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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工作指南 

为贯彻落实节水优先方针和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2019

年，水利部发扬“刀刃向内、自我革新”的精神，部署开展

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工作，要求用两年时间，国家、省、

市、县各级水利行业机关全面建成节水机关。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第一批共 43 家单位，包括水利部

机关、13 家部直属单位机关和 29 家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机

关，率先建成节水意识强、节水制度完备、节水器具普及、

节水标准先进、监控管理严格的节水标杆单位，年节约水量

达 27.10 万立方米，年节水率达 29%，用水效率显著提高，

职工节水意识明显提升。 

水利行业经过一年多的先行先试，在节水机关建设方面

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做法，也探索出了一系列可复制推

广的先进节水机关建设模式，经梳理总结，提出如下工作指

南供 2020 年全国市县节水机关建设参考借鉴。 

一、节水机关建设要把握的基本原则 

（一）要把握定位要求 

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的目标定位是向同类型的公共

机关提供可展示、可复制的节水措施，为各同类机关节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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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供可借鉴的参考示范。因此，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的

定位是能让别人到你这里学到什么，而不能给人造成重金打

造的错觉，让别人望尘莫及。 

因为要示范、要复制，就要求节水机关把节水手段都用

尽，做深做细，做到真节水，措施务实可行。硬件上，每个

用水地方、用水环节都应有说法，用什么设备、技术最节水；

软件上，就是平时的管理，凡是和水有关的人的行为都要一

个一个分析透，把人为造成的用水浪费问题处理、解决好。 

（二）要把握工作重点 

根据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的目标定位，其工作重点应

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加强节水宣传教育。节水机关建设要高度重视宣传

教育。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措施，提高干部职工的节水意识，

规范用水行为，在点滴细微处体现节水，营造浓厚的机关节

水氛围。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普及节水知识，宣传经验

做法，达到可展示、可推广的目的。 

二是加强节水精细化管理。依据国家有关标准，配备完

善的计量设施，实现分户、分功能区用水计量。鼓励建立节

水信息化监控平台，通过用水点的远程计量监控实现节水信

息化建设。节水信息化监控平台可与节能监管平台相结合，

目的是加强机关用水计量、监控和精细化管理。信息化平台

应包含各楼宇、食堂、绿化景观等主要用水点的远程传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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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给排水管网三维可视化展示图等。 

三是明确学习展示内容。在节水机关建设方案编制阶段

和实施过程中，就要逐渐谋划好将来向本地区同类型单位示

范推广的内容，学习什么、展示什么，哪些节水措施和技术

是可推广、可展示的。 

二、节水机关建设的主要脉络 

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首先要对标对表，按照各地制定

的《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标准》，针对每个用水环节，从

管理、技术和特色创新等方面体现单位节水工作。一般机关

用水较多的地方有办公楼、食堂、绿化景观、中央空调等，

节水机关建设可以按照不同用水区域分模块进行，提出适宜

不同模块特点的节水措施。  

（一）办公楼 

办公楼的主要用水点是卫生间、开水间、拖布间。可以

在硬件、软件、监控、科普、灰水利用等方面进行建设。 

1.卫生器具。使用节水的水龙头、小便器、大便器。卫

生器具要符合国家节水标准。根据卫生器具情况，可以对已

有卫生器具进行节水改造，安装节水限流器、节水起泡器、

节水喷嘴或调整供水压力，使其满足节水标准，也可以直接

更换为节水的卫生器具。有条件的单位可以使用节水效率更

高的产品，如一级水效的卫生器具。使用产水率较高的净水

机（器），淘汰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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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型水龙头：在龙头出水口处安装节水限流器，通过限流和涡流增

压装置，在增加舒适感、保证洁净度的同时，高效节水 35%。 

   

碰触式水龙头                 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喷嘴 

   

无水小便器         一级水效坐便器       感应式蹲便器 

2.计量监控。除了总水表外，办公楼、食堂、景观绿化、

中央空调等用水功能区都要安装水表。多栋办公楼的，每栋

楼都要安装水表，单栋办公楼的，建议每层都安装水表。 

鼓励建立用水实时监控平台。除对所有用水单元用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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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控外，在卫生间等用水频繁的部位也建议安装远程智能

