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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水利风景区建设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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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利风景区的建设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对现代水利建设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

从湖南省水利风景资源入手$分析了湖南省水利风景区的发展历程$指出了水利风景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即*

水利风景区开发力度不够'综合开发与管理模式存在不足'各类型风景区特色不突出'部分水利风景区开发与生态

文明%环境保护存在一定差距&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湖南省水利风景区建设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水利风景区' 发展历程' 水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J

!5;7<;7= 674671?384?;6727::0D096@A07?6IS2?03C23<1

;7U8727C36D;740

5@56:;Q6

$

% >@Z6:;D6:;

"

% [2'428:;JC6

$

&$;3"#$# 1$)(-+(,0"-&(,$#2 342-0506(-%&'(#)'*'&+(,($-&. /#,)')")(% :.$#9,.$!/$###+% :.'#$-

";3"#$# 1$)(-+(,0"-&(,>(5$-)8(#):085-(.(#,'@(C",'#(,,C"-($"% :.$#9,.$ /$###+% :.'#$'

)E1?324?% )8:IDGCJD68: 8B<7DEGP7GOI6I7: 6KF8GD7:DF7GD8BH7DEGEJ8N8;6J7NJ6M6N6b7D68: J8:IDGCJD68:S=D97IF8I6D6MEG8NE

6: FG8K8D6:;K8?EG: H7DEGJ8:IEGM7:JQJ8:IDGCJD68:SZ9EF7FEGID7GDIH6D9 H7DEGJ8:IEGM7:JQN7:?IJ7FEGEI8CGJEI6: 2C:7:

PG8M6:JESZ9E?EMEN8FKE:DJ8CGIE8B<7DEGP7GOI6: 2C:7: PG8M6:JE6I7:7NQbE?Se76: FG8RNEKI6: D9EJ8:IDGCJD68: 8B

<7DEGP7GOI7GEFG8F8IE?$ :7KENQ% 6:ICBB6J6E:DEfFN86D7D68: EBB8GD8B<7DEGP7GOI& ?EBEJDI6: J8KFGE9E:I6ME?EMEN8FKE:D

7:? K7:7;EKE:DK8?E& 6:I6;:6B6J7:DBE7DCGEI6: M7G68CIIJE:6JIF8DI& JEGD76: ?6ID7:JE7K8:;?EMEN8FKE:D$ EJ8N8;6J7N

J6M6N6b7D68: 7:? E:M6G8:KE:D7NFG8DEJD68: 6: I8KE<7DEGP7GOIS[C;;EID68:IB8GJ8:IDGCJD6:;7:? ?EMEN8F6:;<7DEGP7GOI6:

2C:7: PG8M6:JE7GEFG8F8IE? 76K6:;7DD9E7R8MEFG8RNEKIS

F0G >63:1% <7DEGP7GOI& ?EMEN8FKE:DJ8CGIE& H7DEGEJ8N8;6J7NJ6M6N6b7D68:

$(湖南省概况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省境绝大部分在洞庭湖以

南%故称湖南-湘江贯穿省境南北%故简称湘( 根据湖

南省第一次水利普查公报%湖南省境内河流纵横%水系

发育%共有流域面积 ,#OK

" 及以上河流 $&#$ 条%水面

总面积 $##OK

" 以上湖泊 $ 处%$#OK

" 以上湖泊 $+ 处%

$OK

" 以上湖泊 $,% 处-全省已建成水库 $/$"$ 座%已建

成水电站 //%+ 座&含规模以下'%已建成水闸 &/*", 座

&含规模以下'-全省有规模以上灌区达 ""/, 处-全省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 万 9K

"

%其中小流域综

合治理面积 .#-"$/ 万 9K

"

( 以上水利工程在发挥防

洪"供水"发电等基本功能的同时%形成了大量的水利

风景资源1$2

( 为湖南省水利风景区的发展奠定坚实的

资源基础(

,)',



#(水利风景区发展历程

湖南省水利风景区建设自 "##& 年开始起步%经过

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建成 +& 家水利风景区%形成涵盖全

省的主要江河湖库"重点灌区"水土保持的水利风景区

群落( 水利风景区按照评价标准可划分为国家级"省

级(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经过 $% 批的发展%湖南省现有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

