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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
——《海南水网建设规划》解读

立足独立海岛型水系，以水资源
利用上限、水环境质量底线、水生态保
护红线为刚性约束，优先构建生态水
系网，高水平建设工程网、管理网、信
息网，实现“一盘棋统筹、一张网布局、
一平台管理”。

日前，《海南水网建设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经海南省政府批准正式
发布。《规划》在全面总结海南省水务
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深入
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新需求，按照新时代治
水方针和美好新海南建设的要求，积
极践行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发展理念，
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统筹谋划海南
省今后一个时期水务改革发展的总体
目标和战略布局。

相关水利专家表示，《规划》以保
障生态安全、防洪安全、供水安全为出
发点，突出解决工程性缺水和功能性
缺水问题，着力打造集工程网、信息
网、管理网于一体的海岛型现代综合
立体水网体系，形成了推动海南水务
改革发展的战略性和指导性的顶层设
计，对海南水务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近日，海南省水务厅厅长王强就
《规划》相关问题一一进行解读。

问：《规划》实施对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有着怎样的意义？

答：水网是《海南省总体规划》确定的
基础设施“五网”之一。作为岛屿型省份，
海南水资源总量丰富，但岛屿型放射状水
系具有河短流急、暴涨暴落、难以调蓄的特
点，导致海南长期存在工程性缺水和功能
性缺水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12号文件，赋予了海南新的历史使命，
提出“完善海岛型水利设施网络”，围绕着

“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立足海南省区情
水情，以先进的理念编制完成的《海南水网
建设规划》。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
案》也明确提出，“按照确有需要、生态安
全、可以持续的原则，完善海岛型水利设施
网络，为海南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水安全
保障。”

《规划》结合全省“多规合一”总体部
署，围绕水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全局和
战略的高度，历经10年探索研究和3年攻
坚克难，统筹谋划了今后一段时期水务改
革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战略布局，是未来水
务改革发展的纲领性行动计划。它的推进
实施，将构建一张“互连互通、东西互济、丰
枯调剂、应急调度”的统一的生态水网体
系，让全岛水资源实现“引得进、蓄得住、排
得出、可调控”，显著提升海南未来发展的
水务保障能力。

问：海南水网如何布局？

答：按照海南省“多规合一”总体部署，
围绕“两极引领，两翼支撑”的新型城镇化
规划格局，将海南岛划分为中部、琼北、琼
南、琼西、琼东等五个片区，依托南渡江、昌
化江、万泉河、陵水河四大江河，以多补少、
以大带小，构建出一张丰枯互济、功能强大
的水网体系。

中部区：作为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和全岛生态安全战略中心，集中了全省
95%以上的一级生态保护区面积。这一区
域着重强化江河源头区生态保护红线管
控，构建中部水塔安全屏障，对水源进行涵
养，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与修复，对水土流
失进行综合治理。

琼北区：作为海南省政治、经济、文化
重点区域，江东新区、海花岛、滨海新区、洋
浦工业区等区域和热带高效农业建设方面
用水需求增长迅猛。规划以松涛、迈湾、红
岭、天角潭水库、南渡江引水等工程为骨干
水源，以松涛灌区、迈灌区湾、红岭东西干
渠为脉络，以春江、南方、湖山等中小型水
源为补充，采取大中小并举、长藤结瓜的形
式将水系连贯起来，覆盖每一个重点用水区
域。未来迈湾水利枢纽、天角潭水利枢纽和
琼西北供水工程将成为加快建设的重点。

琼南区：该区域度假旅游人数增长迅
猛，三亚新机场、乐东长隆集团蓄势待发，
南繁育种科研基地对水资源保障提出了更
高要求。在现有大广坝、大隆、长茅等大型
水库基础上，规划在昌化江上新建向阳、南
巴河水库，构建昌化江水资源配置体系，提

高水源保障能力。在陵水河上建设“一库
一闸”，增强陵水黎族自治县枯水期水资源
调配能力。未来将重点建设乐亚水资源配
置工程、南繁育种科研基地水利保障工程。

琼西区：作为海南西部粮食、油料等农
产品生产基地对增加供水需求强烈，昌江
核电厂的供水安全保障也亟待提高。规划
充分挖掘大广坝、戈枕、石碌等水库的供水
潜力，通过修建水源连通工程，完善供水体
系，提高区域水资源配置能力。未来将重
点建设引大济石及昌江黎族自治县水系连
通工程，续建大广坝灌区。

