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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大尺度思考水资源空间配置， 

促进新疆可持续发展 
 

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任群罗1

 

无论从生态环境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看，新疆缺水都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如果能够很好地完成〈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加快水利改

革发展的意见〉（新党发[2011]21 号）中最重要的内容：“把控制性工

程建设作为科学配置水资源的先决条件，把发展高效节水农业作为优

化用水结构的主攻方向，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战略举措”，对于实现中央提出的“把新疆建设成为全国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支点，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拓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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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广阔的战略空间”（[2010]9 号文件）的要求仍然有相当的距离。我

们的视野需要跳出新疆，在更大尺度上思考新疆水资源空间配置问题。 

 

一、新疆可持续发展的特点、潜力与努力方向 

 

新疆可持续发展问题有着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新疆的资源特别

是土地和太阳能资源丰富，已开发程度很低，土地和太阳能资源存在

着巨大浪费；另一方面，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新疆严重干旱缺水，

植被覆盖度低，生态系统结构简单、稳定性差，资源的可开发性弱，

大大影响新疆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在于，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能够满足人类社

会对生态系统的需求。这有两个努力方向：一方面是减少人类社会对

生态系统总需求。实现的途径主要是：控制人口，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促进资源循环再生利用，开发可再生能源，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

活的生态化，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浪费性消费等。另一方面是增加

生态系统总供给 — 提高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承载力。实现的途径

主要是：投资自然资本，扩大生物生产面积，保护乃至提高生态系统

生物生产力及生物多样性，优化生态环境。在新疆，增加水资源供给，

变荒漠为绿洲，就是此道。新疆丰富的光、热、土地资源，如果有水

相配合，在此方面潜力巨大。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成果认为，新疆具有农林

牧业开发利用价值的后备土地总资源为 1992.67 万公顷，也即近三亿

亩，一半以上的面积分布在光热资源最丰富的天山山脉以南、昆仑山

系以北的南疆和东疆，其余主要分布在光热资源也很丰富的准噶尔盆

地周围。其中，一等地 57.45 万公顷，二等地 646.47 万公顷，三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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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75 万公顷。当前适宜农业开发利用的有 883.73 万公顷（即 1.3 亿

亩），其中，一等地 51.49 万公顷，二等地 620.50 万公顷，三等地 211.74

万公顷。近一半在南疆和东疆地区。 

新疆全面开发宜农后备土地资源的需水量约 1000 亿立方米，开发

883.73 万公顷需水量约 450 亿立方米。新疆农业全面实现高效节水灌

溉后，约可节约出 160 亿立方米。而新疆内部节约出的水资源，很大

程度上要保证天然生态用水需要。要想使新疆的生态环境恢复到 1960

年代的状况，就需要增加供水 300 亿立方米∕年。 

工业化、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如果未来新疆人口达到三

千万人，城镇化率达到 75％，城镇人均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用水量

按乌鲁木齐市 2010 年 357 立方米∕人计算，新疆未来城镇用水总量将

翻一番，达到 80 亿立方米，需要增加供水 40 亿立方米。 

新疆内部现有的水资源，难以解决改善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和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外部跨流域调水工程，对于大幅度提高新疆的可

持续能力，实现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乃至增强全国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对新疆增进民族团结、社会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意义巨大。国内许

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多种方案。其中一个是新疆农业大学杨力行教授在

1990 年代开始提出的“南水西调”方案。目前，新疆农业大学仍然在

坚持该项研究工作。 

 

二、新疆外部跨流域调水的必要性 

 

1、保护和恢复新疆生态环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疆人工绿洲面积从 1965 年的 3.3 万平方

公里发展到 20 世纪末的 6.19 万平方公里，同时，我们付出了天然绿



 4

洲缩小与退化、荒漠化扩大的代价。新疆的生态环境正陷入“局部改

善，整体恶化”的窘境：河流下游河道断流，河岸林退化，天然湖泊

干涸，天然湿地减少，草场和植被退化和土地旱化。新疆的发展面临

着生态恶化的严峻挑战。要想使新疆的生态环境恢复到 1960 年代的状

况，就需要增加供水 300 亿立方米∕年。 

2、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意见：

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具有对外开放的地域优势，具有发展现代

工业、特色农业的独特优势，具有承接沿海地区产业战略转移的巨大

空间，具有成为西部经济强区的发展潜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有

利于在我国西部形成带动力强的经济圈，促进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中

央认为，加大支持新疆发展的力度，把新疆建设成为西部经济强区、

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开拓更加广阔的战略空间。 

3、促进新疆各民族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外部跨流域调水工程，不仅可以极大地促进新疆的可持续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为全国的发展缓解土地和资源短缺问题，还能极大地增

