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江水協議》今年底屆滿，
政府將與內地磋商未來3年的供水協
議，中國近年經濟發展迅速，尤其
珠江三角洲一帶城市人口密集，工
業繁盛，對水資源需求不斷攀升，
東江水資源的競爭急劇擴大。而本
港人口逐年上升，水務署預計到
2030年，本港每年耗水量增加至11
億立方米，已達東江供港水量的極
限，可預見未來10至15年本港缺水
危機的可能性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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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本港近80%淡水供應來自東江水，
東江供港水費逐年攀升至近40億港元，未來
東江水費只會有加無減。根據廣東省水利廳
2008年公布的分水協議，東江流域的最大取
水量為106.64億立米，東江供港水量的上限
為11億立方米，近年東江流域一帶城市的用
水量急升，河源、惠州、東莞、深圳等用水
量已超過或逼近08年供水協議制定的最大取
水量，換言之供港東江水量基本上無任何提
升空間。

東江資源競爭擴大
水資源及供水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主席

陳漢輝表示，東江水供應河源、惠州、東莞
、深圳及香港等地近4000萬人口用水，東江
流域一帶的經濟發展迅速，對水資源的需求
不斷上升，廣東省分水方案規定，東江水供
港的極限為11億立方米，估計可提升供水量

的空間不大。
除了東江水外，香港有否其他方法增加

淡水供應？陳漢輝坦言，現時全港有17個水
塘，集水區佔全港三分一土地面積，不可能
再增加水塘及集水區的面積。他又提出，採
用地下水存在不少局限包括水質無保障、抽
取地下水會令水土流失等，認為地下水不是
香港可依賴的水資源。

本地增加水源方法有限，東江以外，西
江及北江可否作為供應本港淡水的來源？陳
漢輝續稱，西江水質較差、北江水量不多，
東江在地理位置上最接近香港，運輸成本遠
低於西北江供水。

西北江取水成本高
本地水源缺乏、西北江取水供港可能性

低、成本巨大，香港未來能否繼續依賴東江
水呢？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系主任

陳永勸指出，受全球暖化影響，極端氣候出
現頻率增加，降雨分布不平均，不時出現強
度降雨，不利集水區儲蓄雨水，反而造成排
洪壓力，同時中國南澇北旱格局改變，近年
南方降雨減少，北方雨量上升。上述因素對
位於南方的東江集水量都不利。思匯政策研
究所《東江超載2011東江考察報告》顯示，
東江流域常年（1956-2005年）平均流量為
331億立方米，2001至2010年十年平均流量
減少30%只有231億立方米。

「一般來說河流的用水量不應超過四分
之一，而東江流域的用水量已達三分之一，
幾乎用盡東江最大取水量，不可能再提升取
水量。」陳永勸強調，河流要保留一定的水
源確保生態平衡，不能用得太盡。

未來十年或現水荒
思匯政策研究所大中華及水政策研究主

管劉素表示，廣州、深圳、東莞、惠州、河
源等地部分區域的用水量已超過分水量，她
們已開始用不同方法增加供水措施，例如東
江雨洪利用、稔平半島西枝江取水等。 「東
江雨洪利用即是多雨水時在東江取水，而西
枝江是東江主要支流之一。」她批評，有關
做法存在灰色地帶，間接令東江水量更少。

曾任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主席、公開大
學科技學院院長何建宗教授表示，現時全球
均面對水資源短缺問題，香港應積極面對水
資源危機，預期珠江三角洲流域及本港人口
持續增加，用水量上升，10至15年內，本港
有機會出現缺水危機，需要與廣東省爭奪東
江水源。

制水一詞年輕一代或似陌生，但對於60
年代的人來說，卻是慘痛經歷。1963年，港
府實施每4日供水4小時的制水措施，次年引
入東江水後，制水情況才有所緩解。自此東
江水逐步承擔起本港近8成的食水供應。

1963年，香港遭遇百年一遇的嚴重乾旱
，年降雨量只有900多毫米，與年均降雨量
2300毫米相比減少超過一半。當年港府實施
最嚴格的制水措施，每4日供水4小時。由於
在制水期間，市民都集中於同一個時間用水

，導致水壓偏低，住在高層的市民經常大叫
： 「樓下閂水喉呀！」

1989年簽署長期供水協議
1964年起，港府與廣東省當局達成協議

，香港每年會從廣東省購入6,800萬立方米淡
水，正式開啟購買東江水的歷史。1976年已
增至一年購買1.09億立方米水。雖然於1977
年及1981年曾經實行二級制水，即每日供水
10小時，但制水時間及長度與購買東江水之

前已大幅減少。其後港府與廣東省政府進一
步協商，於1989年正式簽署長期供水協議。
而協議規定供水由1995年的6.9億立方米，續
年增加，在2000年時已達到7.8億立方米，現
時供水系統的設計最高供應量是每年11億立
方米。

