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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人均综合
用水量

（立方米/年）

261

262

264

258

257

万元GDP
用水量

（立方米）

28

27

26

24

21

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
（立方米）

16.2

16.0

16.6

15.0

12.6

农田灌溉
亩均用水量
（立方米）

261

254

248

255

258

人均生活用
水量（升/日）

城镇

228

232

230

230

229

农村

122

126

124

122

120

一、概述

2017 年，全市面平均降水量 1596.0 毫米，水资
源总量 76.86亿立方米，属平水年份。全市 32座大中
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7.284亿立方米，年末蓄水总量
比年初减少1.385亿立方米。

全市总供水量 20.58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源供
水量 20.17 亿立方米，地下水源供水量 0.03 亿立方
米，污水处理回用量及雨水利用量0.38亿立方米 （根
据浙江省水资源公报编制规定，2017 年起，全市总
供水量、用水量不含河道环境配水量 〈河道内换水
量〉）。

全 市 总 用 水 量 20.58 亿 立 方 米 ， 比 上 年 增 加
1.3%，其中生活用水量 4.92 亿立方米，生产用水量
15.41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量0.25亿立方米。

全市水功能区水质持续改善，水质达标率为
74%，较上年提升 4个百分点，主要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良好，水质为Ⅱ类及以上的占参评总数的 92.6%，
主要江河及平原河网水质有所改善。

二、降水与蒸发

降水量 2017 年 全 市 面 平 均 降 水 量 1596.0 毫
米，比上年少 16.1%，比多年平均值多 5.2%。降水量
年内分布不均状况明显。从各月降水量来看，3 月、
4月、6月、10月和 11月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多，其中
3月多 20%，4月多 50%，6月多 60%，10月和 11月多
1 倍；其他各月均比常年同期少，其中 1 月和 9 月少
10%，2月少70%，5月和7月少30%，8月少50%，12
月少20%。

2017年全市行政分区年降水量与2016年及多年
平均值比较

注：行政分区中奉化区单列，下同。
水资源量 2017年全市水资源总量 76.86亿立方

米，比上年少 26.0%，比多年平均值多 2.1%，产水模
数为 86.99 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74.76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2.10亿立方米。

2017年全市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与2016年及多

年平均比较

三、大中型水库蓄水动态

宁波市6座大型水库和26座中型水库2017年末（以下
简称当年末）蓄水总量为7.284亿立方米，年末蓄水总量
比年初减少1.385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当年末蓄水
总量为3.380亿立方米，比年初减少0.911亿立方米；中型
水库当年末蓄水总量为3.904亿立方米，比年初减少0.475
亿立方米。

四、供水量与用水量

供水量 2017年宁波市总供水量为20.58亿立方米
（根据浙江省水资源公报编制规定，从2017年开始，供、用
水量不计河道环境配水量〈河道内换水量〉），较上年增加
1.3%。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为20.17亿立方米，占总供水
量的98.0%；浅层地下水源供水量为0.03亿立方米，占总
供水量的0.1%；污水处理回用量及雨水利用量为0.38亿
立方米（不包括直接用于河道环境配水的中水利用量），
占总供水量的1.9%。

在地表水源供水中，蓄水工程供水量为14.98亿立方
米，引水工程供水量为1.01亿立方米，提水工程供水量为
3.78亿立方米。

跨区域供水中，宁波市境外引水工程为工农业生产
提供的供水量为0.77亿立方米；宁波向舟山供水0.37亿立
方米。

另外，全市实现河道环境配水量（河道内换水）3.61
亿立方米，较上年增加14.6%。

各行政区域供水量分别为：市区6.94亿立方米，余姚
3.16亿立方米，慈溪1.83亿立方米，奉化2.43亿立方米（奉
化区单列，下同），宁海4.04亿立方米，象山1.78亿立方米。

用水量 用水量组成包括生产用水、生活用水、环境
用水。2017年宁波市总用水量为20.58亿立方米，比上年
增加1.3%。居民生活用水量为4.92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
0.8%，其中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为3.66亿立方米，农村居
民生活用水量为1.26亿立方米；生产用水量为15.41亿立
方米，比上年增加1.4%，其中第一产业用水（包括农田灌
溉用水、林牧渔用水和牲畜用水）7.45亿立方米，第二产
业用水（包括工业用水和建筑业用水）5.98亿立方米，第
三产业用水（包括商品贸易、餐饮住宿、交通运输、仓储、
邮电通讯、文教卫生、机关团体等各种服务行业）1.98亿
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量0.25亿立方米。

另外，全市实现河道环境配水量（河道内换水）3.61
亿立方米，较上年增加14.6%。

各行政区域用水量分别为：市区9.78亿立方米，余姚
3.15亿立方米，慈溪2.61亿立方米，奉化1.46亿立方米，宁
海1.80亿立方米，象山1.78亿立方米。

耗水量 2017年宁波市总耗水量为11.20亿立方米，
总耗水量占总用水量的54.5%。其中生活用水耗水量为
2.18亿立方米，生产用水耗水量为8.79亿立方米，生态用
水耗水量为0.23亿立方米。

