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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再考察 

孙 翠 萍

［摘　要］东深工程是为了长远解决香港同胞食用淡水的困难而由周恩来总理批准兴建的

主要向香港供水的水利工程。东深工程建成后，一直持续向香港供水，即使在“反英抗暴斗

争”爆发后也未停止供水。而且，随着香港对水量的需求不断增加，广东省水电厅等相关部

门还积极采取措施提高供水能力，一再增加供水量。这说明，东深工程是一项民生工程，其

向香港供水体现了内地与香港水乳交融的关系，说明内地是香港经济腾飞的坚强后盾。同时，

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为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顺利实现回归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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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水利事业则具有兴利避害的功能。东

江—深圳供水工程（以下简称东深工程）是为长远解决香港同胞食用淡水的困难由周恩来

总理批准兴建的主要向香港供水的水利工程。东深工程于 1965 年 3 月 1 日正式从东江向

香港供水，历经三次扩建和一次全面改造。截至 2015 年 5 月，东深工程已经累计对香港

供水近 230 亿立方米，相当于 1.5 个洞庭湖的库容量，［1］为香港的民生福祉和繁荣稳定做

出了重大贡献。2013 年，笔者曾就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历程作了梳理和考察，［2］在此

基础上，通过 2015 年对东深工程的实地调研以及对广东、深圳等地相关馆藏档案的搜集

和利用，笔者着重对 1965~1978 年间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情况及其对两地关系发展的

意义进行了分析。因此，本文是基于前期研究成果的再考察。

一、东深工程缘起于内地对香港的大力支持

1962 年秋至 1963 年初夏，香港发生严重水荒，缺少食用水的基本保障。在这种情况

下，港英当局无奈向广东省政府提出供水请求，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广东省政府决定

修建东深工程。

1963 年 5 月 30 日，港英当局发出公告称：从 6 月 1 日起实施严格“制水”，规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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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供水 1 次，每次供水 4 小时；各街巷公共水喉隔日供水 1 次。［3］为减轻水荒，港英当

局派出巨轮到珠江口装运淡水；在原协议 A 基础上，在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深圳水

库增加对港供水。为了长远解决用水问题，广东省政府开始研究修建从东江引水给香港供

水的工程。

党中央非常关心和支持东深工程的相关谈判。1963 年 6 月 10 日，周恩来审阅中共广

东省委《关于向香港供水问题的谈判报告》后批示：“交涉是成功的”，并对向香港供水

的一些事项做出安排。6 月 15 日，中央发出《关于向香港供水谈判问题的批复》，指出：

我们已经做好供水准备，并已发布了消息，而且已在港九居民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4］

1963 年底，当周恩来出国途经广州时，认真听取了时任广东省水利电力厅（以下简称水

电厅）厅长刘兆伦的详细汇报和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意见，表示同意修建东深工程。

对于东深工程，“中国政府将承担全部工程的设计和修建，并负担全部费用。”［5］1 月 24

日，英国驻华代办贾维向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回复了港英当局的意见：“香港政府很有

兴趣地获悉中国决定修建一条由东江到深圳水库的水道，并欢迎由此而来的从水库获得更

多水量供应的可能性。现在正做出必要的技术性会谈的安排。”［6］1964 年 4 月，国家计划

委员会、财政部同意将东深工程列入 1964 年国家基建计划，拨付 1964 年上半年东深工程

投资 1200 万元，并相应增加了广东省基建预算。［7］

1964 年 2 月，东深工程正式动工， 1965 年 1 月竣工。根据双方协议 B，自 1965 年 3 月 1

日起，每年向香港供应淡水 6820 万立方米，比原深圳水库供应的水量增加了 2 倍。［8］自

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后，香港地区的用水状况得到很大改善，整年全日供水，居民反映良

