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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洪叶 吴琼

滴水必珍，呵护江河湖泊

22 日上午，省水利厅和省委宣传部、共青团江苏省
委、南京市水务局、江苏省水利学会等联合举办的纪念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活动，在长江、夹江和秦淮新河三
水交汇处的南京鱼嘴湿地公园举行，上百名节水志愿者
沿江边步行巡江护江，呼吁周边群众滴水必珍，关爱呵护
身边的江河湖泊。

活动现场发布了“第二届江苏十大河湖卫士”名单，
南京农业大学生态学系副主任郭辉名列其中。作为“保
护母亲河”的积极倡导者、守护者和实践者，20 年来，他
带领学生开展秦淮河水质检测活动千余次，组织大学生
志愿者进行包括秦淮河流域水质、土壤、生物多样性、垃
圾分类概况的调查和分析，“通过多年的跟踪调查，我们
发现秦淮河污染减少、水质提升，呈现向好的状态。”

一幅展现江苏引江河工程全貌的手绘地图徐徐展
开，地图上有路线显示，根据游戏NPC提示，点击图标进
入各个场景，通过完成答题，点击互动小游戏来完成闯
关，这是泰州引江河管理处在“世界水日”上线的一款水
利知识闯关 H5。“这个 H5 很有意思，回去给儿子玩玩
看，让他也知道水资源的重要性。”泰州高港市民张宏民
一路过关斩将得到90分后，拍下H5二维码，准备带回去
和孩子一起学习节水知识。

在徐州市“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暨“节水中国 你我
同行”主题宣传联合行动启动仪式上，徐州市水务局局长
杨勇表示，徐州将坚持节水优先、高效利用，严格落实用
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扎实推进全行业、全过程、
全社会协同节水；坚持整体保护、系统治理，统筹解决水
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不断提高水资源综合
利用效益；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面加强水源涵养
和水生态保护，构建人水和谐美丽徐州。

节水护水，功夫更在平时

省水利厅副厅长韩全林说，江苏是水利大省，更是全
面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主力省，在构建新发展
格局中，“水韵江苏”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有责无旁贷
的使命。对江苏而言，节水可以增效率，扩大供水能力；
节水可以降低成本，增加经济效益；节水可以助力转型，
倒逼产业升级；节水可以减少排放，减轻环境负荷；节水

还可以彰显文明，促进绿色发展。节水是形成文明生产
生活方式的基本需要，节水是破解复杂水问题的关键举
措，节水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节水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23日，“节水中国 你我同行”推进会暨“水韵江苏——
节水少年行”主题宣传活动在江都水利枢纽正式启动，通
过科普、科幻征文和节水调研实践开展，发动中小学生主
动探索思考，理解节水的重要意义，掌握爱水护水的方
法，努力营造全社会“节水爱水护水”风尚。

江都区仙女镇中心小学同学表示，将增强节约用水
意识，注意保护水资源，看到污染、浪费等不良行为及时
制止，养成良好节水习惯。

“世界水日”当天，在宿迁泗阳，50 名小记者走进江
苏深水水务成子湖水厂，参观了沉淀池、砂滤池、叠合清
水池、回用池等业务用房，了解取水泵站、中心增压站的
使用情况。孩子们认真听解说，仔细记笔记，切身感受到
节约和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

“参观中我们学习到很多知识，也知道了水资源的重
要性，回去以后我们要把节约水、爱护水落实到行动上，
并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身边的人。”学生王雅涵说。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节水、
爱水、护水的意识，将有利于自身和环境长远的发展。”

“江苏十大河湖卫士”之一、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鞠
鑫表示，通过“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带动一个家庭，影响
整个社会，倡导形成节约用水的文明生活方式。

走进镇江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亭台廊榭、
碧水幽幽，鱼儿在池中自在戏水，这些水都来自企业生产
回收水。“企业先后投入1000余万元，对十多个节水工程
进行技改。现在企业每年可节约用水 650 万吨，水重复
利用率达到 95%以上，每年产生的节水效益超过 1000
万元。之前节水技改的成本，一年就收回来了。”金东纸
业环保部赵国福介绍说。

