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

水质改良不惜血本 年投入过百亿

  美国早在 1974 年就通过了

《美国安全饮用水法》， 对公共饮

水供水系统进行规范。 该法律于

1986 年和 1996 年两次修改， 形

成了“饮用水水源保护、 工作人

员培训、 改进水系统的筹资和公

众信息” 的系统性工程， 确保了

“从水源到水龙头” 的整个过程

中饮用水安全。 该法律由美国环

境保护署及各州的环保署一起执

行。

为保证自来水检测结果能及

时、 准确， 美国环保署建立了一

套对自来水公司水质抽检的程序，

规定了一些污染物的抽检频率。

如果在抽查中发现污染物超过最

大允许浓度， 必须立即通知用户

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美国的法律规定， 自来水公

司有责任让用户了解水质状况、

饮水中发现的污染物， 以及保证

饮水安全所采取的措施。 自来水

公司需要及时报告任何可能对健

康造成危害的水污染事件。 所有

违反环保署标准“短期接触可能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的事

件必须在 24 小时内通知公众， 并

及时通报后续情况。

人口增长、 城市化以及日益

严格的水质要求， 需要政府重建

和改造大量的供水设施， 而供水

系统的维修和改造需要巨大的资

金支持。

美国环保署指出， 美国饮用

水净水及输水分配系统的建造已

耗资数千亿美元， 1995 年至 2000

年间投资于水质改良的资金已超

过 500亿美元， 平均每年上百亿美

元。

【新加坡】

谁污染

谁付费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 水

资源并不丰富， 目前生活用水一

部分依靠从马来西亚进口淡水，

另一部分依靠雨水收集。

新加坡保护水源的首要举

措， 就是实现污水管网和饮用水

系统的严格分离。

在新加坡， 很少见到空调排

水乱滴的情形， 这些污水都要经

由专门安置的细管导入公共污水

管网。 按照规定， 洗衣机、 洗碗

机、 马桶等排出的生活污水， 甚

至晾晒衣服产生的积水， 也都必

须导入污水管网。 为此， 新加坡

的水务管理部门专门颁布了一些

建筑标准， 要求开发商在建造房

屋时必须遵循。

新加坡处理废水污染的原则

不是“谁污染， 谁治理”， 而是

“谁污染， 谁付费”。 “谁污染，

谁付费” 的前提， 是制定出严格

的法律。 依照 《污水排水法》 第

294 章、 《污水排水 (工业废水)

?例》 等， 排入公共下水道的工

业废水必须不超过 45 摄氏度、

PH 值必须不低于 6 并且不高于

9。 这些法律还对工业废水中特

殊物质的含量、 金属的含量进行

了细致规定。 同时， 严格规定废

水中不得含有电石、 汽油及其他

易燃物质。 对于超标情况， 新加

坡公共事业局专门制定了详细的

税收细则。

制定出法律法规之后， 新加

坡的执法力度世界闻名， 以确保

违法的高昂成本。

（综合自新华社等）

  日本很多净水厂除了采用传统的

净水工艺之外， 还根据水源和水质的

不同， 增加了相应的高度净水设施，

并通过使用活性炭、 臭氧、 生物等进

行深度处理， 有效地改善了水质。

日本没有统一的水费制度， 而是

根据使用者的使用量、 用途或供水管

的口径大小来决定。 水价由基本费用

和从量费用组成。 基本费用与使用量

无关， 主要收取用于建设和维护供水

设施的费用。 从量费用则按使用量收

取，从而有效地防止了过度用水。

日本的自来水厂自动化程度很

高，净水厂管理人员较少。水厂将水源

水、进厂水、水处理过程水、管网水水

质、水压、流量等信息通过光缆传入中

央控制室， 进行 24小时全方位监控，

保证了配水设施的正常运行。

在日本的各大商场里， 还有专门

给婴儿喝的饮用水。 专家分析， 经过

普通净水器处理的水依然含有微量的

有害物质， 这对大人来说没有影响，

但并不适宜婴儿娇嫩的体质， 会对其

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神经细胞造成

伤害。

  为保证 6500 多万人口的日常用

水安全， 法国政府根据水文分布将全

国划分为 12 个流域， 每个流域设有

专门的委员会进行相对独立的管理。

其中， 设立采水点保护区是最重要的

措施之一。

法国 1992 年 1 月 3 日颁布实施

的 《水法》 明确规定， 自来水采水点

附近必须设立保护区。 在距采水点较

近的区域内， 一切可能直接或间接影

响水质的设施、 工程、 活动或项目等

都被禁止或管制。

在法国， 水质信息对公众是完全

公开的， 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公布： 一

是市政府定期张贴水质检测分析结

果； 二是由负责自来水生产和输送的

机构每年一次发布上一年水质综合分

析情况。

公众还可以在卫生部网站上直接

查询全国各市镇的最新水质信息。 公

开的信息包括采水时间和地点， 总体

评价，肠球菌、大肠埃希菌等细菌学指

标，铝、铵、铁、外观、颜色、气味、浊度

和酸碱度等物化指标……具体公布情

况根据地区不同而有所区别。

  目前， 德国执行的是 1996

年第 6 次修订的 《水资源管理

法》。 此法对城镇和企业的取用

水、 水处理和废水排放标准都作

出了详细而且明确的规定。 据了

解， 德国 《饮用水?例》 对于饮

用水的标准作了明确而且严格的

规定。 德国所有自来水管中流出

的水都必须符合饮用水标准。 在

德国， 对于饮用水标准的规定比

对矿泉水还要全面。

不过， 德国饮用水的价格也是

全球数一数二的， 高昂的水价为德

国公共饮水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

金， 从而形成了城市饮用水安全的

良性循环。 据了解， 在德国人口密

集的大城市里， 水质每小时都会被

检测一次。

在德国， 自来水厂中的水质净

化主要采取预防性手段， 即污水处

理和自然与水资源保护受到格外重

视。 德国 《水利法》 根据污水处理

厂的规模及其排放流域的不同对其

排放的化学氧化指数、 生物氧化指

数和氮含量等有明确的规定标准。

政府对污水处理厂的监管也十分严

格， 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地方会予以

警告并勒令整改。

除了水的质量标准， 《饮用水

?例》 还对水质检测有严格的规

定。 其中， 地表水、 地下水、 水厂

水质处理环节、 自来水管网以及用

户的水龙头都被这一高密度采样网

络所涵盖。 水质检测由自来水公司

负责执行， 地区的健康部门负责监

督。 水质检测的频率与用户数量有

关。 一个小村子可能每年只需一次

水质检测， 而在像柏林这样的大城

市每年则要检测上万次。

一旦水质出现问题， 将由供水

方负责， 国家起到监督作用。 值得

注意的是， 为防止合格的饮用水在

建筑内最后几米的运输中受到污

染， 自 2001 年起， 房屋的所有者

也被列入供水方， 因为住房中管道

的质量是由房屋所有者负责的。 房

屋所有者需向有关部门上交相关技

术鉴定， 证明房屋内管道符合标

准。

【日本】

工艺先进

【法国】

设立采水点保护区

【德国】

水质检测有严格规定 年检高达上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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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饮用水
饮用水行业， 作为食品产业的重要板块，

其安全问题， 日益得到市场关注。 我国在饮用

水行业的投资规模及行业产值已具相当规模，

但在相关立法及监管上， 却不如欧美一些国家

完善。 保障饮用水的质量安全， 各国政府有许

多成功的经验， 也有一些教训。

德国：年检上万次

新加坡：谁污染，谁付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