加新疆少数民族的发展机会，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遏制新疆“三

股势力”的破坏，促进新疆各民族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永久消除新疆

分裂主义势力赖以生存的环境，为新疆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 

如果按“南水西调”初期工程方案，调水 60 亿立方米，其中 55

亿立方米到新疆，如果其中 15 亿立方米用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开发，40

亿立方米用于农业与生态环境，可以开发 80 万公顷（即 1200 万亩）

新绿洲，相当于兵团现在耕地规模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几乎能在

新疆再造一个兵团。如果完成后期方案，引水 200 亿立方米到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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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亿立方米用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开发，150 亿立方米用于农业与生态

环境，就可以开发 300 万公顷新绿洲，相当于绿化 11 分之一的塔克拉

玛干沙漠。如果调水量按照某些专家的方案达到一千亿立方米左右，

就可以将新疆的约二千万公顷荒漠改造成人工绿洲。恰好相当于中科

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提出的新疆宜农后备土地资源数。 

 

三、新疆外部跨流域调水的可行性 

 

1、新疆外部水资源的供给潜力大。青藏高原是中国地表水开发潜

力最大的地区。西南诸河多年平均出境水资源量约 5850 亿立方米，其

中雅鲁藏布江最大，多年平均径流量 1654 亿立方米（中国境内，下同）；

金沙江约为 1430 亿立方米；澜沧江 740 亿立方米；怒江 703 亿立方米。

按国际惯例，出境水资源开发一般留出 50％。则在上述资源中，可能

开发水量约 2400 亿立方米，已开发量不足 100 亿立方米，尚余 2300

亿立方米。“四江”下游段河谷深切，两岸山高坡陡，目前流域内利

用量很少，将来的利用量也不会很大。下游国家降水量丰富，常为水

灾所困，我国取水有利无害。 

2、青藏高原的相对高程远远高于新疆，引水区海拔高，新疆地势

低，完工后可自流。 

3、从工程技术看，世界和我国的设备、技术已经日趋成熟，而且

我国工程技术队伍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 

4、我国投资能力足。调水 60 亿立方米（其中 55 亿立方米入疆），

需投资 950 亿元；调水 200 亿立方米，约需投资三千亿元。此外，还

需要配套的农田水利工程、农业和居民生活基础设施投资。开发一万

公顷的人工绿洲，此类配套投资额约八亿元；80~300 万公顷土地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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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投资 640~2400 亿元。从我国现有国力看，完全能够承担。 

5、工程生态、经济、社会效益高。新疆绿洲面积的扩大，可极大

地提高生态效益。同时新疆农用地的扩大，可使农业经营规模大大增

加，从而建立现代化农业，使愿意经营农业的人口，告别贫困，奔向

富裕。农业开发的成果 — 农产品供给的增加和水资源供给的增加，

可以保障新疆的优势资源开发，并吸引外来人口，促进新疆工业化和

城市化的发展，发展各种产业，各种人才也有了用武之地，这样可以

极大地促进新疆地区的经济、就业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经济、社会

效益显著。这对增强全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意义巨大。 

根据“南水西调”初期工程方案，引水 55 亿立方米到新疆，可开

发 80 万公顷土地，约可形成净耕地面积四分之三（60 万公顷），余

下四分之一作为林地草地、建设用地等。根据相关数据，现普通农田

的年纯收益约三万元∕公顷，新绿洲的年纯收益总额可达 180 亿元，

以农业户均土地五公顷（75 亩）、户均四人计算，可容纳农业人口 48

万人从事现代农业，人均纯收益可达 3.75 万元，达到 2020 年城镇人

口全面小康水平标准。又假若耕地面积的二分之一生产粮食，另外二

分之一的耕地发展经济作物、园艺作物、饲料作物和人工牧草等，粮

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每公顷 5000 公斤，则粮食总产可达 150 万吨，按

人均消费量 300~450 千克计算，可供应人口约 330~500 万人。 

调水 200 亿立方米到新疆，开发 300 万公顷新绿洲，约可形成净

耕地面积 225 万公顷，按农业户均土地 7.5 公顷计算，可容纳农业人

口 120 万人从事现代农业，粮食产量可增加 560 万吨，新疆可以增加

人口 1250~1875 万人。 

有了比较充足的水资源，蕴藏着丰富矿产资源而极度缺水的吐鲁

番~哈密地区、阿尔金山、昆仑山、罗布泊等处的开发就能够大规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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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其经济、社会前景无量。 

 

四、建议 

 

建议中央政府支持该项目的前期研究工作，并重新评估我国计划

实施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水受益区，考虑从黄河流域转向以新疆为

主的西北干旱区。 
 

 
注：第一期工程：                第二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