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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打好水源保护攻坚战决策部署，云南省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已基
本完成保护区划定工作，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十分艰巨。本文介绍了云南省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的现状，分析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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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decision-making and deploy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township centralized drinking water sour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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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nan province has basically completed the demarcation of the protection zones, but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are still formidab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entralized drinking water source area at township level in Yunnan Province,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t pres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work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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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饮水安全事关民生福祉和群众身体健康，云南省高度重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的要
求，为防治饮用水水源污染，保障饮用水安全，云南省持续开展乡镇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状
况评估，大力落实“划(保护区划定)、立(保护区标志设立)、治(保护区环境问题整治)”保护措施，不断
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

2. 全省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现状
据全国农村集中式水源地基础信息调查系统统计，云南省共有乡镇(含街道) 1405 个，其中 1031 个乡
镇有独立供水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317 个乡镇与城市、县城或其他乡镇联网供水，供水服务人口不
足 1000 人的乡镇水源地有 57 个。2020 年，全省共有 1283 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含千吨万人水
源)，日供水量达 138.2 万吨，服务人口 1088.2 万人。
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云南省全面完成 1283 个千吨万人及其他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
和审批工作。全省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划分保护区面积累计 8391.272 平方公里，其中，一级保护区
面积 489.852 平方公里，二级保护区面积 6145.320 平方公里，准保护区面积 1756.100 平方公里。至此，
云南省乡镇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得到全面建立[1]。

3. 存在的问题
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十分艰巨。乡镇级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主要存在以下五个问题：
(一) 水资源分配不均，部分饮用水水源地季节性缺水
云南省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类型主要分为湖库型、河流型及地下水型，占比分别为 37.4%、35.3%、
27.3%，湖库型水源地供水量相对稳定，河流型水源地多为山箐、河沟汇水，水资源量以降水补给为主，
地下水型水源地大多为岩溶水、裂隙水，受季节影响较大，因此，资源性、工程性缺水问题十分突出。
(二) 农业农村面源污染严重，部分饮用水源水质达不到水质标准
当前，全省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污染问题形势严峻，农业农村面源污染为主要问题。自古
以来，人类就习惯择水而居、沿河湖而居的生存方式，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周边普遍存在原住居民、农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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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畜禽养殖、牲畜放牧及农家乐等农业农村面源污染，大量生活污水和散养畜禽粪便收集处理不到位，
直接汇同雨水进入水体；农业种植粗放，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现象比较突出，土壤中残留的农药、化肥
随地表径流进入水体，对水源地造成污染。2020 年四季度，对全省 314 个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进行
监测，水质达标率为 93.63%，主要超标指标为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等。
(三) 农村饮用水源基础管理工作较薄弱
相比城镇而言，农村饮用水水源管理在能力建设、监测预警、污染预防、应急机制等方面都非常薄
弱。部分州市和县(市、区)存在缺乏业务用房、监测设备和人员严重不足等问题。根据 2020 年我省开展
的乡镇级及以下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结果，近 85%的乡镇级及以下饮用水水源未开展水质监测，
开展监测的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常规监测项目严重不足，缺乏统一的监测指标规范。乡镇级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缺乏突发环境风险事件的预见意识与处理能力，水源地环境安全风险较高。
(四) 水源地保护监督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
当前，在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中，存在水源地保护监督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法律法规欠缺，地方难以建立一套规范的水源地管理制度体系。由于水源保
护涉及部门众多，目前缺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专门的法律法规，现行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制度执行碎片
化，在实际的保护工作中，各部门单打独斗，一些保护问题权责不清，保护措施落实不到到位，导致表
面多头管理实际无人管理的混乱局面。二是危机意识不强，缺乏积极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主动性。
县级及以下相关水源地保护部门意识淡薄，危机意识不强，抱着当前水源的水还能饮用的态度，积极开
展水源地保护的主动性不够，水源地保护工作疏于管理，导致本来薄弱的保护措施更难以落实到位，已
建污水治理项目管理也不到位。三是资金投入力度不足，污染治理工程系统性不强。水源保护是一个系
统性工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点多面广，相关部门虽然都在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但资金量小且分散，治
理工程系统性不强，效率低下，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五) 尚未建立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
目前，云南省尚未建立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饮用水水源保护治理资金难以得到保障。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由于地方财政普遍困难，在生态补偿制度未建立的情况下，跨界水源保护区
划定方案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二是应在水源地保护区内实施退耕还林还草、优化种植结构等保护措施造
成损失的农户的必要补偿难以落实。三是水源地保护区划定之前合法合规建设的项目搬迁或关停的补偿
资金难以落实。

4. 保护对策及建议
(一) 严格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制度，提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水平
划定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是水源保护的基础，也是水源保护的法律边界，持续开展新增乡镇级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区划定工作。严格按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HJ 773-2015)，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规范化建设，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边界合理设立明确的地理
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在一级保护区周边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设置隔离防护设施。
(二) 全面整治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环境问题
全面排查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存在的环境问题，对违法建设项目、违法排污口、违法
网箱养殖等问题开展清理整治。优先开展保护区内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对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进行
集中收集处理，提高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保护区内的农业种植和经济林结合土地利用调整，逐步退出，
现阶段应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开展化肥减量增效行动，通过精准施肥，调整化肥结构，
改进施肥方式等措施严格控制化肥施用量[2]，减轻保护区内农业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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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监测与安全监管
持续开展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工作，全面提升水质监测能力，尽快将全省乡镇级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工作纳入常规监测范围。建立健全饮用水水质全过程监测体系，构建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供水单位出厂水、用户水龙头水等水质监测网络，对取水、制水、供水实施全过程管理。对水
质不达标水源提出对策措施并积极整改。
(四) 建立并完善水源地监督、管理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专门针对饮用水水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云南省应加快制定符合本省实际的《云
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使保护饮用水水源地的行为有法可依，进一步压实水源所在地乡镇及以上
人民政府的主体责任，落实部门主管责任，形成水利、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健康、自然资源、
农业农村等多方联动的保护机制。建立完善的预警监控体系和应急事件处置体系，组织开展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径流区(补给区)及供水系统周边污染风险评估，精准筛查饮用水水源地及供水系统周边可能存在
的污染风险因素，高风险区域设置应急物资储备库及事故应急池等应急防护工程，强化风险管控，编制
应急预案，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机制和处置能力，防范饮水安全突发事故。
(五) 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
充分发挥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主导作用，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遵循“谁受益，
谁补偿”的基本原则，形成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对保护区内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的农田进行必要的经济补偿[2]。探索构建多元化补偿模式，在通过省级奖补激励政策
引导实施经济补偿的基础上，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多元化生态补偿方式和实施市场化的补偿模式，积极运
用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补偿模式，拓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补偿资金来源渠道。

5.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省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仍不容乐观，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依然十分艰巨。针对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我省需统筹城乡发展，有条件的
地区实现多水源、跨区域联网供水；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防治农业农村面源污染；加强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监管；建立健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饮水安
全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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