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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市城市给水和排水行业的若干建议

对北京市城市给水和排水行业的若干建议
杨汝均
(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北京 100044)
摘要: 从北京市水资源严重紧缺这一实际状况出发, 就北京推行阶梯式计量水价、
深化水价改革、
将再生
水作为北京市/ 第四水源0提出了建议; 同时针对随着北京市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带来的污泥最终处置问
题, 提出了把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理和综合利用与北京市重点绿化林业工程相结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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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府主管部门为应对我国加入 WTO 后

围内北京市的水价改革是走在前列的, 至 2003 年 2

的形势、
实现绿色奥运的承诺, 以及为使北京市社会

月居民水费合计为 2. 90 元/ m 3 , 在全国已经处于较

经济可持续发展, 已经或正在投入巨资进行城市给

高的水平( 见表 1) ; 北京市还同时确定了回用水价

水和排水行业的设施建设或技术改造。北京市自来

格( 1. 00 元/ m3 ) , 制定 了使用回用水可以减免相应

水供水能力已能全面满足现状需求; 城市污水处理

水量的污水处理费等鼓励使用回用水的政策。

率在 2007 年以前可望达到 90% ; 经处理后的城市污

为进一步发挥经济杠杆作用、
合理配置水资源,

水回用也已达到一定规模; 给水和排水行业的市场

当前需要加快落实/ 通知0要求, 建议学习水价改革

化过渡取得不少进展。然而, 北京市是一个严重缺

试点城市经验, 结合北京市实际, 按/ 通知0要求积极

水的城市, 为保证实现绿色奥运的承诺, 实现北京市

推进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计量水价。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无论从技术层面、
还是市场化

北京市从 2003 年 1 月 20 日起, 将居民生活用

和经营管理层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本文旨在提出

水水价从 2. 00 元/ m3 调为 2. 30 元/ m 3; 增加的 0. 30

一些在今后五年内需要重视和可以从事的进一步提

元是因将水资源费由 0. 30 元/ m3 调为 0. 60 元/ m 3。

高北京市给水和排水行业服务水平、
实现水资源合
理利用、
同时促进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课题
( 其中有的也许已经在进行研究或实施) 供主管部门
参考。

研究实施阶梯式计量水价

1

自 1998 年 9 月国家计委和建设部发布5城市供
水价格管理办法6, 特别是 2002 年 4 月国家计委、财
政部、建设部、
水利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出5关
于进一步推进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工作的通知6( 计价
格[ 2002] 515 号, 简称/ 通知0) 以来, 北京市的自来水
价格 和 污水 处 理 费已 经 过多 次 调 整。在 全 国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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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汝均, 1941 年生, 男, 浙江嘉 兴人, 副研 究员, 副主
任,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专 家。主要专业 方向: 给排 水工程、
环境系统工程、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前期评估咨询。

)

172 )

通过几次调价, 北京市已经实行了一整套对企事业
单位等用水大户实行超定额加价收费、对特殊行业
用水( 洗浴、
洗车、饭店、旅馆和餐饮等等) 采用不同
水价的水价机制。笔者认为, 此次调价主要从北京
市是一个严重缺水城市出发, 为体现水的资源价值
而调整了水资源费。
2003 年初的水价调整因种种原因, 没有出台阶
梯式计量水价; 然而, 按/ 通知0要求, / 全国省辖市以
上城市应当创造条件在 2003 年年底以前对城市居
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0, 希望北京市学
习深圳市的经验( 见表 1) , 加快步伐, 从北京市实际
出发提出方案进行试点。因北京市为 严重缺水城
市, 又处于华北地区, 气候条件与深圳不同, 而且北
京市尚有不少人口超过 3 人的户, 阶梯式计量水价

城市管理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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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应与深圳有所不同。建议北京市按每人每月的

m3 。第一阶梯主要考虑满足收入较低家庭的基本生

用水量做基础, 分为三个阶梯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

活用水需求, 第二阶梯是针对大多数家庭的, 第三阶

第一阶梯为每人每月用水量 [ 3 m ; 第二阶梯为每

梯则是为了限制过量用水。

3

3

3

人每月> 3 m 而 [ 5 m ; 第三阶梯为每人每 月> 5
表1
自来水价
城市名

居民
生活用水

北京

2. 30

10 城 市 水 价 一 览
污水处理费

非居民
生活用水
3. 20~ 60. 00

居民
生活用水

居民水费

非居民
生活用水

0. 60

( 元/ m3)