'个%省级水利风景区经过 $" 批

的发展%湖南省现有省级水利风景区 &% 个( 按类型

分%湖南省水库型水利风景区 ,& 个%自然河湖型水利

风景区 $# 个%城市河湖型水利风景区 / 个%灌区型水

利风景区 " 个%湿地型水利风景区 " 个%水土保持型水

利风景区 " 个%各类水利风景区所占比重如图 $ 所示(

从湖南省水利风景区的发展历程来看%湖南省水利风

景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如图 " 和图 & 所示(

"##$."##& 年为起步阶段%湖南省水利风景区在此阶

段主要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水利风景区类型较为单

一%只有水库型和自然河湖型两类-"##/."#$$ 年为

规范化发展阶段%经过最初的发展探索%湖南省水利风

景区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取得了良好发展%景区规模数

量逐步增长%景区设施不断完善%类型结构增多%社会

影响日益扩大-"#$"."#$% 年为生态化发展阶段%"#$"

年%党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决策%而水利风景区建设是生态文明理念在水利工作

中的重要实践%也是切实保护水工程"水生态"水环境

安全的重要举措%水利风景区建设更加注重生态环境

保护%随着景区内基础设施的完善%服务质量提升%旅

游项目多样%功能完善等%水利风景区快速发展(

'

数据截止时间为 "#$% 年 $# 月(

图 $(湖南省各类水利风景区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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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湖南省各类水利风景区所占比例

%(水利风景资源调查评价

&-$!调查与评价方法

本次调查以县级行政区划为调查单元%采用问

卷调查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向各市"县"

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印发*湖南省水利风景资源开发

与保护调查问卷+*湖南省水利风景资源调查表+和

*湖南省水利风景资源评价表+%收集"汇总"统计各

市"县"区上报的成果%并组建资源调查与评价团队

对各地上报的水利风景资源进行评价打分(

水利风景资源评价以*水利风景区评价标准+

&[ &̂##."#$&'为依据%评价内容包括风景资源评

价"环境质量评价"开发利用条件评价和管理评价共 /

方面( 水利风景评价指标总赋分 "## 分( 各项评价

内容赋分分别为风景资源评价 *# 分"开发利用条件

,*(,



评价 /#分"环境质量评价 /#分"管理评价 /#分1"2

(

&-"!评价结果统计

根据评价标准和方法对全省 /,$ 个&包含 +& 家

国家级和省级水利风景区'水利风景资源现状情况

进行评价%总体评价分达到 $,# 分及以上%具备国家

级水利风景区条件的共 .$ 个%占评价总数的

"#-"U&包含已通过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审查的 &+

处'-总体评价分 $"# V$/. 分%具备省级水利风景区

条件的共 &#. 个%占评价总数的 %*-,U-总体评分

低于 $"# 分的 ,$ 个%占评价总数的 $$-&U%综合评

分结果较好( 总体评价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总体评价结果占比

'(水利风景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水利风景区开发力度不够%开发潜力有待

挖掘

!!从总体来看%此次调查的全省水利风景资源有

/,$ 个%总体评价分达 $"# 分以上的水利风景资源

有 /## 个%其中总体评价分达到 $,# 分以上%具备国

家级水利风景区条件的有 .$ 个%但湖南省已经获批

成立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仅有 &+ 个%而全国有 ++*

个%约占全国的 /-+%U%不足全国的 $0"#( 但湖南

省拥有的大中型水库却占全国的约 $0&%全省已建

成水库 $/$"$ 座%其中大&$'型 * 座%大&"'型 &.

座%中型水库 &+" 座( 而现有水库型水利风景区仅

仅 ,& 座%占全省大中型水库的 $"-%U%占现有水库

的 #-&*U( 全省有规模以上灌区达 ""/, 处%而全

省现有灌区型水利风景区仅仅 / 座%占全省灌区的

#-$*U( 湖南省有水面面积 $OK

" 以上湖泊 $,% 处%

而现有自然河湖型水利风景区 $# 个%城市河湖型水

利风景区 / 个%共计 $/ 个%仅占全省 $OK

" 以上湖泊

的 .-#U(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已开发的

水利风景区%大多是距离城区较近"规模较大"特点

鲜明的水利工程%但从水利风景区资源调查来看%全

省众多的水利工程不乏有特色"风景优美的工程%可

挖掘的潜力很大( 如!位于张家界市慈利县的赵家

垭水库%距慈利县城 &,OK%赵家垭水库通过封堵天

然溶洞而建%大坝潜于水下%被称为我国第一座#无

坝$水库( 区内既有优美的自然景色%又有无坝水

库"地下电站"跨流域抽水三大水利工程%整个库区

融湖"洞"峰"缝于一体%环境宜人%空气清新%将来可

开发建设成原生态旅游"避暑养生"考察探险"度假

休闲的胜地(

/-"!综合开发与管理模式存在不足%管理水平有

待提升

!!根据本次*湖南省水利风景资源开发与保护调

查问卷+收集的资料%湖南省水利风景区风景资源

综合开发与保护管理模式主要有三种!水管单位自

己管理模式"属地政府直接管理模式"承包租赁经营

模式( 三种管理模式各有特色%但各管理模式均存

在相应的问题!

