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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西北内陆干旱区水资源生产能力分析的基础上，定量地给出了该区域重点地区的水资源

承载力。针对生态环境脆弱的内陆干旱区特点，探讨了水资源承载力的主要研究内容、特性和影响

它的主要因素，然后提出了水资源承载力的指标体系、计算流程和边界条件，分析计算了其水资源

生产能力。研究结果表明，利用新疆、河西、宁夏的农产品弥补关中和柴达木农业生产的不足，利用

新疆、关中、柴达木的工业生产弥补河西、宁夏工业生产的不足，/0/0 年西北重点地区完全可以承

载其 7 241;-01 人的预测人口，且能保证每人有年均 100<= 粮食和 /;-01 元以上的富裕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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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区域水资源承载力是一个具有自然—社会双重属性的概念，既反映了水资源

系统满足社会经济系统的能力，也与社会经济系统开发水资源的深度有关，其大小取决于区

域自然环境、水资源量、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和承载驱动力大小等诸多因素A-、/B。

所以，水资源承载力可以定义为：在某一具体的区域和发展阶段下，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和

社会发展水平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护生态环境良性发展为前提，在水资源合

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条件下，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人口容量。在内陆干旱区，径流性水

资源不仅要承载绿洲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要承载脆弱的生态环境；在水资源紧缺的情况

下，水资源承载力决定了土地资源的承载力，必须将水土资源和生态系统的水资源保障条件

同步考虑。此外，在干旱区农业用水占 .0C以上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对农产品的调入调出对

区域水平衡有较大影响，每 D 粮食的调出相当于 -;-02:/;-02E2 的水量也被调到区域外，因

此，还必须同步考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条件的变化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A2B。在本次研

究中，首先探讨水资源承载力的主要研究内容、特性和影响它的主要因素，然后提出水资源

承载力的指标体系、计算流程和边界条件，最后根据西北地区水资源的生产能力，定量地给

出该区域的水资源承载力。

- 水资源承载力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其特性

!"! 主要研究内容

水资源承载力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水源构成与开发利用方式、水资源与其他资源之间

的平衡关系、国民经济发展规模及内部结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

关系、生态系统保护范围及程度、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和人口发

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关系等 @ 个方面。

! 水源构成与开发利用方式：包括水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来源与组成，水资源的开发利

用方式及开发利用潜力，水利工程可控制的面积、水量等，上述条件构成了绿洲中天然水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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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通量和人工水循环通量的基本比例。

! 水资源与其它资源之间的平衡关系：即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水资源与国土资源、

森林资源、草地资源、生物资源、能源、矿产资源之间的平衡匹配关系。上述条件界定了水资

源对国民经济直接支撑和间接支撑的基本比例。

" 国民经济发展规模及内部结构：国民经济内部结构包括工农业发展比例、农林牧渔

副发展比例、轻工业重工业发展比例、基础产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比例等等。上述条件会直接

影响到国民经济用水格局和通过市场产品交换带来的水资源调入调出。

#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使有限的水资源在国民经济各

部门中达到合理配置，充分发挥水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国民经济发展趋于和谐。上述条件在

整体上确定了水资源的经济产出效率。

$ 生态系统保护范围及程度：包括生态系统的总面积、生态系统中绿洲与过渡带的比

例、绿洲中天然生态面积与人工生态面积的比例、最低限度的天然水面面积等。上述条件会

直接影响到生态建设用水格局。

%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大量的水资源进入到人工侧支

水循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后，余留在天然水循环中的水资源支撑着绿洲天然生态和过渡带，

水资源在生态系统层圈结构中有合理配置的问题，也有提高水分的生物转化率问题，使生态

系统保持稳定和改善。

&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关系：通过分析人口增长变化趋势、消费水平变化

趋势，研究预期人口对工农业产品的需求与未来工农业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关系，人口对生

态环境的基本需求与未来生态系统演变趋势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上述 # 个方面的研究，寻求进一步开发水资源的潜力、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有效途

径和措施，探讨人口适度增长、资源有效利用、生态环境逐步改善、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和对策。