現時近8成食水由東江水引入，其餘用
水則由本地水塘以收集雨水的方式提供。香
港現時有17個水塘，總集水容量超過5億立
方米，與東江水組成香港食水供應體系。

港府每年花逾30億港元向廣東省政府購
買東江水，但2006年至2013年間，因部分本
地水塘容量飽和而需要將2.43億立方米，價
值11億的東江水倒入鹹水海，引起個別人士
不滿。政府已採取多項措施解決問題，包括
於大型水塘間興建水道調節儲水及降雨前暫
停輸入東江水，現時已減少不少浪費。

東江流經惠州、東莞、深圳等工業重鎮
，也是香港的 「大水喉」，供給香港近8成
用水。但近年來東江流域取水量呈上升趨勢
，個別城市亦沒有嚴格按廣東省定出的分水
量取水，部分城市的用水已超出規定的配水
量。東江水質也成為各方的關注焦點。

為了合理分配東江水用水量，2008年廣
東省政府公布東江流域水資源分配方案，根
據東江多年平均流量326.6億立方米，制定正
常來水年最大取水量為106.64億立方米，特
枯來水年最大取水量為101.83億立方米，並
詳細訂立河源、惠州、東莞、深圳、廣州及
香港各市的配水量，而香港最大的配水量訂
為11億立方米。

深圳用水量上升最快
根據廣東省水利廳水資源年報中顯示，

2009至2012年間東江水用水總量由41.9億立
方米上升至45.2億立方米，東江流域四個主
要城市中包括深圳、河源及惠州2012年用水
量均比2009年有上升，只有東莞用水量有輕
微下降。其中深圳的年用水量由17.9億立方
米上升至19.4億立方米，是東江流域用水量
上升得最快的城市。

資料顯示，部分城市用水量已超出規定
的配水量，以2012年東江流域各市的用水量
為例，深圳及河源的實際用水量超出正常來
水年水資源分配量，其中深圳更超出約3億
立方米。

至於一直備受關注的東江水質問題，今
年3月水務署公布的水質報告顯示，香港接
受的東江水水質符合國家《地表水環境質量
標準（GB3838-2002）》第Ⅱ類標準（適用
於集中式生活飲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級保護區

）。早前水務署轄下的水資源及供水水質事
務諮詢委員會亦對東江水供應設施考察，委
員會對東江供港水的水質滿意。

▲何建宗

60年代集體回憶
樓下閂水喉呀 

東江是珠江水系三大幹流之一，聯
同西江及北江匯聚成滋潤廣東省珠江三
角洲的重要水系──珠江。東江發源於
江西省尋鄔縣椏髻缽山，源區包括尋烏
、安遠、定南三縣，上游稱尋烏水，在
廣東省的龍川縣合河壩與安遠水匯合後
稱東江。自東北向西南流入廣東省境，
經龍川、河源、紫金、惠陽、博羅、東
莞等縣市注入獅子洋。

東江幹流全長562公里，其中在江西
省境內長度127公里，廣東省境內435公
里，流域總面積35340平方公里。東江流
域屬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區，具有明顯
的乾濕季節，流域內多年平均雨量為
1500-2400毫米之間，平均值為1750毫
米，多年平均蒸發量在1000-1400毫米
之間，平均約為1200毫米，多年平均氣
溫為20至22℃。東江主要支流有貝嶺水

、利江、新豐江、秋香江、公莊水、西
枝江、石馬河、曾田河等。

東江直接肩負着河源、惠州、東莞
、廣州、深圳以及香港近4000萬人口的
生產、生活、生態用水。東江流域五市
人口約佔廣東省總人口的5成，GDP約
兩萬億，佔全省GDP總量的七成，在全
省政治、社會、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東江水被稱為香港和東江流域地
區的政治之水、生命之水、經濟之水。

東江水惠澤4000萬人

城市不按規定用量爆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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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東江水供港價格及水量近年東江水供港價格及水量
年份 淡水全年用水量 東江水供水量 東江水價格

（億立方米） （億立方米） （億港元）
20082008 99..5656 66..5353 2424..9595
20092009 99..5252 77..2525 2929..5959
20102010 99..3636 66..8181 3131..4646
20112011 99..2323 88..1818 3333..4444
20122012 99..3535 77..0909 3535..3939
20132013 -- -- 3737..4343
20142014 -- -- 3939..5959

東江流域各市用水及配水東江流域各市用水及配水量量（（億立方米億立方米））
河 源 用水量：19.79 / 配水量：17.63
惠 州 用水量：21.75 / 配水量：25.33
東 莞 用水量：19.82 / 配水量：20.95
深 圳 用水量：19.43 / 配水量：16.63

梅州、韶關、廣州 合共用水量：112.95 / 合共配水量：15.1
香 港 用水量：9.35 / 配水量：11

總用水量：203.09（東江水最大取水量為106.64億立方米）
註：以上為2012年數據

資料來源：《2012年廣東省水資源公報》及香港水務署
參考圖片：東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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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有17個水塘收集淡水，總集水量逾5億立方米

▲劉 素▲陳永勤▲陳漢輝

▲本港人口逐年上升，水務署預計到2030年，本港每年耗水量增加至11億立方米，已
達東江供港水量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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