2-水管单位管理模式!投资渠道单一%后续资

金不足%运营成本难以支撑-招商引资速度慢-水利

风景区管理体制与机制尚未建立-景区规划不规范(

E-属地政府直接管理模式!所有权与经营权集

于一身%不利于提高景区资产的运营效率-难以降低

管理成本%提高资本质量-各部门关系难以协调(

4-承包租赁经营模式!无景区总体规划或开发

过程中与规划相冲突-资金投入不足-政府支持力度

不够%没有发动当地群众积极参与景区建设(

/-&!水利风景区特色不够突出%基础设施建设亟

须完善

!!湖南省水利风景资源丰富%但各类水利风景区

特色不明显%缺少一批精品和特色水利风景区( 水

利旅游产品单一%没有依托水资源"水环境"水科技"

,!(,

徐幸仪等0湖南省水利风景区建设发展思考!!!!!!!! !!!!



水文化等优势形成较多知识型"探索体验型"情趣

型"养生度假型旅游产品1&2

( 水利风景区交通条件

是影响水利风景区开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湖南省%

部分水库工程"电站工程"灌区等处于偏远地区%进

出景区的道路狭窄又多弯道%开发难度大且成本高(

基础设施建设是水利风景区发展的前提%但很多水

利风景区配套设施不完善%比如!休憩座椅设置不

够"公厕标识不明显"饮水供应点少"垃圾桶布局不

合理%食品卫生质量不合格等( 还有一些水利工程

在建设时%未能充分考虑到人们观光游览的需求%缺

少可供旅游者参观的廊道-有的工程年久失修%存在

安全隐患-有的拦污栅前杂物漂浮%水草疯长%给美

丽的风景资源大打折扣-另外%水利工程本身存在的

一些先天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水利旅游的开

发难度%需进一步进行提质改造(

常德市花岩溪水利风景区早在 "##, 年获批成

为湖南省省级灌区型水利风景区( 水利风景区历经

多年的开发%由于仅仅注重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

水利风景区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 近年来%景区

管理开始注重对水利工程的综合利用与可持续发

展%依托灌区的风景资源和环境优势%围绕山水大

观"白鹭王国"农家风情%努力将花岩溪开发成为以

水利工程与绿色生态为特色的灌区型水利风景区(

近年来%先后对景区内三座中型水库主体工程进行

了升级改造-对库区 /*OK的沿库道路进行了整治"

