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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根据《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34号）等有关规定，

对于取水量较少的建设项目，应当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表。

2．本表论证内容按照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有关要求填写。

3．“建设项目基本情况”页有关内容说明：

（1）“行业类别”：按照水利部“取水许可登记系统”规定的行

业类别进行填写，包括编号和文字。

（2）“建设内容或规模”：填写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例如

主要产品、产能，投资额，计划开、竣工时间，占地面积，职工人数

等。

（3）“取水地点”：指取水工程所在地点名称，须填写到村或街

道一级，同时应填写取水口的经纬度坐标以及水源地所在水资源三级

分区名称。

（4）“取水水源名称”：取地表水的填写江河湖库名称；取地下

水可不填；取中水（再生水）与矿井疏干水的填相应的再生水供应单

位和矿坑名称。

（5）“取水水源类别”：按照湖泊、水库、河道、中深层地下水、

深层地下水、中水、雨水等填写；

（6）“取水方式”：取地表水填蓄、引或提水；取地下水填单井、

井群或自流。

（7）“取水用途”：按照生活、工业和农业、发电、其它等填写，

多种用途的一并注明。

（8）“退水地点”：填写退入江河湖泊的名称及具体地点，具体



填写到村镇一级，同时应填写入河排污口的经纬度坐标；退入市政污

水处理厂的，须填写污水处理厂的名称。

（9）“退水地点水功能区名称及保护目标”：按照省政府批准的

《河南省水功能区划》填写至二级区，并注明该功能区水质目标。

4．本表还需提供下列附图及附件：

（1）附图：水资源论证范围及分析范围图；取用地下水的项目

需有水文地质图；取水口和入河排污口布置图，等等。

（2）附件：论证委托书（函）；如对第三方有影响，附第三方意

见或补偿协议。

5．报告表须由 1-3名专家提出评审意见（可不举办专门的评审

会议）。报告表须附专家人员名单。

6．本表一式六份。

7．凡此表表述不够的事项，可附页说明。



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河南永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

行业

类别

C382 输配

电及控制

设备制造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其他

项目类别
□审批制 □核准制 备案制 □其他

项目主管部门：□省级 □市级 □√县级 □其他

建设内容或规模 项目定员 480 人，工作日 313 天，年生产电力金具 2400 吨。

取水地点 漯河市召陵镇黄庄村

取水水源（名称、类

别）
浅层地下水

取水方式 单井提取

取水用途 生活用水

年取水量（万 m³） 3.17 日最大取水量（m³/d） 101.21

退水地点 厂区沉淀池

退水总量（万 m³） 2.53 日最大退水量（m³/d） 80.87

主要污染物及

排放浓度
本项目主要污染物为 COD、氨氮、悬浮物等等。

退水地点水功能区名

称及保护目标

本项目生活污水混入旱厕由附近村民拉走堆肥，生产废

水经处理后排入乡镇排水管网。



编制依据与项目概况

编制

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月修正，主席令第 48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3、《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2015年 12月）；

4、《河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26号）（2009）；
5、《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GB-T35880-2017）；
6、《水资源评价导则》（SL/T238-1999）；
7、《地下水资源分类分级标准》（GB/T15218-1994） ；

8、《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9、《水利部关于开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办节约〔2019〕206
号）；

10、《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GB/T7119-2018）。

分析

范围

与论

证范

围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漯河市召陵镇黄庄村，不在市政管网覆盖范围内，结合行政

区域指标考核要求，分析范围确定为漯河市区。

项目取水水源属于浅层地下水，综合考虑地下水储存、含水层空间分布特征、地

下水补径排条件及行政分区管理要求，取水水源论证范围为漯河市区。

项目取用浅层地下水，考虑项目取水引起地下水动态（水量、水位、水质、水温）

变化及其诱发环境水文地质问题的区域，取水影响范围为本项目井周边半径 100m 区

域。

本项目生活污水混入旱厕由附近村民拉走堆肥，生产废水经处理后排入乡镇排水

管网。分析范围与论证范围见附图 1。

项目

概况

河南永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原漯河市永光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位于漯河市召陵