!"# 水资源承载力的特性

根据水资源承载力的内涵和所研究的内容，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对生态环境重视等，使得水资源承载力具有动态性、相对极限性、模糊性和被承

载模式的多样性等特点$%&。

’ 动态性是指水资源承载能力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不同的发展水平有

不同的承载能力，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的发展水平下人类开发水资源的技术手段不

同，二是不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阶段人类利用水资源的水平不同。

! 相对极限性是指在某一具体发展阶段所相应的发展水平，水资源可能达到的最大承

载能力特性，即可能的最大承载指标。

" 模糊性是指由于所面对的水资源生态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素的客观存在，

以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决定了水资源承载能力在具体的承载指标上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

# 被承载模式的多样性是水资源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人类消费结构不是

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的经贸关系可以弥补一

个地区生产能力的不足，因此，其发展模式不是惟一的。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支持合适的

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模式则是水资源承载能力研究不可回避的决策问题。

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动态性说明了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相对极限

性和模糊性则反映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辨证统一关系，而被承载模式的多样性则决定

了水资源承载能力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决策问题。

’ 影响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的主要因素

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水资源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影响水资源承载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

自然地理和经济社会两个方面，自然地理因素主要有水资源条件及其开发利用程度、生态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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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状况和其它资源潜力，经济社会因素主要有产业结构与生产力水平、社会消费水平、市场

条件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

! 水资源条件及开发利用程度。水资源条件好，对区域的承载能力就大；单位面积产水

量大，则单位面积上承载的人口也就更多。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当前阶段的承载能力高，

但未来提高的余地不大；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不同，会直接影响到区域水资源的有效蒸发和

无效蒸发，也会影响到生产和生态建设的可利用水资源量。因此，在研究水资源承载能力时，

一般假定在水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进行。

" 生态环境状况。在同等的水资源条件下，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需水量大，需水的刚性

也大，生态需水要占到水资源总量的 & ’ ( 以上，因此，国民经济的水资源可利用量就相对偏

小，水资源承载能力也偏小。这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两个方面的承载：水资源对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直接承载；水资源承载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再承载经济与社会发展。

# 其它资源潜力。社会生产不仅需要水资源，而且还需要其它自然资源，诸如矿产、森

林、土地等。在内陆干旱区，社会经济发展不仅直接受到水资源的承载，还受到土地与森林草

地资源的承载，而土地和森林草地资源也受到水资源的承载，从而绿洲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

环境建设对水资源都十分敏感。

$ 产业结构和生产力水平。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区都具有不同的生

产力水平，利用单方水可生产不同数量及不同质量的工农业产品，水资源承载能力研究必须

对现状与未来的生产力水平进行预测。

% 社会消费水平。在社会生产能力确定的条件下，社会消费水平及结构将决定水资源

承载能力的大小。同样生产力条件下，可以承载在较低生活水平下的较多人口，也可以承载

在较高生活水平下的较少人口。

& 市场条件。商品市场的存在决定了产地与销地之间的调出调入，生产单位产品所耗

用的水资源也随之调入调出。政策法规因素对区域产业结构和市场格局均会产生影响，从而

对水资源承载力产生影响。

’ 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历史进程已经证明了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因素，

未来的基因工程、信息工程等高新技术将对提高工农业生产水平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进而

对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 水资源承载能力指标体系

建立水资源承载能力指标体系的指导思想是：从我国水资源短缺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借

鉴国外或国内其它部门的先进经验，建立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全面反映我国社会经济和生

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状况与进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状况与进程，及其相互适应程度的指标

体系及评价方法，科学地指导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在制定水资源承载能力指标体系时，需要考虑以下原则")%：

! 科学性原则，即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定义指标的概念和

计算方法。

! 整体性原则，水资源承载能力指标体系既要反映社会、经济、人口对水资源承载力的

影响，又要反映生态、环境、资源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还要反映出上述各系统之间的相互

协调程度。

! 动态性与静态性相结合原则，即指标体系既要反映系统在某一阶段的发展状态，又要

反映系统的发展过程。

!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指标体系应尽量选择可量化指标，难以量化的重要指标可以

采用定性描述指标。

! 可比性原则，指标尽可能采用标准的名称、概念、计算方法，使之与国际指标具有可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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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时又要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