琼东区：区域内的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博鳌论坛会址等对水源建设提出了新
要求。规划北部以红岭水库为骨干水源，
建设红岭灌区工程，引水至屯昌、定安、琼
海，实现对东部独流入海流域的覆盖；南部
以牛路岭水库为骨干水源，建设连接琼海、
万宁等水库的输水工程，构建供水安全保
障网。

问：通过水网建设，将解决海南哪些问
题？

答：解决水资源时空分布与经济社会
布局不相适应的问题，构建合理高效的水
资源配置体系。

通过《规划》实施，新建一批骨干水源
工程、水系连通工程和水资源配置工程，新
增供水量约10亿立方米，基本解决全省
840万城镇、308万农村、220万度假旅游
区人口的用水问题，重要城镇及园区实现
双水源供水，季节性高峰用水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

解决河湖水生态空间受损、管控能力不
强的问题，提高海岛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通过《规划》实施，全省重要江河湖泊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95%以上，主
要污染物入河湖总量控制在水功能区限制
排污总量范围内。水库、湖泊等水体富营
养化状况得到显著改善，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全面达标，城乡饮用水安全得到
有效保障。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控制，水土
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下降到5%
以下，林草覆盖率在现状基础上提高5%，
水源涵养能力显著提高，江河湖库泥沙淤
积进一步削减，有效减轻洪涝、泥石流、崩
塌等自然灾害危害。

解决防洪体系不健全、抵御洪（潮）涝等
灾害能力不高的问题，构建工程与非工程措
施相结合的防洪（潮）治涝安全保障体系。

通过《规划》实施，可新增保护人口
374.4万人，新增保护面积238万亩，全省
重要城镇防洪标准基本达到国家标准要
求。进一步减少洪涝灾害造成的生命财产
损失和公共基础设施损失，促进经济稳定
发展，促进社会安定。

解决农业灌溉设施落后、与生态循环
农业示范省建设要求差距大的问题，建设
热带现代农业水利保障体系。

通过《规划》实施，推进灌排渠系建设
和节水型灌区建设，打通农田水利“最后一
公里”。新增灌溉面积约300万亩，改善灌
溉面积约100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200万亩，每年可增产粮食约85万吨、

瓜菜约450万吨、水果约240万吨。
解决水务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水管

理能力不高的问题，推进水治理体系和能
力现代化。

通过《规划》实施，从水法规完善、执法
监督机制建设、人才队伍培养、水务科技应
用、水利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夯基础、强队
伍、重创新、提能力，着力破解海南水务综
合管理基础薄弱问题，全面增强政府依法
治水管水能力。

问：《规划》有哪些特点和亮点？

答：《规划》编制实现了由项目规划向
空间规划的转变。它以水系空间为基础，
形成生态水系网、工程网、管理网和信息网
的同步规划，同时主要工程走线落地一张
蓝图中，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一是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提
出水生态空间管控思路、布局和要求，引领
全岛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首次在省域范围
落实“多规合一”和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环
境准入管控要求。

二是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多
龙治水”格局，在全国首次对整个省区开展

“供、用、耗、排”水务一体化，统筹解决区
域、行业、城乡之间水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

三是立足海岛省情水情，在强调整体
保护前提下，提出集工程网、生态水系网、
管理网、信息网于一体的海岛型现代综合
立体水网体系，实现“一盘棋统筹、一张网
布局、一平台管理”。

四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构建生态水系廊道，以流域为单元推进综
合治理，统筹解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水灾害问题。

五是充分考虑生态立省要求，提出生
态用水配置刚性要求；同时强化环境约束，
规划环评与规划同步开展，从不同角度论
证规划方案的合理性。

问：“三网”内涵有哪些？它们将发挥
怎样的作用？

答：工程网。立足海岛辐射状水系和
生态文明建设需求，针对海岛型水资源供
需峰值矛盾、水旱灾害抵御能力不足、水环
境水生态空间受损等问题，构建“以天然水
系为经线、灌溉渠系为纬线、水源控制工程
为节点”的多维共享的供给安全工程网。