水表，如有跑冒滴漏能及时反应在监控平台上，及时预警。

经费紧张的单位，可以在原有机械水表上加装摄像头或水表

智能传感器，即能实现远传，又节省成本。用水监控平台可

以与能耗监控平台结合建设。 

   

水表安装                      智能远传水表 

   

机械水表加装摄像头          机械水表加装智能传感器 

    

用水实时监控平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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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节水宣传。在用水器具旁、墙壁、台阶等处可张贴节

水标语，例如“节约用水、点滴做起”“你节水的样子真美”

等。在单位传达室、办公楼大厅、电梯间、餐厅、人行道等

公共场所张贴节水海报，放置节水宣传展板。利用电子屏在

大厅、电梯间滚动播放节水标语、节水宣传片等。制作并向

职工发放带有节水标识、标语的笔记本、文件袋、便签纸、

公文包、信封纸杯、纸巾盒、杯垫等文创产品。 

充分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节能宣传周”等，

集中开展节水主题宣传活动；日常工作中，开展不同形式的

节水专题培训、讲座，发动职工广泛参与节水知识答题、惜

水护水等志愿活动。 

在各办公楼公布不同用水功能区、不同办公楼或同一办

公楼不同楼层月度用水信息，曝光浪费水的行为，激励人人

节水，提高节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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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器具旁节水标语  

   

  

办公楼公共区域张贴节水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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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大厅设置节水宣传展板  

 

   

单位传达室摆放节水宣传材料、张贴节水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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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电梯间电子屏滚动播放节水标识、技巧  

 

   

   

印有节水标语的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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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专题培训  

  

公布用水信息             曝光浪费水行为  

4.节水器具科普。水龙头、大便器、小便器、净水机、

热水器、计量水表等处张贴二维码，进行节水器具说明和科

普宣传，还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实现设备报修。 

   

用水器具、计量水表二维码扫描，实现节水科普和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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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常管理。制定巡回检查、设备维护、用水计量等用

水管理制度，加强目标责任管理和考核，责任到人。严格用

水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定额巡护和维修，杜绝跑冒滴漏。

建立完整、规范的用水记录和统计台账，加强卫生间、浴室、

中央空调等重点用水部位的用水监控。 

  

节水管理制度、规程             责任到人  

  

制度上墙  

6.非常规水利用。对卫生间洗手池、淋浴废水等污染程

度比较低的灰水收集回用，可以采用上层简单收集过滤，用

于下层冲厕，或者同层冲厕。 

对纯净水尾水、空调冷凝水进行收集利用。可以设计简

单的收集箱进行收集，也可以建立统一的非常水收集装置，

将灰水、纯净水尾水、空调冷凝水一并收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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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水利用：将洗手盆灰水收集，同层冲厕，节水率 30% 

   

灰水利用，下层冲厕     灰水、净水器尾水等收集箱  

     

纯净水尾水收集箱          空调冷凝式收集箱  

7.剩水收集。在开水房、卫生间等处放置茶水、剩水等

废水收集桶，用于拖布清洗等，从细节和点滴处体现节水，

做到节水。 

灰水收集箱 三级处理 同层加压冲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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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水间、卫生间放置“节水桶”，收集冷水、茶水、隔夜开水等 

   

节水桶收集废水用于清洗拖布 

（二）会议室 

会议室可以充分体现节水宣传。 

1.会议桌签。将节水标语印在桌签上。 

2.会议用水杯。会议用水杯、杯垫可以印上节水标志或

标语。 

3.会议室墙壁。张贴节水的海报、职工节水行为规范，

设置节水科普宣传栏。 

4.会议用矿泉水。会场使用的矿泉水张贴“请带走喝剩

的水”“喝不完请带走”等类似节水温馨提示。 

节

水

桶 

茶

水

收

集

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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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议室窗帘。悬挂印有节水标语的窗帘。 

 

 