! 可行性原则，指标体系要充分考虑到资料的来源和现实可能性。

依据上述原则并综合 !、# 所述，在文献$#%给出的指标基础上提出以下 & 类 !’ 项指标：

! 可比性指标 水资源无论是承载社会经济发展还是承载生态环境建设，其最终的承

载对象是人，因而人口是最高层次的承载力指标。在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需要兼顾

在某一整体承载水平下的生态状况，因此增加了绿洲人口密度指标。由于还需要兼顾对状态

和过程的反映，需要有现状绿洲人口密度作比较基数。经过反复筛选，确定以下 ( 个指标：

" 可承载总人口（!)& 人），指某一水平年水资源可承载的区域总人口，反映整体情况；# 单

位绿洲面积可承载人口*人 + ,-#.，反映生态脆弱地区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单位绿洲面

积现状人口（人 + ,-#），作为比较基数，反映整体演变趋势。

% 均衡性指标 均衡性指标反映被承载系统的模式多样性。最高层次的指标反映可以

养活多少人，这一层次的指标则反映这些人在什么样的水平下生活。其中人均 /01 和人均

粮食指标最为基本，既可反映产业结构和收入水平，又可反映用水格局。其他指标起补充说

明作用，一是在市场交换条件下可相应计算水资源的调入调出，二是在某一生活水平下可帮

助界定人均需水量。" 人均 /01（元 + 人）；# 人均收入（元 + 人，城镇、农村）；$ 人均粮食占

有量（,2 + 人）；& 人均棉花占有量（,2 + 人）；’ 人均油料占有量（,2 + 人）；( 人均蔬菜占有量

（,2 + 人）；) 人均肉类占有量（,2 + 人）。

* 效率性指标 效率性指标说明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性。首先是水资源总量中有多

少水进入到人工侧支循环，留给天然生态的水量还有多少，说明水资源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其次是说明用多大的经济代价实现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第三是说明所开发利用的水资

源能够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供水量 + 水资源量）；# 单

方供水费用（系统供水平均投资及运行费 + 单方供水量，城镇、农村）；$ 单方水国内生产总

值（区域 /01 + 区域供水量）。

+ 极限性指标 极限性指标反映某一发展阶段所可能达到的水资源利用的效率极限。

"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生产补水量与生产过程的水循环通量之比）；# 单方水粮食产

量（3-# 平均粮食产量 + 3-# 灌溉毛定额）；$ 地表水灌溉平均渠系有效利用系数（到达田间

的水量与灌溉引水量之比）。

& 水资源承载能力计算流程

基于流域水资源二元演化模式的承载能力计算，其最大的进展在于不仅考虑了对社会

经济系统的承载能力，同时还考虑了对脆弱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以及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

的间接承载作用。进行水资源承载能力计算时，不仅考虑了作为被承载客体的社会经济系统

的用水格局、用水效率和用水的投入产出效率，而且考虑了作为承载主体的资源环境系统为

达到可持续利用目的而发生的自身用水需求。在西北内陆干旱区，流域的社会经济系统和生

态环境系统以水为纽带，在发展进程中的相对平衡具有明显的互斥性、动态性、多样性和极

限性，承载能力研究需要同时考虑水资源的天然循环与人工侧支循环两个方面。具体的计算

流程参见图 !。

4 承载能力分析的边界条件

将新疆、甘肃河西走廊、宁夏、陕西关中平原、青海柴达木盆地五大重点地区作为计算单

元，以粮食（包括水稻、小麦、玉米、高粱、大麦、豆类）、棉花、油料、蔬菜、甜菜、其它（麻类、烟

叶、啤酒花、药材、打瓜籽、果用瓜等）’ 种作物描述种植业的种植结构，水果代表果林，肉和

奶代表畜牧业，以三大产业描述经济结构。

人类为了维持生存，需要吸收足够的能量和蛋白质，且需要在这些食物之间有一个合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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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例如，在数量相同的三种消费结构中，以粮食为主的消费结构属于低水平，以植物蛋白