刚性约束，力促水资源管理再上新台阶

“我们将积极践行总书记嘱托，依托大型水利枢纽设
施和江都水利枢纽展览馆，面向社会深入开展国情和水
情教育，加大《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贯彻力度，
严厉打击破坏河湖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以更高的标准
推进工程精细管理，用更新的举措加强河湖精准管护，推
动节水、管水、护水等各项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共护一江清水，共建幸福河湖。”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党
委书记、主任夏方坤说。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十四五”时期，我省将以水
资源管理现代化为目标，以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为
重点，全面强化最严格水资源管理，重点突出水资源刚性
约束，突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突出幸福河湖建设，突出创新引领，突出服务高质量发
展，全力打造水资源集约安全管理江苏样板。2021 年，
从刚性约束制度、规范化管理、水生态保护和地下水管控
四个方面着力，力促水资源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我们将着力推进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强化水
资源配置，推动可用水量确定，优化水源结构，加大非传统
水源利用，确保全省年度用水总量控制在524亿立方米以
内。供水保障更加可靠，做到遇一般干旱年型全省用水基
本不受影响、特殊干旱年型城乡居民饮用水和重点行业用
水有保证、河湖生态需水有保障。”省水利厅节水办主任朱
庆元说，今后一段时期，江苏将以水资源管理现代化为目
标，以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为重点，坚持系统治理，持
续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创新工作手段，加强现代水网水
资源优化配置，走出一条具有江苏特色的水资源管理工作
现代化之路，为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 本报记者 鹿 琳

跨江拥江，南京却是一座“缺水型城市”，人均水资源不足
全国四分之一。这是南京水资源的家底。

通过持续多年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2020 年，南京万元
GDP 用水量约为 25.4 立方米，较 2015 年 43.4 立方米降幅高
达41.5%，远高于省定23%的目标。这是南京的成绩单。

南京用呵护每一滴水的实际行动，有力呼应“世界水日”
“珍惜水、爱护水”的主题。

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1/4

大江过境，河湖众多，南京竟是“缺水型城市”！
“南京的水资源并不像大家以为的那么丰富。”南京市水

资源管理中心副主任王炜介绍，根据住建部的定义，本地人均
水资源量低于 600 立方米的城市就是“缺水型城市”，枯水年
南京本地人均水资源量 100 多立方米，丰水年也只有 400 多
立方米，不足全国四分之一。要不是因为靠近长江，过境客水
丰富，南京本地水资源根本难以满足城市生产、生活需要。

“水多≠丰富，水资源不是想用就能用的。”南京市水务局
生态河湖处邢少佳介绍，南京本地河湖不少，但河湖要保持一
定的生态水位，并非取之不尽；长江水的取用也受到严格限
制，每年不能超过 45.82 亿立方米；再加上水资源时空分布不
均，汛期集中了全年 70%的降水，这些降水大部分因城市防
汛需求短时间排入江河湖泊，难以有效利用。

另一个易被忽视的问题是水资源低效利用、跑冒滴漏，使
得本来就不足的水资源更加短缺。南京老城区地下管网破损、
城建施工碰到地下管网造成渗漏等问题依然存在。数据显示，
南京年度城市公共供水量为12亿立方米，漏损率约为10%。

专家指出，与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资源型缺水”和一
些高山峡谷地带的“工程型缺水”不同，南京虽然襟江带河，由
于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增加，水资源压力持续加大，属于“水
质型缺水”城市。如何节约用好“每一滴水”，成为城市发展的
迫切需求。

一年可省下20个玄武湖

“根系水位低于80毫米，太阳能水阀开启自动补水；高于
10 厘米，开启自动排水。”在江宁区谷里街道，中苏智慧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世杰指着一片田告诉记者，田中的智
能水位计与大数据物联网实时互通，实现自动灌溉，相比大水
漫灌，平均每亩田节水可达 10.3 立方米，平均用水量节约
30%，涝季节水更是高达70%。

南京农业用水占全部用水量超过三分之一，农业节水至
关重要。南京市水务局农水处处长丁鸣鸣介绍，通过推广高
效节水灌溉技术，南京因地制宜发展喷灌、微灌和低压管灌等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我省要求农田灌溉有效利用系数到
2025 年达到 0.625，南京去年已达 0.68。这意味着，100 立方
米灌溉用水浇下去，有 68 立方米被农作物吸收利用，远超
0.554的全国平均水平，接近0.7-0.8的发达国家水平。

梅山钢铁厂能环部能源技术室主任仲园介绍，厂区近年
来陆续建设超30公里长的中水回用管网，覆盖内部各主要生
产单元，板桥地区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经过净化处理，用于
工业生产和厂区景观，年回收量超 2000 万立方米，“‘吨钢耗
水’是衡量钢铁企业能源消耗的重要指标，国家一级标准为
3.15立方米/吨钢。通过废水多级循环利用，目前梅钢的吨钢
耗水降至2.75立方米。”