五、用水指标

2017年人均综合年用水量为257立方米（按常住人口
计算），万元GDP（当年价）用水量为21立方米，农田（包
括水田、水浇地和菜地）灌溉亩均用水量为258立方米，万
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为12.6立方米，城镇人均
生活用水量为229升/人·日，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120
升/人·日。

2013年～2017年宁波市各项用水量指标

注：1、GDP、工业增加值采用统计快报数据（当年价）。
2、人均综合年用水量采用常住人口计算。
3、人均生活用水量不包括取水、供水中的输水损失。

2013年～2017年人均综合用水量和城镇、农村人均
生活用水量变化图

2013年～2017年万元GDP、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变化图

节水量 2017年，全市节约水资源量超过1.15亿立
方米，其中通过建设节水灌溉工程、改善农业灌溉条件等
措施，农业节水0.80亿立方米；通过中水回用、企业节水
技术改造等措施，全市重点工业企业节水0.20亿立方米，
宁波市区城市节水（包括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和城镇公共
用水）0.15亿立方米。

六、水质状况

根据浙江省水资源监测中心宁波分中心的监测，
2017年全市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74%，比上年提高4个
百分点。

主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 2017年水质总体平
稳，参与评价的饮用水水源地共27个，其中达到地表水环
境质量Ⅰ类标准的2个，为周公宅水库和十字路水库，占
参评总数的7.4%；达到Ⅱ类标准的23个，占参评总数的
85.2%；达到Ⅲ类标准的1个，占参评总数的3.7%。向市区
供水的5座大型水库中，周公宅水库水质为Ⅰ类，白溪、亭
下、横山、皎口水库水质为Ⅱ类。

主要江河水质状况 参与评价的主要江河水质断面
20个，其中甬江流域15个，独流入海水系5个。甬江流域的
奉化江水系上游水质较好，公棠、溪口、萧镇及鄞江河段
为Ⅱ类水，奉化江干流为Ⅳ类水；姚江水系为Ⅲ～Ⅳ类
水；甬江干流为Ⅴ类水。宁海清溪的辽车河段、西溪的范
家桥河段以及白溪的水车河段为Ⅱ类水，凫溪的洪家塔
河段为Ⅱ类水，凫溪的杨梅岭河段为Ⅳ类水。

平原河网水质状况 参与评价的平原河网水质断面
25个，监测范围覆盖各区县(市)平原河网，水质状况逐年
改善。达到Ⅱ类标准的3个，占参评总数的12%；达到Ⅲ类
标准的4个，占参评总数的16%；达到Ⅳ类标准的5个，占
参评总数的20%；其余13个断面水质未达到水功能区Ⅳ
类标准，超标项目为总磷、氨氮、生化需氧量等。

2017年宁波市水资源公报
宁波市水利局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国家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4000 多字的内容，84
次提到“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
话，赢得现场如潮的掌声，更激起
回响、激发共鸣，焕发亿万人民的
坚定信心和奋斗激情。

“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
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讴歌我
们伟大的人民、伟大的民族、伟大
的民族精神，传递着人民领袖深厚
的人民情怀。光荣属于人民、感情
系于人民、力量源于人民、奋斗归
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的尊
崇和热爱，宣示的是人民政党根本
的政治立场，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
执政最大的政治优势，体现了“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最高原则。

“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
是中国人民书写的”，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
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
准”，人民是政绩的阅卷人；“让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
实生活中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人
民是奋斗的出发点；“每一个人都是
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
者”，人民是时代的动力之源。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话，从世界观、价值
观、方法论层面，深刻揭示了“为
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为民
执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主题，全面
阐释了为什么要始终坚持人民立
场、怎样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
逻辑。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这是铿锵的宣示，更是坚定的行

动。今年全国两会上，修改宪法，
目的是使我国宪法更好体现党和人
民意志；机构改革，目的是让老百
姓得到更多实惠；成立监察委，目
的是确保权力真正为人民谋利益。
这些重大政治议题、顶层制度设
计，无不把人民利益作为最终价值
指向。由此回溯党的十八大以来，
普通人与日俱增的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为新时代写下温暖注
脚，更兑现了我们党对全国人民的
承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个
根本思想，为“人民的美好生活”
不懈奋斗，我们就能让全体中国人
民和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
光。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巨轮
劈波斩浪，需要激发蕴藏于亿万人
民中的力量。长征路上的红军鞋与
小岗村村民的红手印，淮海战役的
小推车与当前创业创新的热潮，时
代场景在变，但人民的奋斗不变、
人民的精神不变、人民的力量不
变。行百里者半九十，奋斗路上战
犹酣，把蓝图变为现实，仍需攻克

“娄山关”“腊子口”，奋力夺取新
长征的胜利。越是在这样的时候，
就越是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
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始终发
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
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
想精神，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
绩。