管理网。基于水资源有力保障、水灾
害科学防控、水生态合理保护、水环境健康
发展的前提，根据海南岛经济社会发展结
构转型和动能转换的需求，以水为载体，创
新水务管理体制机制，建成高标准水务一
体化管理网。

信息网。统筹协调光、电、水三网协
同，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构建天、空、地
一体化的信息感知网。搭建以流域与区域
相结合的流域水利与水务服务相结合的水
务管理服务平台，最终实现水务业务管理
精准化、监控可视化、信息规范化、资源共
享化以及决策科学化的智慧智能信息网。

工程网是抵御洪（潮）涝灾害、保障城
乡供水和灌溉、推进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
复的前提条件，是水网建设的基础。管理
网是以水生态空间管控制度建设为关键引
领，以水网工程建管体制机制完善和综合
管理能力建设为基本抓手，以城乡水务市
场化培育和热带高效农业水利保障机制建
设为重要环节，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权责明确、监管有力、协调有序、运行高效”
的水务一体化管理模式，是工程网高效运
行的有力保障。信息网是综合运用物联
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基于“互
联网+”智慧水务的战略思维，侧重监测预
警、数据传输、数据中心、综合业务等方面
内容建设，是工程网和管理网的有效支撑，
是提升水网应用服务能力的重要保障。“三
网”是统一的有机整体，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是共同构建海南现代综合立体水网体
系的基本元素，是实现海南水务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也是“路、光、电、水、气”基础设
施“五网”融合建设的基础保障。

问：未来从哪些方面入手推动《规划》
实施？

答：蓝图绘就重在落实。一要坚持问
题导向、突出重点。二要坚持因地制宜、分
区施策。三要坚持统筹兼顾、系统治理。
四要坚持量力而行、分步实施。

今年 6月，省委书记刘赐贵明确要
求，加快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天角潭水利
枢纽工程、琼西北供水工程等重点水利设
施建设。省长沈晓明率队赴海口、屯昌、
儋州等市县调研，了解水网重大项目推进
情况。

随着《规划》发布实施，海南省委、省政
府，各级各相关部门工作力度加大，海南水
网，这一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千秋伟业，必
将顺利加快推进，落地生根。

这是历史的重托、时代的要求、全省乃
至全国人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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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然河流为经线，以人工渠系为纬线，
以大中小水库为节点，构建互联、互通、互调、
互补的绿色智能水网

到2025年，基本建成海岛型水利基础设
施网络骨干工程

水资源配置格局基本形成，重要河流和主
要城区达到防洪标准，主要河流水生态得到有
效保护和修复，信息网络平台和水资源水务管
理制度基本建立

水资源利用控制在53亿立方米以内，万

元生产总值用水量控制在 78立方米以内，城

市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11%以内，全省有效

灌溉面积达到737万亩，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

提高到0.60以上

水功能水质达标率95%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100%达标

城乡水务一体化基本实现，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和集中式供水工程供水率90%以上

“智能互联网+综合平台”初步成型，实现

海南省水务部门主要业务70%的网上运行，水

生态空间管控等水务改革管理取得突破性
进展

到2035年，全面建成现代化海岛型水利
设施网络

水网骨干工程全面贯通，防洪（潮）治涝体
系全面建成，江河水生态得到全面保护，现代
有序高效的水务综合管理体系日臻完善

水资源利用控制在56亿立方米以内，万

元生产总值用水量控制在61立方米以内，城

市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10%以内，全省有效

灌溉面积达到800 万亩以上，农田灌溉水利

用系数提高到0.62以上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集中式供水工程供

水率95%以上

天地一体化的水利感知网络全面建成，管
理统一的水务大数据库和水信息基础平台全
面建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权责明确、监管
有力、协调有序、运行高效”的水务一体化管理
模式全面形成

到2050年，全面建成安全、生态、立体、功
能强大的海岛型水利基础设施综合网络体系，
实现用水安全可靠、洪涝总体可控、河湖健康
美丽、管理现代化高效的战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