为主的消费结构属于中等水平，以动物蛋白为主的消费结构属于高水平。食物消费结构取决

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一个体现。人类消费的物品包括两

类，第一类为维持生命延续的食物，以农产品为主；第二类为维持正常生活的消费品，以工业

品为主。本次研究拟用两类指标表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农产品和 "#$，人均农产品的占有

量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温饱程度，而人均 "#$ 则代表富足程度。农产品分粮食、棉花、油料、蔬菜、

甜菜、水果、肉、奶等指标，这些指标基本上涵盖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农业消费品。

衡量水资源承载能力大小的标准，归根结底是承载的人口数量和相应的生活水平。一般

来说，承载的人口越多，其生活水平必然相对较低。生活水平的高低主要决定于对工农业产

品的占有量，占有量越高，生活水平也越高。因此，未来人口对工农业产品的单位占有量水平

必然影响水资源承载能力的计算。

通过上述分析，综合考虑世界、全国以及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给出 !%!% 年的

农产品和 "#$ 的人均期望值，作为分析水资源承载能力的主要依据。农产品指标给出了高、低

两套标准，低标准反映了人民群众生活达到基本温饱条件下每人所能占有的人均农产品，而

高标准是指人民群众生活达到温饱并略有赢余条件下每人所能占有的人均农产品&表 ’(。

生活水平标准划分原则：人均农产品占有量达到上述指标，则生活水平只是温饱；在温

饱的基础上，!%!% 年人均 "#$ 超过 ’)’%* 元，则进入中等富裕水平；同样条件下人均 "#$
超过 !)’%* 元，则进入富裕水平。

表 ! "#"# 年主要农产品期望值$%&’人(
+,-./ ’ 012/34/5 674274 68 9,:; 8,<9 2<6573/ :; !%!%

粮食 油料 棉花 水果 甜菜 蔬菜 肉 奶 水产品

低标准 =>?@% ’>@% A@% =?@% ’?@% ’*% =?@% =?@% ’?@%
高标准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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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具体的承载能力分析计算时，并不要求农产品的人均指标都超过上述期望值，可

以允许某些指标低于期望值，但必须建立农产品的市场交换机制，即可以用超出期望值的农

产品在国际市场或国内市场上去等价交换低于指标期望值的农产品，使农产品的人均占有

量与指标期望值达到总体平衡。农产品交换比价受市场、政策、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与干扰，参考现状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预测分析了未来主要农产品之间的交换

比价#表 $%。表中价格以粮食价格为基本单位，其它都是相对价格。

& 西北地区水资源生产能力分析

水资源是控制西北干旱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水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

用之后，西北重点地区的工农业生产规模将达到何等程度？根据上述思路和边界条件，对

$’$’ 年的水资源生产能力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然后根据“九五”攻关研究中提出的农业

结构调整方向，结合承载能力模型中更为细致的农、林、牧业种植结构，对未来重点地区的主

要农产品产量进行了预测#表 (%。

表 ! 农产品相对交换比价

)*+,- $ ./01- /-,*20345 *6347 8*/6 9/3:;1-

粮食 棉花 油料 甜菜 蔬菜 水果 肉 奶 水产品

相对比价 ! < ( ’=! ’=$ ’=< !’ ’=( $

表 " 西北重点地区农产品生产能力#$%&’(
)*+,- ( >?9-12-: 3;29;2 38 8*/6 9/3:;1- 38 @-A */-*5 04 B3/2CD-52 EC04* #;402F !’G2%

地区 水平年 粮食 棉花 油料 甜菜 蔬菜 其它农作物 水果 肉 奶

新疆

!""< 年 H(’=& ""=( G"=( $II=H $H$=$ !$!=’ !!G=G <$=$ G"="
$’’’ 年 I&G=" !$(=( &(=< ($(=H (!’=< !$&=I !(’=I &!=! <I=<
$’!’ 年 "I<=( !&!=& I(=H (H$=’ (&&=H !(’=I !<G=I HH=I HG=<
$’$’ 年 ! !!I=G !H"=" !’<=< G$<=" GG’=( !($=G !HG=H !’’=G "&=!