从嘉兴南湖上的一条小船，到
承载着 13 亿多人民希望的巍巍巨
轮，我们鲜红的党旗上始终铭刻着

“人民”二字。乘着新时代的浩荡
东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带领下，全国人民一起撸起袖
子加油干，就一定能书写下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篇
章。

（载 3 月 22 日 《人 民 日
报》）

始终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 一论习近平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重要讲话

【上接第1版】
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全面依

法治国工作，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重大事项、重大
问题，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协调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
室设在司法部。

（三）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为
加强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构
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
审计监督体系，更好发挥审计监督
作用，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作为党
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主要职责是，研究提出并组织
实施在审计领域坚持党的领导、加
强党的建设方针政策，审议审计监
督重大政策和改革方案，审议年度
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
审计报告，审议决策审计监督其他
重大事项等。

中央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审
计署。

（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
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
作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为加强党
中央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
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决策
和统筹协调职责，将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分别改为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财经委
员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负责相
关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
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
实。

4个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分别为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
室、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外
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五）组建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为加强党中央对教育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加强教育领域党的建设，做好学
校思想政治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
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组建中
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党中央
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主要职责是，研究提出并组织
实施在教育领域坚持党的领导、加
强党的建设方针政策，研究部署教
育领域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工作，审
议国家教育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
教育重大政策和体制改革方案，协
调解决教育工作重大问题等。

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
设在教育部。

（六）组建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
委员会。为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党
的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深
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统
一部署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建工作，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将中央直属机
关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国家机关工作
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央和国
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作为党中央派
出机构。

主要职责是，统一组织、规划、
部署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工作，指
导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
律建设，指导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
党组织实施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
干部的监督和管理，领导中央和国
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工
作，归口指导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
作等。

不再保留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
员会、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

（七）组建新的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党校是我们党教育培训
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为全面加
强党对干部培训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统筹谋划干部培训工作，统筹部
署重大理论研究，统筹指导全国各
级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将中央党
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的职责整合，组
建新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作为党中
央直属事业单位。

主要职责是，承担全国高中级
领导干部和中青年后备干部培训，
开展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研
究，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承担党中央决策
咨询服务，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骨
干，对全国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进

行业务指导等。
（八）组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党史和文献工作是党的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为加强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统
筹党史研究、文献编辑和著作编译
资源力量，构建党的理论研究综合
体系，促进党的理论研究和党的实
践研究相结合，打造党的历史和理
论研究高端平台，将中央党史研究
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的
职责整合，组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作为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保留中央
编译局牌子。

主要职责是，研究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
主要代表人物，研究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国
共产党历史，编辑编译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重要
文献、主要领导人著作，征集整理重
要党史文献资料等。

不再保留中央党史研究室、中
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

（九）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中央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为加强党
对机构编制和机构改革的集中统一
领导，理顺机构编制管理和干部管
理的体制机制，调整优化中央机构
编制委员会领导体制，作为党中央
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统筹负责党和
国家机构职能编制工作。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作
为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的办事机
构，承担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日常
工作，归口中央组织部管理。

（十）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公务
员工作。为更好落实党管干部原则，
加强党对公务员队伍的集中统一领
导，更好统筹干部管理，建立健全统
一规范高效的公务员管理体制，将国
家公务员局并入中央组织部。中央组
织部对外保留国家公务员局牌子。

调整后，中央组织部在公务员
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统一管理
公务员录用调配、考核奖惩、培训和
工资福利等事务，研究拟订公务员
管理政策和法律法规草案并组织实
施，指导全国公务员队伍建设和绩
效管理，负责国家公务员管理国际
交流合作等。

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公务员
局。

（十一）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
闻出版工作。为加强党对新闻舆论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对出版
活动的管理，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将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
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对外加
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牌
子。

调整后，中央宣传部关于新闻
出版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贯彻
落实党的宣传工作方针，拟订新闻
出版业的管理政策并督促落实，管
理新闻出版行政事务，统筹规划和
指导协调新闻出版事业、产业发展，
监督管理出版物内容和质量，监督
管理印刷业，管理著作权，管理出版
物进口等。

（十二）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电
影工作。为更好发挥电影在宣传思
想和文化娱乐方面的特殊重要作
用，发展和繁荣电影事业，将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管理职责划
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对外加
挂国家电影局牌子。

调整后，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
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电影
行政事务，指导监管电影制片、发
行、放映工作，组织对电影内容进行
审查，指导协调全国性重大电影活
动，承担对外合作制片、输入输出影
片的国际合作交流等。

（十三）中央统战部统一领导国
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为加强党对民
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将民族工
作放在统战工作大局下统一部署、
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更好贯彻落实
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更好协调处理
民族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将国家民
族事务委员会归口中央统战部领
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仍作为国
务院组成部门。

调整后，中央统战部在民族工
作方面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党
的民族工作方针，研究拟订民族工
作的政策和重大措施，协调处理民
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分工做
好少数民族干部工作，领导国家民
族事务委员会依法管理民族事务，
全面促进民族事业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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