态

势，我市水资源短缺的形势更加严

峻。另外，从境外引水也存在较大的

困难，磐安引水工程还未能达成合作

方案。

为此，大力推行节约用水措施，

推广节约用水新技术、新工艺，发展

节水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建立节

水型社会，是解决我市水资源问题的

战略性和根本性举措之一，也是当前

形势下缓解水资源紧张局势的最佳

途径。

为加快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我市根据水利部《关于开展加快

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工

作的通知》要求，编制了《永康市加快

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方

案》，提出了严格建设项目水资源认

证、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加强计划用

水和超指标累进加价制度等共 12 项

主要建设任务，其中水平衡测试工作

是进一步完善取水许可证制度、加强

计划用水及提高用水效率的基础性

工作。

通过水平衡测试，可摸清各取

用水户的用水现状，一方面可有效

消除供水管网渗漏等水资源浪费，

消除用水隐形需求，同时还可发现

用水单位不合理用水，并通过加强

用水管理、进行节水改造等各种节

水措施，消除用水过程中的各种水

资源浪费，提升单位的用水效率，缓

解供用水矛盾。

成立领导小组设立专项资金
先行先试开展水平衡测试

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章芳敏 电话：87138751 Email:614086744@qq.com 05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