河西

!""< 年 $’(=H $=$ !(=! ’=’ I(=( (I=! !"=’ !(=G !(=I
$’’’ 年 $(’=! (=G $(=’ ’=’ IH=I GH=$ $’=! !<=& !<="
$’!’ 年 $H"=$ G=( $I=! ’=’ "!=H <G=( $(=I !"=’ !"=(
$’$’ 年 (($=I <=< (G=& ’=’ "&=& &$=" $<=< $$=’ $$=(

宁夏

!""< 年 $<’=! ’=’ <=& G!=’ HH=’ !$=I !!=H !G=I !H=$
$’’’ 年 $"$=& ’=’ !H=( G"=< "(=’ !<=I !(=< !H=! !"=I
$’!’ 年 (H!=" ’=’ $$=G &$=" !$$=I $!=G !&=G $’=I $G=!
$’$’ 年 GG<=< ’=’ $&=< H"=" !<’=< $I=( !"=" $G=’ $H="

关中

!""< 年 &’<=" (=" !I=" ’=’ $$"=( !’=$ !&"=G &’=" $<=’
$’’’ 年 <!&=I (=( $I=G ’=’ $’$=< !’=I !HG=H H’=G $I="
$’!’ 年 H<<=" <=$ (<=" ’=’ $&I=G !!=" !I$=< I<=< (<=!
$’$’ 年 "(G=& H=G (I=< ’=’ ($H=G !(=! !"!=( "I=" G’=&

柴达木

!""< 年 !!=! ’=’ ’=& ’=’ ’=’ ’=< ’=& $=( $=(
$’’’ 年 !$=& ’=’ !=( ’=’ G=& ’=< !=’ $=& $=&
$’!’ 年 !"=’ ’=’ !=" ’=’ "=’ ’=& !=< (=$ (=$
$’$’ 年 $!=H ’=’ $=! ’=’ !G=< ’=& !=H (=H (=H

合计

!""< 年 ! I’!=G !’<=G IH=< ($"=H &&!=I !I$=& (!<=! !G(=& !’I=$
$’’’ 年 ! "!H=’ !(’=’ !((=< (H(=$ &"I=G $’!=! (G’=! !&&=I !$<=H
$’!’ 年 $ GG!=( !H!=! !H$=’ G(G=" I<I=& $!"=’ (H"=’ $’&=( !<&=$
$’$’ 年 $ "$(=’ !"$=I $’H=$ <’<=I ! ’$"=( $(H=( G!(=!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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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重点区水资源承载能力

根据对水资源生产能力的分析，对西北重点区的水资源承载能力进行了计算。有必要指

出的是，计算采用了一个特定的农业生产结构，即在现状生产结构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区自

然地理特点作必要的调整，应该说，换一种农业生产结构可能会对水资源承载能力计算的结

论有影响，但由于本次计算采用了农产品价格交换比的平衡分析方法，故农业生产结构的变

化对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最终结论影响不大。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