在南京用水结构中，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分别约占1/3。
只要精打细算，循环反复地用，生活用水的节水空间更大。在
南京市金川河下游宝塔桥东南侧，生活污水经过净化处理后，
变成河道补给用水，源源不断流入金川河。南京市水务设施
管理中心胡详洪介绍，“城北厂每天达标排放尾水30万吨，一
年下来，相当于20个玄武湖的水量。”

拧紧机制创新的“节水阀”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重在体制机制创新。专家强调，要通
过制度设计，用市场手段引导面广量大的用水主体主动节水。

“公司每年许可用水量约 36 万立方米，目前每年温泉用
水量在 60 万立方米左右，缺口严重。”去年底，南京在全省率
先完成地下水水权改革，汤山温泉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与南京
汤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等 7 家单位签定交易合同，购买近 40
万立方米水。总经理杨永明说，这一改革一举解决了困扰公
司多年的“超计划、超许可”取水难题。

“省下的水可以拿来交易，用多了要花钱买，节水是有效
益的。”南京市水务局水资源处处长李益进说，水权交易旨在
利用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激励节水，今年南京还将在溧水区
试点地表水水权交易。

另一创新是在全省率先开展合同节水。“合同节水即节水
服务企业与用水户以合同形式，提供节水改造和管理等服务，
节水效益双方共同分享。”南京市供节水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举
例，专业公司为南京体育学院进行管网修复改造，8个月节水
4 万多吨，双方共享节水收益超 10 万元；江苏省肿瘤医院通
过更换节水器具，一栋住院楼一年节水约2万吨。

节约用水，功夫更在“节”外。数据显示，排放1吨污水会
污染 7-8 吨净水，还需要 10-20 吨的净水来稀释。污水对水
资源的“浪费”程度十分惊人。

“防污治污增加可用水资源量，也是一项重要节水之举。”
王炜介绍，近年来，南京全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达标率保持
100%，市域基本消除劣V类水体，22个国省考断面水质全部
达标。到2020年底，全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达319万
吨/日，县以上生活污水处理厂出水均达一级A标准。

□ 本报记者 仲崇山

3月22日是第二十九届“世界水日”。人体离不开水
的滋养，水要怎么喝才能喝得健康？隔夜水、蒸锅水、千滚
水不能喝，喝这样的水会致癌，这些说法有科学根据吗？

“水是人体重要组成部分，人体中水的占比约为
60%，婴儿约 80%。如何健康地喝水一直是人们关心的
话题。”省肿瘤医院膳食营养科王卉博士介绍说，隔夜水、
蒸锅水、千滚水里亚硝酸盐含量高，喝多了会中毒、致癌，
这些说法已经存在很久，可事实上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久存、久沸、反复蒸馏的确会让水里的部分硝酸盐转变为
亚硝酸盐，但其含量很低，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王卉
说，是否中毒需要考虑毒性和剂量两个因素。从饮水中
摄入的亚硝酸盐比起其他食物要低很多，远不如香肠、咸
鹅等腌制品中的含量。

隔夜水不能喝的说法是错误的。“早上6点烧的水到
下午 3 点能喝。那么，晚上 9 点烧的水到第二天早上 6
点，怎么就不能喝了？同样烧好9个小时的水，同样的储
存环境，甚至晚上低温更利于保存，为什么就不能喝？”王
卉说，研究表明，隔夜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远低于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提出的低于1毫克/升的标准，完全不用担
心致癌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硝酸盐日允许摄入量为

0-5 毫克/公斤体重。体重 60 公斤的成年人，每天摄入
12 毫克以下亚硝酸盐都在安全范围之内。亚硝酸盐的
毒性较强，人中毒剂量为 0.3 克-0.5 克，致死量为 3 克。
也就是说，一次必须喝完60升千滚水才有可能中毒。

省疾控中心环境健康所所长、研究员丁震提醒，反复
烧开的水，因为煮沸的时间久，水中不易挥发的物质如
钙、镁等重金属离子浓度较高。如果经常饮用，摄入人体
的重金属过多会影响胃肠功能，导致暂时性腹泻、腹胀
等，还会影响血红蛋白携带氧气的能力，造成脏器的缺
血、缺氧，严重的还会引起昏迷和惊厥。此外，长时间蒸
馒头、包子后锅中留下的蒸锅水，水中多会留有植物油、
菜汁、无机盐等，冷却后容易滋生细菌，形成硝酸盐、亚硝
酸盐等有害物质，因此不建议经常喝。