镇黄庄村，是以生产、销售电力铁塔（角钢塔、钢管塔）、电线、电缆、高低压开关柜、

电力金句、铁附件为主的电力加工企业，主导产品为电力铁塔（角钢塔、钢管塔），现

状生产能力为 75000t/a。依据企业发展要求，永光电力公司拟投资 400 万元对厂内设

备进行扩建及设备升级改造，并新增螺栓产品生产线，改造完成后全厂可以达到

90000t/a的生产能力。

项目工程未完善取水许可审批手续，根据《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水利

部令 15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论证工作的通知》（水利部水资源[2006]95号）、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论证工作的通知》（豫水政资[2014]83号）、《河

南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管理的通知》（豫水办政资

[2018]47号）和《漯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漯河市自备井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

通知》（漯政办[2019]62号）等文件要求，必须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完善取水许

可审批手续要件，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表。

由于项目区位于漯河市召陵镇黄庄村，由于目前供水管网未覆盖至项目区，为了

生产和生活用水需要，使用 1 眼浅层地下水井，供厂区使用，待自来水管网覆盖至项

目区，根据相关压采政策对地下水井进行压采。



取用水合理性分析

取 水

合 理

性 分

析

1、产业政策相符性：本项目不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

“限制类”或“淘汰类”之列，属于允许类。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产业政策、

规划的要求，亦符合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

2、目前论证区未铺设自来水管网，且离项目最近的地表水体为汾泉河，但汾泉河距

离较远，需要新建引提水工程铺设管网，用水成本较高且工程难度相对较大。周边中深

层地下水水量比较丰富，且项目取水量较少，出水量可以满足项目用水需求，取用中深

层地下水可以满足项目用水要求。

规 划

和 建

设 项

目 节

水 评

价

1、总则 按照《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GB/T35580-2017），依据《水利部关

于开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办节约〔2019〕206号）和根据《节

水型企业评价导则》（GB/T7119-2019）技术要求相关规定对本项目进行节水评价。

本项目使用 1 眼 70m 浅层水井以开采符合要求的地下水为供水水源，水质要达到国

家相应质量标准，水量要满足项目厂区职工生活和生产用水的需要。

2、现状节水水平评价与节水潜力分析

项目用水为生产和生活用水，根据项目确定的用水项目计算用水量，因在定额确定

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节水因素同时项目生产中大量回用中水，具有很大的节水潜力。

3、节水目标与指标评价

根据河南省地方标准《工业与城镇用水定额》（DB41/T 385-2020）中相关定额（见

表 1-1），计算本项目用水量。

表 1-1《工业与城镇用水定额》（DB41/T 385-2020）（节选）

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单位 先进值 通用值 备注

C382 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制造

电力金具 m³/t 10.0 12.0

S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

社会组织

机关（参照） m³/（人·a） 12.0 28.0 有食堂

根据本项目运行状态，现状员工 480人，年产量 2400吨，满足员工每天生产和生活

用水需求。本项目消防用水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规定，由于消

防用水属于一次性用水，按照《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9），消防用水不

计入用水总量；本工程未预见水量及管网漏失按照 10%考虑。计算的项目定额用水量见

表 1-2。
表 1-2 项目用水定额用水量表

产品名称 用水单元 通用值 单位 数量
日最大用

水量（m3/d）
年用水量（m3/a）
年工作日 313天

电力金具
生产用水

12
m³/t 2400t 49.07 15360

生活用水 m³/（人·a） 480人 42.94 13440
未预见水量

及管网漏失
按照以上用水 10%计。

9.20 2880
合计 101.21 31680

由上可知，本项目年取水 3.17万 m³，年工作 313天，日最大取水量为 101.21m³/d。
本项目取水符合用水定额相关行业标准。



4、项目工艺流程图和水平衡图

本项目生产废水经过处理后排入乡镇排水管网，生活污水通过厂区管网进入化粪池

沉淀处理，项目工艺流程图如图 1-1 所示；根据项目用水工艺和核定的合理性用水量，

分析计算了项目取用水平衡，绘制了取用水平衡图，见图 1-2。

图 1-1 金具车间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图 2-2 河南永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水平衡图