矿泉水、纸杯、公用水杯上印制节水标语 

  

印有节水标语得会议桌签       开会前后节水提示语  

  

议室窗帘上印上节水宣传语     抽纸上印有节水提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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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墙壁张贴节水海报、节水行为规范  

（三）食堂 

食堂是机关的用水大户。食堂的主要用水点集中在洗菜、

洗碗、冲洗地面等方面。 

1.节水器具。推荐使用节水型洗菜机、洗碗机。 

2.计量监控。在洗碗机和洗菜机等处安装计量水表，有

条件的单位可安装智能水表，加强计量监控。 

3.一水多用。淘米水、洗菜水可以多次循环利用。淘米

水可以用来洗菜，洗菜水等厨房漂洗用水可用来冲洗地面等。 

建立非常规水利用装置，集中收集食堂洗菜废水、餐厨

废水等，经集中处理后用于景观绿化、冲厕等 

4.节水标语。在用水器具旁张贴节水标识或标语，如“请

不要过水洗菜”“请不要过水化冰”。在餐厅公共场所张贴节

水海报、节水提示语，如“节水和节约粮食一样重要”等。 

5.日常管理。安排管理人员，定期检查食堂内的用水设

施，发现有跑、冒、漏的现象及设施损坏的情况及时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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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型洗菜机                        节水型洗碗机 

       

集中收集食堂洗菜废水，用于景观、绿化等 

  

餐厨废水处理及回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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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操作间、餐厅张贴节水标语、海报 

（四）室外场所 

室外场所要体现节水灌溉技术、雨水收集利用、绿化、

景观的中水利用、冷却塔节水改造等。 

1.室外绿化。室外绿化重点体现在两点，一是使用节水

灌溉技术，杜绝大水漫灌。二是使用灰水、雨水等非常规水

源。同时可以在相关设备处树立设备简介或二维码等。 

   

节水灌溉方式 

  

给节水技术挂牌，普及相关知识 

喷灌 滴管 涌泉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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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植物挂牌、扫描二维码，科普植物节水知识 

2.室外科普宣传。可以在室外集雨等设备处粘贴二维码

或设备说明标牌。在绿地、景观、停车场、人行道等处安置

节水科普宣传栏，节水小常识牌，张贴节水宣传海报等，营

造浓厚节水氛围。 

   

设置集雨、空调冷凝水收集设备说明牌 

  

在绿地、人行道等处安置节水科普宣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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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雨水收集利用。对屋面雨水收集，可以将屋面雨水管

直接接入室外放置的雨水收集桶中等形式。对于地面雨水，

可以建设地下收集设施，也可以通过透水路面、植草沟建设

加以利用。 

雨水利用要因地制宜，不在于工艺复杂、设备先进，而

在于方便施工、易于维护、节省占地、方便利用。 

   

  地上雨水收集装置 

  

地下雨水收集装置 

4.冷却塔补水。对补水率较高的冷却塔进行节水改造。

空调冷凝水、直饮水机滤水等较为干净的水都可作为冷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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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水。冷却塔补水、空调冷凝水等能循环利用的尽量循环

利用。 

（五）集中展示区 

这次节水机关建设并不要求每个机关都要建设集中展

示区，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需要设置集中展示区。

有条件设置集中展示区的机关，在展示区内可充分发挥其宣

传和体验作用，用好用实集中展示功能。 

1.与节水信息化监控平台结合。展示区可与节水信息化

平台相结合。通过可视化的平台，实现对主要用水点的实时

监控，体现用水精细化管理。 

2.展示区可设置节水器具。在展示区可设置节水型卫生

器具、智能水表、节水型洗菜机、灌溉设备等，通过对比节

水与非节水设备的出水情况，给参观者以亲身体验。 

3.节水科普及文创产品展示。可在展示区集中展示节水

机关建设的经验做法、实践活动、讲座培训等。展示各类节

水文创产品如手机壳、水杯、门帘、布袋、雨伞等。展示节

水制度建设、法律法规、实时政策等文件、节水知识科普读

物、国内先进的节水技术、节水器具以及节水的小技巧、小

发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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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区与节水信息化监控平台结合 