水是人体必需物质。国务院2019年7月发布《健康
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明确将饮水量列入行动目
标，指出足量饮水有利健康，成年人一般每天 7-8 杯

（1500-1700 毫升），提倡饮用白开水或茶水，少饮用含
糖饮料。不提倡中小学生和儿童喝纯净水、矿泉水等瓶
装水。因为纯净水过滤掉有害物质的同时，也过滤掉有
益元素，由于过于“干净”且呈现弱酸性，对人体健康并无
益处。而矿泉水被认为是人造饮料的一种，并非天然
水，不利于健康，因此也不建议长期饮用。

自 2021 年党员冬训工作开展以
来，南京市建邺区金融监管局积极部
署、认真落实、创新思路，推出“4+”工作
举措，推动党员冬训线上+线下整合、机
关+社区联合、党建+金融融合、理论+
实践结合，保证党员冬训全覆盖、高质
量、见实效。

“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开辟线
上、线下两大学习课堂，线上依托钉钉
平台打造金融监管局党员学习圈，开展
党史百年天天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一、二、三卷）、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
常态化学习；线下打造党员集中学习研
讨课堂，自冬训工作开展以来，组织开
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
习，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建邺区委全会

精神学习，《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
工作条例》等专题集中线下学习研讨共
6场。

“机关+社区”结对共建。去年冬训
正值疫情肆虐，全体党员下沉社区，在
疫情防控第一线展现党员的初心使命；
今年冬训，一方面，区金融监管局党支
部与结对共建的兴达社区党委联合召
开座谈会，与困难党员和“抗疫”志愿者
进行座谈交流，送去党的温暖和关怀；
另一方面，联合街道社区开展金融风险
防范宣传教育活动 10 余场，发放宣传
品 2600 余件，提醒广大居民守好钱袋
子，谨防金融诈骗，活动进一步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加强了机关与社区的互
助共建。

“党建+金融”聚力共融。创新推
出“党建+金融”主题学习课堂和主动
服务模式，一方面，按照每月 1 场主题
党课的计划，安排局领导和各科室轮
流上党课、做分享、谈体会，切实将党
建与业务工作有机结合，目前已开展
党组书记带头上 2021 年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主题党课 1 场；另一方面，
坚持党建引领，推进金融产业集聚，升
级“建邺金服”品牌，充分发挥党组织
对金融工作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金
融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对科技进步的
推动、对小微企业的帮扶作用，据统
计，自“建邺高新进园保”等金融服务
产 品 推 出 以 来 ，已 服 务 区 内 企 业 超
300 家 ，累 计 授 信 413 笔 、授 信 金 额

22.86 亿元。
“理论+实践”同生共长。为进一步

抓实抓细全局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掀起
党史学习教育热潮，一方面，设立“四
史”读书角，购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理论学习用
书 10 余册，做好党史理论学习的氛围
营造和教育保障工作；另一方面，制定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系列
实践活动计划，拟通过对梅园新村、新
四军驻高淳办事处旧址、竹镇抗日民主
政府旧址等红色革命基地的实地参观
学习，开展“四重四亮”主题党日活动，
进一步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成果，在实践中锤炼党员党性
修养。 余思洁

建邺区金融监管局创新“4+”举措提高党员冬训成效

建邺区金融监管局党支部与兴达社区党委召开抗疫志愿者座谈会

南京万元GDP用水量五年降四成的背后——

“缺水型城市”南京
这样拧紧“节水阀”

我省举办纪念我省举办纪念““世界水日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中国水周””系列活系列活动动——

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

隔夜水
蒸锅水
千滚水

能不能喝？
听专家介绍喝水的健康知识

3月22日是第二十九届“世界水日”，3月22-28日是第三十四届“中国水周”。今
年“世界水日”的主题为“Valuing Water”（珍惜水、爱护水），我国纪念2021年“世界水
日”和“中国水周”活动的主题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

作为全国唯一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大海的省份，水，是江苏最丰裕的自然禀赋、最灵动
的生态要素和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然而，我省过境水多，本地水资源年均只有322亿立
方米，人均仅432立方米，不到中国人均水资源量的1/4，且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特殊
的省情水情，决定了“水乡”江苏，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

滴水滴水
必珍必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