5、规划水平年符合性评价

根据相关规划和区域资料情况，本项目的现状水平年选取为 2019年，规划水平年为

2020年。从需水量分析、供水预测、取用水的必要性和取用水规模的合理性分析，项目

需水量为 3.17万 m³/a比较合理。

6、节水措施方案与节水效果评价

（1）改造用水设施，进行管道维护，为规范用水管理工作，在现有用水基础设施正

常运转的基础上，公司组织力量对生活、生产区的用水设备、管道器具进行仔细清查、

维修。对所有供水管道进行了维护，通过供用水设施的进一步完善，用水损失率得到了

有效控制。

（2）项目工程把使用过的水实现了资源化循环利用。

（3）富余的中水还可以作为公司喷洒路面、浇灌绿地等用途。

7、节水评价结论与建议

（1）本项目符合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节水潜力，各项用水效率达标，

符合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现状水平年和规划水平年选取合理，节水方案得当，节水效果

显著；

（2）本项目基本符合《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GB/T7119-2019）的要求。

建议：

（1）本工程应向有关部门申请取水许可，严格按照核定取水量取水， 按计划用水，

加强取、退水水量、水质管理，同时应按照取水许可管理要求，建立齐全的有关资料档



案，并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取水许可监督和管理，按期年审。本工程用水过程要纳入

当地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保部门的管理范围，随时接受有关管理和监察、监测部门

的检查考核，并建立旬报、月报制度。

（2）建议设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建立健全全厂水务管理制度，制定严格的目标和

执行标准，严格按制度考核管理，强化节水和水环境保护意识。充分发挥本工程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3）本工程及配套工程在建设、施工、运行管理中应积极宣传《水法》、《环境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对员工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的环境保护、清洁生产、节约用水

意识和技能。同时进行广泛宣传、报道， 提高人民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从思想意识与

生产技能两方面对员工进行教育和培训，使员工认识到水资源保护工作的重要性，确保

能从管理、生产方面做到水资源保护。

（4）工程运行后，进行水平衡测试工作，全面掌握企业的用水情况， 如水系管网

分布情况，各类用水设备、设施、仪器、仪表分布及运转状态，用水总量和各用水单元

之间的定量关系等，并对企业用水进行合理化分析，评价有关用水技术经济指标，找出

薄弱环节和节水潜力，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技术、管理措施和规划。按照国家规定的节水

用水指标分解下达到各用水单元，把计划用水纳入目标管理计划，定期考核，调动各方

面的节水积极性。

（5）为加强节约用水管理工作，从实际出发，制定完善了《节约用水制度》、《用水

巡查制度》、《用水设备维修制度》、《用水计量制度》、《节约用水奖惩制度》、《节水创建

工作考核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用制度来强化节水工作的管理，用制度约束职工的

节水行为。在执行各项制度的过程中，我们注重检查指导与考核落实相结合，要求各部

门责任人对本部门的用水情况经常进行检查，注意每一个用水环节，堵塞每一个浪费漏

洞，节水工作小组定期组织全公司漏点排查， 发现违章行为和用水隐患，及时纠正或限

期整改，有效保证了各项节水措施落实到位。

开展“节约用水、科学发展”活动，大力倡导节约用水，严格控制用水量，要求全体员

工用完水后及时关闭、关严水龙头，使节水教育成为员工的实际行动，形成人人参与节

水的新风尚。教育员工树立主人公意识，爱好用水设施，节约用水。对浪费用水现象进

行通报批评，并予以考核；对节约用水的部门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取水水源论证（地下水）