好，促进了香港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特殊时期坚持向香港供水

东深工程坚持向香港供水，即使在“反英抗暴斗争”爆发后也未停止供水。20 世纪

60 年代，香港爆发了“反英抗暴斗争”。1967 年 6 月 10 日，港英机构部分中国职工和

部分英资企业的中国工人举行万人大罢工。7 月 13 日，港英当局实施每 4 天供水 4 小时

的“升级制水”。港英当局把实行“制水”的原因归咎为“未再获得中国方面的供应”，而

A 在 1963 年香港发生严重水荒之前，已有向香港提供用水的协议，只是供水总量比较少。1960 年 2
月 28 日，深圳水库主体工程竣工。4 月 15 日至 10 月 3 日，宝安县人民委员会同港英当局就深圳水库向

香港供水问题进行了 6 次会谈。11 月 15 日，宝安县人民委员会同港英当局就深圳水库向香港供应用水

问题达成协议，并举行了签字仪式。参见《帮助香港同胞解决水荒问题　深圳水库向香港供应用水　宝

安县人民委员会和香港英国当局签订协议》，《人民日报》1960 年 11 月 16 日。

B 即《关于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九龙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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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被港英当局认为“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水荒”的 1963 年，“这年五月初存水量

为三十亿三千二百万加仑，也能实行每日供水三小时。而现在水塘存水量仍有三十二亿

七千七百万加仑，竟要实行每四天供水四小时的严厉制水”，至 7 月 22 日，香港水塘存

水量已从 7 月 13 日“实施‘升级制水’时的三十二亿七千七百万加仑增加到五十六亿

四千五百万加仑。但是，港英当局至今仍没有取消‘升级制水’的无理措施的表示”。［9］

8 月，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导致中英关系出现危机。9 月，东深工程管理局

向广东省水电厅请示：1967 年 10 月至 1968 年 6 月对香港供水问题，根据原协定规定，

即将在 10 月 1 日开始。但考虑到香港局势的关系，情况特殊，是否仍按协定供水。［10］10

月 1 日，东深工程管理局接到广东省外事处指示，已照供水。［11］

即使在特殊时期，东深工程也坚持不间断的向香港供水。除了前文提到的《人民日

报》提供的关于香港水塘存水量的数据之外，还可以通过下表的具体统计数据得出上述判

断。

1966~1967 年度对港九供水情况统计表

年份 月份 供水量 ( 加仑 ) 供水量 ( 立方米 ) 实供天数（天） 平均日供水量（立方米）

1966
10 1868044250 8491110 31 283037
11 1849429700 8406499 30 280217
12 1953682150 8880373 31 286464

1967

1 2007900300 9126820 31 294414
2 1816238450 8255629 28 294844
3 1929169100 8768950 31 282869
4 1856043200 8436560 30 281219
5 1981646550 9007484 31 290564
6 1541851250 7008415 25 269554

合　　计 16804004950 76381840 268
　　说明：1. 供水时间自 1966 年 10 月 1 日起到 1967 年 6 月 25 日结束，提前 5 天完成供水任务，实供

水天数为 268 天；2. 自 1966 年 12 月 23 日起，经双方协商同意 1966~1967 年度供水增加 18 亿加仑，最

大流量不超 3.42 立方米 / 秒；3. 日供水量计法是于当日 8 时双方核对数字后即作为当日供水量；4. 水量

折算标准是每立方米等于 220 加仑，对数时以加仑为准。5. 本表中供水量均保留到整数。

　　资料来源：《关于呈报 1966~1967 年度为港九供水量实绩》，东深工程管理局：1-26。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1966~1967 年度的协定供水量已经在 6 月 25 日提前 5 天完成任

务，供水量总计约 7638 万立方米，约合 168 亿加仑。由此可见，港英当局把实行“制水”

的原因归咎于“未再获得中国方面的供应”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说明，在发生“反英抗

暴斗争”之后，港英当局有意把“制水”的原因推诿到中方，以表达对“反英抗暴斗争”

的不满。

尽管在特殊时期并未出现停止向香港供水的情况，但在中英两国关系恶化的形势下，

在向香港供水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其主要表现为香港方面拖延不到固定

地点（即文锦渡）与中方核对并签证水量单，水费问题无法按时解决。1968 年 2 月 21 日，

东深工程管理局在给香港水务局的信中指出，“我们重申我们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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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给你的信中所持的立场，你们自去年十月份以来拖延不到文锦渡我方核对并签证水量