 

节水集中展示区                   节水走廊 

  

集中展示区展示节水、非节水器具进行对比 

（六）节水宣传教育 

除了在机关内部营造节水氛围、规范职工用水行为、提

高职工节水意识外，还可以组织职工开展节水进学校、社区、

公园等活动，成立节水机关建设志愿者服务队，主动宣传节

水知识，影响带动身边人节约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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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宣传活动进社区、公园、学校  

   
节水机关建设志愿者服务队 

 

除此之外，一些机关还包含职工宿舍、酒店等建筑。各

机关应结合不同建筑物的功能和使用对象，选择节水效果好

且经济适用的节水手段和宣传措施。 

三、节水机关建设宣传要求 

为较好的总结节水机关建设经验做法和成效，同时向其

他公共机构展示节水机关建设内容，宣传推广节水机关建设

经验，节水机关宣传方面应包含以下四块内容： 

一是要有一套宣传材料。编制节水宣传材料，介绍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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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建设的内容和经验做法，按照用水功能区分成若干模块，

介绍每个模块集成使用的节水技术、节水器具、节水标识及

节水效果等。 

二是要有一张宣传视频。制作节水机关建设宣传片、微

视频等。规划布设参观路线，向参观者直观展示节水理念、

节水技术和效果。由大到小、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系统生

动展示节水机关在管理、技术和特色创新方面的建设内容和

经验做法。 

三是要有一项参观安排。提前列出参观展示计划，节水

机关建成后要邀请哪些机关单位来参观学习。要给对方参观

展示什么内容，推广哪些做法。在节水机关建设过程中要提

前谋划参观展示计划安排。    

四是要有一期宣传报道。宣传报道要贯穿节水机关建设

全过程。围绕节水机关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工作、好的措施做

法，或建成后凝练的先进管理模式，利用当地网站、公众号、

杂志及电视台等媒体组织专题宣传报道。 

四、节水机关建设需要说明的几点 

当前各地节水机关建设正按照要求有序开展，大家将

“水利工程补短板 水利行业强监管”总基调，落实在实际

工作中，正在为打好节约用水攻坚战，树立行业标杆不懈努

力。在此就节水机关建设需要说明三点： 

1.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各地要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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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节水机关建设的定位和主要目的。尽可能采用适合当地

情况的节水措施和节水举措；尽量多的提供可展示的节水技

术，给同城市、同类型单位提供学习和借鉴。 

2.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不是后勤部门、机关服务部门

一家的事情，是需要全员参与的一项工作。需要综合办公、

宣传教育、共青团、节水办等多部门各自发挥职能优势，共

同来开展工作。因此，要充分调动各有关部门的积极性，大

家集思广益，共同为节水机关建设鉴言献策。 

3.节水机关建设要充分认识到节水宣传教育的重要性，

不能只是将节水宣传单纯作为一项达标措施，在一定时间内

开展，要将营造单位节水氛围、提高职工节水意识等工作贯

穿到整个建设过程中。同时，节水机关建设要软硬兼施，管

理措施与工程措施同等重要，不能重工程、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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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水利部部长专题办公会议 

纪    要 
 

(2019 年 5 月 31 日 ) 

 

 

 

关于部机关节水机关建设 

 

会议强调，要理清节水机关建设的大思路，重点在提高

用水效率上下功夫，穷尽一切手段做到真节水。当前开展节

水机关建设的关键是制定适应当今技术水平、务实可行的分

类节水标准。水利部机关要树立标杆，达到最高等级的分类

节水标准，为全国节水机关建设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做法

和经验。 

会议要求，要全面梳理部机关用水环节、用水类型，把

工作做深做细，一个一个环节，一个一个类型建立节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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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硬件软件一起抓，充分挖掘节水潜力。硬件方面，要