西北重点地区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特点如下：

! 到 !$!$ 年，新疆、河西、宁夏、关中、柴达木 % 个地区可以承载其预测人口 & ’(#)*$#

人，考虑到地区之间的互补性，平均每个预测人口可以占有 !+!&)*$# 元的 ,-.、#%(/0 粮食、

’$+!/0 棉花、’!+%/0 油料、&#+"/0 水果、’1/0 肉、’$/0 奶。

" 由于新疆水土资源较为丰富，承载能力还有一定潜力，属于潜力较大区。这表现在：

根据预测，到 !$!$ 年新疆人口将达到 ! %%$)*$# 人，而新疆的水资源可以承载 ’ $$$)*$#

人，且每个承载人口可以占有 !+*)*$# 元 ,-.、’1&/0 粮食、&$+$/0 棉花、’%+!/0 油料，换句话

说，承载人口可以有一个较为富裕的生活水平。

# 河西、宁夏水资源的温饱承载能力比预测人口略高，而富裕生活标准的承载能力低

于预测人口。!$!$ 年这两个地区的生活水平不高，仅能维持中等富裕生活水平。

$ 关中、柴达木虽然承载人口与预测人口基本持平，但其人均农产品的占有量偏低，人

注：新疆、河西、宁夏农产品采用高标准，关中、柴达木采用低标准。

表 ! "#"# 年西北重点地区水资源承载能力指标

23456 # 7896:6; <= >3??@A80 >3B3>AC@ <= D3C6? ?6;<E?>6; <= /6@ 3?63; A8 F<?CGD6;C HGA83 A8 !$!$
标准 项目 单位 新疆 河西 宁夏 关中 柴达木 西北

温

饱

标

准

承载人口 *$# 人 ’ ’%$ &($ "&% ! #(% "" " ’%"
,-. *$# 元 I 人 *+(( *+#1 *+"$ !+!( !+’! *+1"
粮食 /0 I 人 ’%#+" #(1+% %(!+! ’"&+* !(’+’ ’1"+’
棉花 /0 I 人 %’+" (+* ’+$ !&+!
油料 /0 I 人 ’*+% %$+1 ’#+& *%+% !&+" !(+*
甜菜 /0 I 人 *!"+* *$#+% &(+"
蔬菜 /0 I 人 *’*+# *#!+$ *1&+" *’*+( *((+1 *’1+1

其它农作物 /0 I 人 ’1+% 1!+& ’&+1 %+’ (+’ ’!+’
水果 /0 I 人 %!+* ’"+# !&+$ ""+$ !!+$ %&+*

肉 /0 I 人 ’$+$ ’!+# ’*+# ’1+( #"+( ’’+1
奶 /0 I 人 !(+& ’!+( ’&+# *&+# #"+( !%+1

绿洲人口密度 人 I /J! !"* ’%( *#" ### &( !(*

富

裕

标

准

承载人口 *$# 人 ’ $$$ %$& &%* ! #($ "" & "*#
,-. *$# 元 I 人 !+*$ !+$$ !+$$ !+!( !+’* !+*%
粮食 /0 I 人 ’1&+* &%"+" &(#+’ ’"&+( !(!+’ #’%+’
棉花 /0 I 人 %1+1 *$+( ’+$ !(+"
油料 /0 I 人 ’%+! &(+# #$+" *%+% !&+& ’$+1
甜菜 /0 I 人 *#!+$ *!!+( "%+#
蔬菜 /0 I 人 *#&+( *1$+( !’*+! *’!+$ *((+’ *%’+’

其它农作物 /0 I 人 ##+* *!#+# #’+# %+’ (+’ ’%+’
水果 /0 I 人 %(+! %$+’ ’$+& ""+! !*+1 &*+%

肉 /0 I 人 ’’+% #’+% ’&+1 ’1+1 #"+" ’"+*
奶 /0 I 人 ’!+$ ##+* #!+( *&+# #"+" !(+#

绿洲人口密度 人 I /J! !!! !&& *!% ##’ &( !#&
预测人口 *$# 人 ! %#1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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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粮食不足 #$$%&，部分农产品靠外部地区输入，只能依靠工业产品进行补偿。

! 五大重点地区内部水资源承载能力不平衡，新疆虽然属于潜力较大区，但东疆的工

业发达、农产品不足，南疆农产品丰富而工业欠发达。宁夏属于水资源承载能力平衡区，没有

移民移入或移出，但南部山区承载能力不足，需移民到引扬黄灌区。河西地区的石羊河、黑河

两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已无潜力，由于 ’()!$(*+, 农业综合开发和 ,$)!$# 移民安置工程的

实施，疏勒河流域承载能力也将达到饱和。

" 西北重点地区虽然整体上属于农业占主导的地区，但其经济结构、农业种植结构仍

有一定的互补性。柴达木属于矿业地区，新疆的北疆和东疆以及关中地区工业基础设施好，

属于较发达地区；从农产品来看，新疆（特别是南疆）和疏勒河是棉花生产大户，其它地区棉

花生产不足，关中地区油料生产不足，而新疆和石羊河生产的油料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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