单是无理的，你们仍应按照惯例从速派人前来办理手续。随函退回你们一九六七年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和一九六八年一月的水量单。”［12］4 月 8 日，东深工程管理局给广东省水

电厅的报告中指出：“对港九供水是我局的主要任务之一。查本年度自去年 10 月份至今供

水情况，一直是按计划进行且管理得较好。但自去年对港英当局进行斗争以来，从 10 月

份起港方始终不按照数年来双方遵守的惯例，派人到文锦渡我方进行双方核对及签证水量

单而引起水费的问题未能解决……我局建议：在省水电厅或我省外事办公室的主持下邀集

有关银行、宝安县外事办公室、新华社、省文革斗争委员会及我局等单位代表参加的会

议，探讨斗争的办法，或成立专门小组以便及时地、有步骤有系统地进行研究以对付港英

当局在供水问题上对我们的挑衅，以祈早日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12］同月，惠阳

专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管理局革命委员会。不过，在此特殊

时期，虽然围绕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一事，双方有些小的摩擦，但是，党中央坚持从大局

出发，坚持向香港供水。

三、一再增加对香港的供水量

在 1965 年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之后，香港原有的饮水困难不仅得到极大改善，而且

供水还促进了香港地区的经济发展。到 1972 年，香港人口突破了 400 万，经济发展和人

口增长带来了高耗水量。随着香港对水量的需求不断增加，自 1966 年起，港英当局多次

请求在原有协议的基础上增加供水，广东省水电厅等相关部门考虑到香港地区不断增长的

用水需求，积极采取措施提高供水能力。

1966 年 12 月，东深工程管理局在报送对香港增加供水量计算方案时指出：“关于港

方要求增加供水量的问题，我们兹就水库的蓄水能力及机电设备条件，并结合沿线农田

灌溉用水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计算”。［13］1966~1967 年度，实际供水量“比起年度计划

6820 万立米（折合 150 亿英加仑）加上增加 818.18 万立米（折合 18 亿英加仑），总供水

计划 7638.18 万立米（折合英加仑 168 亿），超额完成 818 多万立米”，［14］“增加部分的水

费仍按原供水协议规定价格交付”。［15］

1971 年 10 月 8 日，香港工程处致信香港新华分社，提出要求每年额外供水 2273 万 ~ 

2727 万立方米（即 50 亿 ~ 60 亿加仑），［16］针对上述要求，广东省水电厅认为，“根据现

有供水设备能力，我们认为可在原年供水量 6820 万立米（合 150 亿加仑）外，拟增加

2273 万立米（合 50 亿加仑），即每年供水量为 9093 万立米（合 200 亿加仑）。供水期从

原来每年 9 个月增至为 11 个月。每年九月份停止供水一个月，以满足双方设备维修需求。

供水期的 11 个月 335 天内，采用日平均供水量为 27.29 万立米（即平均流量为 3.16 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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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最大流量为 3.3 秒立米）。除此之外，其余均仍按原供水协议执行”。［16］

1972 年 11 月 20 日，港英当局工务司再次要求增加供水，A 12 月 16 日，广东省水电

厅复函指出：“一、考虑到港九同胞用水量逐年增加的需要，根据你方的要求，我方同意

每年增加供水一千五百九十一万立方米（折合三十五亿加仑），即今后每年全年总供水量

为八千四百一十一万立方米（折合一百八十五亿加仑）。二、我方同意供水期由每年十月

一日开始，延长至翌年的八月十日止。三、以上两点从本日起与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的供水协议同样生效。”［17］

1973 年 6 月 11 日，港英当局工务司致信广东省水电厅，提出 1974 年度要求增加 25

亿加仑供水，总供水量为 210 亿加仑。对此，东深工程管理局认为，“为安全起见，1974

年度，还是在保证 185 亿加仑的基础上，增加多少就供多少较为适合，不作硬性规定”，

还提出增设一条钢管以适应增加供水要求。［18］

为了满足香港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改善香港同胞用水情况，支持香港发展，东深

工程扩建计划提上日程。1974 年 7 月，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向国家计划委员会上报东深工