区域水文地

质条件分析

地质概况：地质构造属于华北凹陷，覆盖着深厚的第四纪松散沉积物， 厚

度约 400 米左右。早在新世时，为湖相沉积。沿古沙河和古汝河发育了三角

洲相砂体，中、早、晚在新世时为河流冲积层，形成带状砂体。质粘土、亚粘

土，其中裂隙发育，潜育强烈。漯河市区地处伏牛山东麓平原和淮北平原交错

带，地势较平坦，局部低洼。

含水层组及其特征

区域地表被第四纪地层所覆盖，地下水赋存于粉细砂、细中砂、中粗砂。

地下水类型归属松散岩类孔隙水，根据地下水埋藏条件，水力特征，结合地下

水开采条件，将区内地下水划分为中深层水、中深层水。

1）浅层水

含水砂层沿河道带最厚，河间地区较薄。一般西部河谷平原上更新统河道

相砂卵石层同中更新统泥质砾卵石叠置一起，组成统一的双层结构含水层。下

部砂砾卵石层厚 14.7-37.2m。平原地区中更新统常由两个韵律层组成，层序是：

砂砾石、亚砂土、亚粘土或粗（中）砂、亚粘土。上更新统自成一个韵律层，

常为泥质中（细）砂、亚砂土与淤泥质亚粘土。砂层总厚度 3.1-30.1 米，一般

主流带岩性粗厚度大，在河间地带砂层细且较薄，中深层含水层组单井出水量

都在 1000-3000m³/d， 为强富水区，水化学类型为 CaCO3-Ca·Mg 型，矿化

度 0.33-1.39g/L。
2）中深层水

含水层岩性以中细砂为主，其次为粗砂、粉细砂，局部含有砂砾石。厚度一

般 25~50m，最厚可达 78m。单井实抽水量 21~67m³/h，降深 3.58~15.36m，换

算水量 1046.17~2808.3m³/d。地下水位埋深一般 10~30m，局部地区水位埋深

30~50m。

地下水的径流、补给、排泄

浅层地下水

①补给

浅层地下水的补给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其补给方式是降雨直接入渗补给

和侧渗补给，侧渗补给系指大气降雨入渗形成地下径流再由邻区补给，地表水

体的渗入补给包括水库灌溉水的补给。工作区第四系地层发育，地形平坦植物

繁茂， 水土不易流失。地表多分布着粉砂、粉土、粉质粘土层，有利于降雨的

入渗补给， 地下径流也随着西高东低的地形进行补给，同时工作区内河流渠道

较多，可通过灌溉渠系的侧渗补给地下水。本区的地下水补给来源主要为降雨，

地下水位的变化曲线一直平直，随降雨量的多少而变化，但有滞后现象，水位

变幅在 1～3m。

②径流

工作区地下水总体流向为自西南流向东北。部分地段受河流、人工开采及

地质因素的影响，地下水的流向发生改变。例如五里庙一带，受人工开采的影

响，地下水流向漏斗中心；召陵岗一带，受水文地质条件的制约，该地段形成



水丘，地下水位高于四周，水流线自召陵岗指向四周。由于沙河常年排泄地下

水，河流两侧改变了地下水径流方向。

③排泄

按照排泄方式，浅层地下水的排泄主要有蒸发排泄、农业灌溉开采、工业

开采、河流排泄、径流排泄、越流排泄等。

中深层地下水

①补给

中深层承压水的补给来源，一是侧向径流补给，二是越流补给。越流补给主

要是来自中深层地下水的越流补给。

②径流

中深层承压水总体流向自西向东。东北部则分别向东偏北、东偏南方向，水

头梯度 0.3‰以下，径流迟缓。

③排泄

中深层承压水的排泄主要为人工开采（工业开采）和径流排泄两种途径。

地下水可开

采量分析

根据现状供需水量平衡分析，以及《漯河市水资源综合规划》《漯河市水资源

公报》漯河市区浅层地下水可开采量约为 12400 万 m³，2019 年漯河市区浅层井供

用水量为 11909 万 m³.本项目为已建成项目，开采量属于 2019 年开采量之内。

项目区含水层位于沙颍河古河道交汇地带，地貌上属冲积平缓平原和谷地地

貌。含水层岩性主要为上更新统冲积形成的粉细砂、细沙及粉土。砂层底板埋深

40~50m 左右，含水层厚度为 10~20m。导水系数为 800~1000 ㎡/d。q>3000m³/d。本

项目年用水量为 3.17万 m³，项目区可开采量满足用水需求。

地下水水质

分析

参考《2019 年漯河市环境质量状况公报》，项目区地下水各项指标均能够满

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Ⅲ类标准要求。可以达到项目用水标准。

取水井布设

的合理性分

析

本项目在厂区使用已建成的 1 眼取水井，供水规模小，项目供水引起地下水

水位变化范围影响半径小于 70m，影响半径小。影响范围区内不属于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准保护区及其补给径流区、国家或地区设立的其他保护区、特殊地下水