1. 20

合计
2. 90

实施时间

备注

2003 年 1 月 20 日 非居民用水分类较多, 特殊行
业水价 10. 00~ 60. 00 元/ m 3

上海

1. 03

1. 30~ 5. 00

0. 70

0. 70

1. 73

2002 年 1 月

非居民用水分类较复杂

杭州

1. 15

1. 55~ 1. 90

0. 40

0. 40

1. 55

2002 年 9 月

非居民用水分类较简单

合肥

1. 44

1. 55~ 2. 14

0. 54

0. 64~ 0. 84

1. 98

2002 年 9 月

非居民用水分类较简单

南京

0. 90

1. 00~ 1. 67

1. 00

1. 0~ 1. 28

1. 90

2002 年 9 月

非居民用水分类较简单

武汉

0. 71

0. 81~ 1. 92

0. 40

0. 40

1. 11

2002 年 3 月

非居民用水分类较简单

石家庄

1. 50

2. 40

0. 50

0. 58

2. 00

2002 年 8 月

非居民用水仅为工业企业用水

广州

0. 90

0. 90~ 2. 20

0. 70

0. 70

1. 60

2003 年 1 月

持低收入 困难 家庭 证免 收污

深圳

1. 80, 2. 70, 3. 60

2. 16~ 4. 20

0. 50

0. 60, 0. 70

> 2. 30

2003 年 1 月

水处理费
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低收
入家庭减免, 事业单位和工业
污水处理费为 0. 60 元/ m 3 , 自
来水经营 企业 价外 向用 户征
收增值税及附加( 6. 24% )
西安

1. 34

1. 48~ 4. 98

0. 16

0. 16

1. 50

2001 年 1 月

成都

1. 05

1. 35~ 2. 00

0. 15

0. 15, 0. 30

1. 20

2000 年 11 月

要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存在不少实际操作上的
困难。这些困难有:
( 1) 因每户人口不同, 如实行深圳式的按户确定
用水计量阶梯则对人口较多的户有失公平。
( 2) 如果按每户实际人口核定每户的计量阶梯,
会给经营单位带来巨大的工作量, 如实施前的核定
和实施过程中因户籍人口变更而需进行调整等。
( 3) 北京市还有大量外来常住人口, 对他们又怎
么去核定阶梯计量标准还需要探讨。
( 4) 水价改革要保证不同收入人群具有平等的
基本生活条件, 同时要成为促进节约用水, 合理配置
水资源的经济杠杆。

事业单位污水处理费为 0. 15元/ m3

商、
座谈, 最终经过听证会等形式确定利益相关各方
均能接受的方案、建立符合北京市实际的供水价格
形成机制。

2

战略上将再生水作为北京市/ 第四水源0
北京市在 2007 年以前, 全市 90% 以上的污水将

经过二级处理, 大多数污水处理厂在建设污水处理
设施的同时正在或计划建设再生水处理设施。多数
再生水处理设施采用传统的三级处理工艺: 混凝、
沉
淀、
过滤和消毒。到目前为止北京城市污水处理厂
的再生水主要用于发电厂和工业企业的冷却用水,
少量用于城市绿化灌溉等其他用途。华北地区和北

( 5) 为使阶梯式计量收费过程透明、公平, 需要

京市的多年连续干旱、南水北调工程在近期内不能

研制适用于阶梯式计量的电子计量仪表, 以及相应

建成供水给北京, 即使将来/ 南水0到达北京, 北京市

的水费收缴系统。

仍应立足于使用本地水资源。因此, 应从战略上将

因而, 可能需要由独立的有资质的咨询机构研

经处理后达到用途水质要求的再生水作为除本地地

究制定北京市的供水价格形成机制, 并通过各种协

表水源、
地下水源和/ 南水0水源以外的北京市/ 第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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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城市污水处理厂排出污泥的

水源0。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需要认真做好以下几

3

方面的工作:

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

( 1) 统一规划、
统筹安排再生水设施建设。在新

北京市各污水处理厂排出的污泥( 经过消化稳

一轮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中, 应编制/ 第四

定或未经过消化的污泥) 一般经过脱水形成含固率

水源0及再生水利用专项规划。在总规修编完成和

为 15% ~ 25% 的泥饼, 即委托环卫或其他单位外运

得到批准前, 当务之急是按总规修编指导思想和原

利用或堆放处置, 至今没有得到有组织的综合利用。

则, 认真分析再生水市场需求, 做好近、远期需求预

粗略估计, 当北京市的二级污水处理厂服务人口达

测, 制定再生水利用近期工作方案, 统筹安排再生水

到 800 万人时, 每天产生含固率为 25% 的污泥量达

设施建设。

600 t 左右, 全年约 21. 9 万 t。这样大量的污泥如果

( 2) 制定地方标准、保证再 生水利用的水 质安

不加以妥善利用和处置将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

全。保证再生水利用的水质安全是政府、公众和企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寻找可以长期稳定消纳污泥

业界最关注的问题, 目前我国与再生水利用相关的

的出路。现在国内已经有多种可以对污水处理厂污

水质标准体系尚不够完善。北京市市政、
卫生、
环保

泥进行无害化处理、
综合利用或最终处置的工艺, 国

等主管部门应从兑现申办奥运承诺、
保障人体健康

外更有不少可以借鉴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在严格控

和生产安全等方面出发, 以我国相关法规、
标准为基

制重金属和其他有毒污染物的基础上, 污泥可以加

础, 参照发达国家同类标准, 尽快出台针对不同用途

工成肥土或颗粒复合肥料, 也可以被加工成建筑材

的、
以保障人体健康和生产安全为基本出发点的北

料, 还可以干化造粒, 也可焚烧处理。北京市各污水

京市再生水水质地方标准。

处理厂的污泥如何利用和处置需要经过试验研究寻

( 3) 筛选、
识别费用效益好的再生水处理先进工

找因地制宜的途径。一种较可行的途径是与绿色奥

艺, 并加以推广应用。目前我国大多数再生水处理

运规划结合, 与北京市的重点林业绿化工程相结合

设施采用传统的三级处理工艺, 而且都是在已有的

( 北京市的城市隔离地区绿化带建设工程、五大/ 风

城市污水二级处理设施基础上增加三级处理设施。

沙0危害区治理工程、
退耕还林防沙治沙工程、
/ 五河

传统的三级处理工艺在进一步提高水质方面是有局

十路0绿色通道工程等) 。经过适当无害化处理和加

限性的, 因此有必要筛选、
识别费用效益好的先进再

工( 如与绿色废物、
城市有机废物等混合堆肥) 的污

生水处理工艺, 并在近期北京市再生水处理设施工

泥可以被用于改良沙化土壤, 作为绿化造林用的肥

程中加以应用。可能值得进行探讨的是以膜处理技

土或肥料, 甚至还可以与利用再生水相结合发展可

术为核心的、
与污水二级( 生化) 处理相结合的再生

持续森林工业( 建设速生丰产林等) 。

水处理先进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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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上述功能, 各湖中主要大型生物类群
组成应有所不同。西海、后海和前海以水草和莲藕
为主, 再有一部分鱼、贝类, 属水草 ) 水昆虫 ) 贝类

范围。
4. 5

治水还需治人
人为污染源是最大的祸害, 要想根治六海污染,

应该把水的治理和提高人的道德水平结合起来。

) 小型鱼类湖泊类型, 是中营养至贫 ) 中营养湖泊;

环境保护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治理六海如果没

北海主要为旅游活动区, 应在局部地区栽种一部分

有公众的合作是难以完成的, 它不单是环保工作者

莲藕、
凤眼莲等水生植物, 在湖区散养一些鲫鱼、鲤

的事情, 也是全民的责任, 政府在治理环境时, 还需

鱼及观赏鱼类; 中、
南海主要种植凤眼莲及散养一些

不断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 让每个人都认识到保护

白鲢、鲤鱼、鲫鱼及观赏鱼类, 控制在中营养型湖泊

六海的意义所在, 自觉参与保护六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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