程扩建计划：“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原设计按 1962~1963 年实际大旱年情况供水港九地区

150 亿加仑（6820 万立方米），并加上深圳地区生活用水和沿线灌溉用水。现提出后者不

变，仅增加港九地区年供水量达到 370 亿加仑（16820 万立米）作为扩建的设计标准。我

们认为是可行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可基本上不再扩建。工程完成后，可以改善港九

同胞用水情况。”［19］1976 年，水电部批准了东深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方案，“同意按增加供

水能力 160 亿加仑（目前年供水量 210 亿加仑扩建后即达年供水 370 亿加仑）进行建设。

总投资为一千零四十一万，由国家计委安排。”［20］广东省水电厅还就香港增加供水的请

求提出：“我们认为应积极争取做好工程，对外承诺则应留有余地，拟明确答复对方，同

意增加供水，但 1976~1977 年度只能增加至 240 亿 ~300 亿加仑。但必须对方水管接通才

可达到”。［20］1976 年，为了接受新增加的供水量，香港水务局准备增建一条新的供水钢

管，并于 1976 年 9 月底前同深圳的新建水管接通。6 月，广东省水电厅提出关于对香港

增加供水问题的换文要点指出：“从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度，东深供水工程对香港的

年供水量增至二百四十亿加仑（合一亿零九百万立米）。”［21］1976~1977 年度，对香港供

水“比计划延长了供水时间一个月，供水量比原定值 1.09 亿立方米增至 124865996 立方

米（约合 274.7 亿加仑），超 15865996 立方米，完成了供水任务，供水期间未出现对外任

A 港英当局工务司司长卢秉信致信广东省水电厅厅长说：“为了确认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一）晚上与

申田先生讨论中达成的口头协议，我现在想证实要求把 1964 年 4 月 22 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香港当局

签订的从东江向香港供水的协议作如下修改：1. 每年增加供水 15980000 立方米，相当于 35 亿加仑，长

期有效并立即执行。这将使每年总供水量达 84180000 立方米，或相当于 185 亿加仑。2. 为了使东江工程

系统现有的设备能提供增加的水量，供水期从原来每年的 6 月 30 日截止，延长至 8 月 10 日，即从每年

10 月至翌年 8 月 10 日止，并立即执行。3. 至于其余各项，仍按 1964 年供水协议执行。你们若正式确认

上述协议，我表示感谢。”参见《对香港要求增加供水的复信》，广东省档案馆：266-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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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故。八月份因增加了供水，港方曾几度表示感谢”。［22］由此可见，港英当局对于中方

一再配合增加供水、支持香港发展充满感激之情。

1977 年 9 月 6 日，考虑到香港同胞的用水需要，东深工程管理局提出：“关于东

江—深圳供水工程下一年度供给香港的供水量问题，我曾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函中

作了原则性的答复。现根据我方工程扩建的进展情况，并考虑到港九同胞用水的实际需

要，拟定下一年度（即自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起至一九七八年七月底止）的供水量为一亿

三千六百万立方米，较本年度原订供水量增加二千七百万立方米。”［23］东深工程管理局

的回复表明，内地再次满足了香港增加供水的要求。

综上所述，1965~1978 年间，为改善香港同胞的用水状况，中方不断增加供水量。为

此，国家计划委员会还批准了东深工程的扩建计划，“总投资为一千零四十一万”元。［20］

而且，向香港供水的水价远低于市场价值。在 1965~1978 年间，向香港供水的水费标准

为每立方米人民币 0.1 元，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费用。这说明，内地向香港供水是出于对

香港同胞的关心与帮助，更多是基于“民生水”的考虑，内地十余年的淡水供应，为香港

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1978 年 11 月 29 日，广东省水电厅与港英当局签订了新的《关于从东江取水供给香

港、九龙的协议》，开始提高水费标准为每立方米人民币 0.15 元，超供应水量水费标准为

每立方米人民币 0.23 元，水费过低的现象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广东省水电厅在给