保护区，无分散式居民饮用水水源，地下水环境不敏感，项目取水不会造成地面

沉降、地裂缝、地面塌陷、湿地退化、土地荒漠化等环境水文地质问题，不会产

生土壤次生盐渍化、沼泽化等，造成环境水文地质问题影响程度较弱，故取水井

布局是合理的。见位置图 1-2。

取水可靠性

与可行性分

析

从论证区可取水量分析计算可知，项目开采不超过区域的剩余可开采量，在

水量上有保证；通过该取水层水质调查分析，目标层地下水质为Ⅲ类水，经过项

目系统处理后可以达到用水标准，水质上有保证。



取退水影响分析及补偿措施

取

水

影

响

1、对区域水资源状况影响：由前所论，规划情况下论证区取用浅层开采水量小于

可开采量，本项目实施后论证区域浅层地下水取水量增加不大，小于该取水层剩余可开

采量，不会对论证区地下水资源造成不良影响，用水合理。

2、本项目取水为 70m左右的浅层地下水，项目日均取水量 101.21m³/d，取水量较

小，取水用于生产和生活用水，正常取水条件下取水井水位基本稳定，影响半径预计小

于 100m，根据附图显示，项目距离其他浅层井至少距离 100m以上，因此对其他用户

带来的影响微小。

结论：该项目取水目标层准确，取水量合理，影响半径较小，对区域水资源环境和

其它用水户影响微小。

退

水

及

影

响

退水系统组成

及排放方式

本项目生活污水混入旱厕由附近村民拉走堆肥，生产废水经处理

后排入乡镇排水管网。

主要污染物排

放浓度、总量

和达标情况

主要污染物为 COD、氨氮、悬浮物等等，污水排放量按照 80%计

算，生产和生活污水量为 2.53万 m³/a，生产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乡镇

排水管网。

退水处理工艺

情况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厂区内污水管道收集后进入厂区污水站处理设

备处理，生产废水经处理后排入乡镇排水管网。

对区域水资源

状况、水功能

区（水质）、其

他取用水户、

水生态环境的

影响分析

本项目污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排放， 对区域水资源、水功

能区水质，其他用水户、水生态环境的影响轻微。

入河排污口设

置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不需进行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

水资源管

理、保护、

节约措施

管理措施：①加强本单位取水水源保护措施及管理制度；②制定完善的水资源管理体系

和水系统运行的应急预案；③加强用水管理，制定并及时上报用水计划。④

安装计量设施，并定期维护保证计量设施正常运行。

节约措施：①制定严格的节水管理制度，竖立警示标示，加强职工的节水意识，建立节

水制度；②推广节水工艺，节水设备和节水器具，降低企业内部消耗；③做

好管道的检修工作，防止跑、冒、滴、漏现象发生。

保护措施：①加强法制宣传，依法利用保护水资源；②建设水源井保护工程，建立水源

地卫生防护区。

取退水影

响补偿方

案

由于本项目建成后在水量与水质方面均对其他用水户的权益没有产生明显影响，故

本次论证不另行提出对其他用水户的补偿方案。为了保证正常供水，按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工程运行中所用的地下水为有偿使用，因此，项目业主应向相关单位支

付一定的水资源税费用。



结论与建议
（1）水源地位于漯河市召陵镇黄庄村，通过本次工作，基本查明了区内水文地质条

件，含水层特征，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依据相关资料计算了地下水资源量、

可开采量。区内浅层地下水补源可靠，水量丰富，通过综合因素的分析对比，水源取自

70m左水文地质区，其特点如下：

①水文地质条件良好：水质经厂区处理后可以达到用水标准。允许开采水量满足本

项目取水量要求。

②依据附近的水文地质资料，单井出水量可以满足项目用水需求。

（2）取用水的合理性。

①取水政策的符合性。本项目不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
“限制类”或“淘汰类”之列，属于允许类。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产业政策、规划的