加强节水设施建设，开展用水设备节水改造;软件方面，要加

强节水管理，制定节水行为规范和标准，为干部职工划红线

立规矩，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节水意识。 

会议要求，机关服务局要在现有工作基础上深入研究“什

么是节水，有哪些节水环节、类型，各环节、各类型如何节

水”等问题，形成清单，逐项理清楚。全国节水办、节水中心

等单位要共同协作，组织有关专家深入论证，合力推进部机

关节水机关建设。 

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大节水宣传工作力度，注重发挥中

央主流新闻媒体作用，大力倡导和推进全社会科学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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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有关问题梳理 

根据大家在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工作方面存在的一

些共性问题，汇总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 

1．关于各单位的创建范围： 

（1）有些机关与其下属单位、企业同在一个院内办公，，

这些下属单位、企业参与创建吗？ 

答：具有独立管理权（或独立物业）的机关，附带同在

一起办公的其他下属单位、企业都要参与创建。 

（2）有些单位大院内设有居民楼，居民楼需要参与创

建吗？ 

答：对于内含居民楼的机关单位，居民楼不需要参与创

建，但要对居民楼单独计量，将居民用水从单位总用水中分

离出去。同时加强居民楼内部节水宣传，如张贴节水标识等，

提高居民的节水意识。 

（3）有些机关与其他机关同在省（或市或县）政府大

院办公，由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管理，这类机关需要创建

吗？  

答：对于不具备独立管理权的机关，年底不参与验收，

但要强化机关节水管理工作，特别是在节水宣传方面；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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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单位能够联合机关事务管理局推动整个行政办公区一

同创建。 

2．关于与 2013 年标准的衔接问题：已经按照 2013 年

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建成的，本次还需要创建吗？ 

答：本次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是在 2013 年基础上的

再优化、再提高，标准也要比 2013 年的标准更高、更严。

按照 2013 年要求已经创建为节水型单位的机关，要按照地

区制定的新标准，查缺补漏，进一步提高完善，需要达到水

利行业节水机关的建设标准。 

3．关于人均用水量的计算：一年按照 365 天计算还是

按照工作日 250 天计算？ 

答：若地方用水定额有对天数进行明确规定，则按地方

用水定额规定执行；若地方用水定额中没有对天数进行明确

要求，则计算机关人均用水量时，一年按 250个工作日计算。 

4．关于节水器具：有机关反映其单位现用的水龙头是

十几年前的，关于产品的资料都没有了，但是水龙头是陶瓷

芯的，是不是就能认为是节水器具？ 

答：对于节水器具的判定，凡具有节水产品认证证书及

列入节水产品国标或地标、政府采购清单、公共机构绿色节

能节水技术产品参考目标以及各地区地方政府节水产品推

荐目录的都应视为节水器具；其他的产品，只要能提供正规

的能证明是节水产品的文件都可以。有陶瓷芯的水龙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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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近几年安装的，可以认为是节水器具，如果安装时间太

久，磨损严重，需要进行改造或更换。 

5．关于用水管网漏损率：用水管网漏损率如何计算。 

答：如果单位做水平衡测试的话，水平衡测试报告上会

提供这个数值。如果没做水平衡测试的话，用水管网漏损率

按照下面公式计算： 

用水管网漏损率 =
一级水表计量的水量−二级水量计量的水量

一级水表计量的水量
× 100%−水表计量误差率 

水表计量误差率一般选择 3%。 

6．关于缺省项的问题。如果单位不涉及绿地、纯净水

尾水等情况，关于绿化、纯净水尾水的赋分是否按照缺省项

处理？ 

答：是的。若单位不涉及中央空调、绿化、净水器、分

布式空调，则中央空调冷凝水、绿化高效灌溉、纯净水尾水、

空调冷凝水均按缺省项赋分。 

7．关于指标的统计周期问题。比如人均用水量、用水

总量水计量率等技术指标用什么时间的数据计算。 

答：人均用水量、用水总量、水计量率等技术指标的统

计周期暂定节水机关建成后的一个月。对于用水总量，利用

统计周期内用水量与上年度相同周期内用水量比值，根据

2019年用水总量，计算 2020用水总量，具体计算方法为： 

2020年用水量 =
2020年统计周期内的用水量

上一年度相同周期内用水量
×上一年度总用水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