广东省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东深工程对港九供水，从一九六四年省人民政府与港英当局

签订协议起，至一九七八年九月底止，供水每立方米的水费为一角。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底

经双方协商修订了协议，从当年十月一日起每立方米收费为一角五分……一九八〇年五月

十四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从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起年供水量为二亿二千万立方米，

以后逐年增加大致为三千万立方米，到一九九四年度，年供水量为六亿二千万立方米。在

签订补充协议时，我方曾表示拟调整水费价格，具体调整多少到时再行研究……我们兴建

工程来供水，水就是商品，其性质是对外的一项贸易。”［24］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东

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经济水”层面的意义才得以体现。

四、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对两地关系发展的意义

通过回顾分析 1965~1978 年这一时期内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历程，可以从以下四

个方面剖析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对于两地关系发展的意义。

第一，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体现了内地与香港水乳交融的关系。人类的生存、生产和

发展离不开水资源。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体现了香港和内地“同饮一江水”的密切联系，

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一贯支持和关怀，表明香港与内地密不可分的联系。东深工程历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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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扩建、一次改造，为香港提供了持续不断、安全优质的水源。2015 年，香港特区政府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与广东省水利厅厅长林旭钿签署了 2015~2017 年的《关于从东江取水

供给香港的协议》。［25］

第二，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是一项民生工程。东江水历来是当地群众赖以生活、生产

之源。而修建东深工程使江水倒流，东江水经新开河引至桥头（东莞市境内），然后经抽

水站逐级通过渠道及石马河把水位提升 46 米，流入雁田水库，再跨流域流入深圳水库，

最后由直径 1.4 米、长 3.5 公里的压力钢管输送到深圳三叉河交水点由香港接收。［26］在修

建东深工程的过程中，一方面，中方承担了工程的全部费用。而且，中方向香港收取的

水费只是象征性的，十余年坚持只收取每立方米人民币 0.1 元，远低于市场价值。另一方

面，东深工程流域的民众为优先向香港供水做出了牺牲与贡献。1963 年前后，受旱灾所

困的不止香港地区。从 1962 年 9 月起至 1963 年 6 月 7 日，宝安全县无雨，造成水田龟

裂，河流干涸，受旱水田 33 万亩，当年粮食减产 73 万担。［27］而在实际供水过程中，东

深工程将向香港供水定为首要任务，优先保障了对港供水。［28］

第三，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体现了内地是香港经济腾飞的坚强后盾。中央政府支持下

修建的东深工程持续低价供水十余年，并多次在协议的基础上增加供水量，以满足香港人

口不断增长、经济发展的需要。上述供水措施和内地向香港供电、供应鲜活物资等其他

“挺港”措施一起为香港经济腾飞提供了物质保障，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同胞的关心以

及对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持，大多数香港同胞都怀有“饮水思源”的感恩之心。

第四，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为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顺利实现回归奠定了基础。

1982 年，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曾经就香港问题指出：“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

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

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

只能是‘一国两制’。”［29］邓小平所指出的香港实际情况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香港对内

地资源的依赖性。而近年来因为受香港本土化思潮影响，围绕供水问题也出现过一些嘈杂

的声音，例如，有人就提出“香港特区政府有什么长远水规划，能保证 2047 年后，香港

供水不因气候变化、地区差异、以至于‘一国两制’大政方针的改变而改变？”［30］针对

香港出现的复杂情况，2015 年 12 月，习近平在会见梁振英时强调：“近年来，香港‘一

国两制’实践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想强调的是，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

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

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31］由此可见，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是香港在“一国

两制”框架下顺利回归的保障，也是香港回归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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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adapted to develop “high-grade, precision and advanced” industrial projects, vigorously promoted 

new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ut down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fronts, organized 

two battles in electronics industry and other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grade, precision 

and advanced” industry, which made Beijing industry not only increase a lot in number, has a major change in 

structure and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e experience has certain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to relieve the 

non-capital function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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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v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Zhou Enlai in order to overcome Hong Kong compatriots’ difficul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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