要求，亦符合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

②取水目的层选择的科学性。且离项目最近的地表水体为汾泉河，但汾泉河距离较

远，且需要新建引提水工程铺设管网，用水成本较高且工程难度相对较大。周边水质保

证率可以满足厂区用水需要，目前项目区浅层地下水水质较好，且项目取水量较少，出

水量可以满足项目用水需求，取用浅层地下水可以满足项目用水要求。

③该项目取水量能满足项目用水，日最大取水量为 101.21m³，年取水量为 3.17万 m
³/a。用水定额在国家及省规定的行业及生活用水标准之内。

④待自来水管网覆盖至项目区，根据相关压采政策，对项目区地下水井进行压采。

（3）取退水影响

①对区域水资源状况影响：该项目年取水量为 3.17万 m³/a，小于该取水层可开采量

剩余可开采量，不会对论证区地下水资源造成不良影响，用水合理。

②本项目取水为 70m左右的浅层地下水，对取用浅层地下水的用户而言，取水量少，

小于剩余可开采量，对原来的补给排泄影响较小。对同层的取水用户，因相距较远，机

井布局合理，也不存在实质影响。

③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厂区化粪池沉淀后村民拉走堆肥，生产用水为冷却池循环用水，

不外排，对地表水环境影响小。

④补偿措施：为了保证正常供水，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工程运行中

所用的地下水为有偿使用，因此，项目业主应向相关单位支付一定的水资源费用.
（4）建议

①安装管理计量设施，对用水量进行有效控制，依法缴纳水资源税；

②本着节约用水的原则，合理利用水资源，严格控制取水量，不允许超出计划用水

量；

③加强节水意识，建立健全用水档案，总结用水经验，节约水资源。

④制定严格的检测制度，定期对机组进行检测，保证机组的安全运行。

⑤在取水井内设置地下水位观测装置，实时监测地下水位，掌握动态变化。



评审意见

一、《河南永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表》的编制符合《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导则》（GB/T35580—2017）的要求。

二、河南永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符合国家的有关产业政策，该项目采用 1眼浅层地

下水井，年取水量为 3.17万 m³/a，日最大取水量为 101.21m³/d。待自来水管网覆盖至项目区，根

据相关压采政策，对项目区地下水井进行压采。

三、《河南永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表》评价方法、技术路线基本正确，评

价结论基本合理。

专家：

年 月 日

审查机关：

年 月 日

注：1.此表需参照《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的要求填写，可增加附页。

2.论证表需由 3名专家审查。

3.论证表可附有关图件、表格。



附图 1

图 1-3 河南永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水资源分析论证范围图



图 1-4项目区所在位置周边概况



附页 1

现状供需水量平衡分析计算

一、根据《漯河市水资源公报》（2019 年本）和多年径流资料，用水均衡法计算可以得

出漯河市区水资源量和可开采量如表 2-1、表 2-2。依据降雨、蒸发、河流渗漏、给水度等

水文地质参数计算得出漯河市区水资源总量如下。

表2-1 漯河市区水资源量

行政区

水资源量亿 m³）

地表水 浅层地下水

漯河市区 1.4087 1.4789

表2-2 漯河市区水资源可利用量

行政区 水资源可利用量（亿 m³）

地表水 浅层地下水

漯河市区 0.33 1.24

二 现状用水量

表2-3 漯河市区现状2019年用水量表 单位 亿m³

用水类别 全区小计 全区总计

工 业 0.6090

2.4517生活、生态 1.4315

农 业 0.4112

三、现状供水量

表2-4 漯河市区现状 2019年供水量表 单位 亿m³

供水类别 全区小计 全区总计

浅层地下水 1.1909

2.4517地表水 1.1704

中深层地下水 0.0288

中水回用 0.0616

四、现状供需水量平衡分析

表2-5 漯河市区现状供用水量平衡分析表

水平年 水量 单位 万 m³

2019 用水量 24517

供水量 24517

综上看出，漯河市区浅层地下水资源供用水量为 11909 万吨每年，还有一些供水潜力，

项目区附近地表水不可利用，且本项目为已建成项目。本项目开采量为 3.17万 m³/a，开采

量较小，属于 2019 年开采量之内，采用浅层地下水可以满足项目要求和当地水资源规划。

根据漯河市最严格水资源三条红线考核要求，2019 年漯河市区用水控制指标2.858 亿 m³，

漯河市区2019 年年度用水量 2.4517 亿 m³,满足漯河市最严格水资源三条红线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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