绿化-对沿库观景点增设了基础设施-对灌区内所有

山地"沟"渠进行了封山育林%森林绿化率达 .#U以

上-重点整治了二湖"三库"一河"一干渠水生态环

境%通过涵闸改造%库堤除险加固护坡%库湖扩容%植

被恢复%水库道路整修%绿化围栏%增设宣传墙"警示

牌等水环境保护措施%极大地提高了灌区人民群众

对水利工程设施和水环境保护的认识( 不久的将

来%可通过提质改造建设升级为国家水利风景区(

/-/!部分水利风景区开发与生态文明"环境保护

存在一定差距

!!水利风景区开发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主要包括水

质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水土流失"生态不良影响

等几个方面( 一些水利风景区为满足人们对亲水旅

游的需求%开发了很多水上游乐项目%而景区内由于

旅游管理水平有限%再加之近年来游客数量增多%水

面的漂浮污染物增加( 有些餐饮行业的污水直排%

个别景区将水面养殖权向外承包%肥水养殖"投饵养

殖等行为%造成了严重的水质污染( 近年来%随着景

区附近的房地产开发以及景区内游客的增多%生活

垃圾也越来越多%随手乱扔垃圾的现象%不仅破坏了

景区的自然美观%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危害(

水利风景区内为增强风景资源的观赏性和吸引力%

人们大力建设人造景观%进行规范化速生种植%库区

内"河岸边"湖边的速生林%人工园林随处可见%这使

得自然景观的多样化"生态平衡以及水土保持遭到

破坏%不利于水利风景区的开发与建设(

J(水利风景区建设发展建议

,-$!加大各类型水利风景区建设力度

水利风景区的开发建设%应根据各自的地理位

置和自身特点%遵循自然"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逐

步增加湿地型"城市河湖型"灌区型"水土保持型水

利风景区数量%做到因地制宜"顺势而为"量力而行%

做到类型特点突出%建设有序推进(

2-水库型水利风景区( 该类型是湖南水利风

景区的主要类型%占到 +"-%U%是发展和建设的重

点( 应结合水利工程的建设和改造%展示水工建筑

美学%开发水利科普功能%展示水情教育%传承水文

化%宣传水利工程的公益性和防洪减灾功能(

E-城市河湖型水利风景区( 应适应城市发展%

充分发挥城市河湖的防洪"除涝"供水"景观"文化"

生态的综合功能%使城市河湖成为水清岸绿"风景秀

丽%特色鲜明"景色宜人的休闲"观光"娱乐区%为当

地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空间(

4-自然河湖型水利风景区( 应保护好现有河

湖的自然特点%以自然风景为主%保护好水质%实现

,"(,



河湖与防洪"生态"旅游开发的有机结合(

:-灌区型水利风景区( 灌区型水利风景区可

依托灌区水利工程续建配套建设%着力打造灌区特

色风光%积极响应国家高效节水灌溉行动%大力加强

节水灌溉的科普宣传(

0-水土保持型水利风景区( 依托水土保持科

技示范区"生态示范园和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等项

目的实施%开展水利风景区建设%重点开发园林景观

欣赏"度假"垂钓"采摘"拓展训练"会议等综合性生

态观光项目(

I-湿地型水利风景区(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

全球三大生态系统1/2

( 湖南省是全国湿地资源最

为丰富的省份之一%湿地类型多样%湿地型水利风景

区建设%应重点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和提升湿

地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维持湿地生态特征%注重湿地

生态系统的修复与保护(

,-"!创新开发与管理模式

建议水利风景区采取项目法人制来进行管理%

部分委托单位管理%同时可开展承包租赁等多种经

营模式-上级部门要制定风景区管理条例%有条件的

可给予资金支持-强化与当地政府相关的职能部门

的协调与配合%积极争取项目立项和财政资金扶持

方面的优惠政策1,2

-统筹协调管理体制%建立资源

权属制度和资源管理机制-创新资源开发"景区建设

投资模式-广泛向社会融资%鼓励当地群众参与景区

的建设开发%共赏景区开发经营成果-注重挖掘水文

化资源"加强水文化传承和发展-资源开发保护与生

态文明乡镇建设相结合-建议高标准规划%生态化建

设%有序开发( 注重宣传引导%业务主管部门积极引

导涉水项目向水利风景区投资%加快水利风景区建

设速度(

,-&!完善配套基础设施%重点打造示范性景区

现有水利风景区%仍存在配套设施不齐全&如

道路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休憩设施等部分缺乏'等

问题%此类景区需投入适量资金%实施配套完善%开

展提质改造工程( 主要包括游客接待"服务能力建

设"景区设施完善&如!交通便利"景区内道路"亭台

楼阁"休憩设施"服务设施'( 优化水利风景区旅游

产业体系%完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发展水利风景区

旅游产业%需积极建设旅游住宿服务设施%如!休闲

度假酒店"农家旅馆"乡村旅馆等主题酒店-完善旅

游餐饮服务设施%在景区内或附近配套突出地方特

色的文化餐饮场所-逐步建设旅游配套服务体系%

如!水利风景区信息网络建设"景区标识设施建设"

景区安全救助服务体系"环保厕所"旅游购物点等配

套服务(

根据全省旅游发展规划和全省的旅游资源分布

情况%湖南省湘东北地区&岳阳"常德"益阳'旅游资

源绝对丰度最高%占全省总量的 "&U%其次为湘西

南地区&邵阳"怀化'%占全省总量的 $.U%湘南地区

&永州"郴州'"湘东地区&长沙"株洲"湘潭'"湘西北

地区&张家界"湘西自治州'和湘中地区&娄底市"衡

阳市'分列第 & 至第 % 位( 针对湖南省旅游资源分

布情况%水利风景区建设发展应该抓住湘东北和湘

西南这两个旅游优质区域%依托周边固定的游客量

和完备的旅游功能%吸引各类资金进行水利风景景

区的建设%打造出一批高度知名的示范性水利风景

区%成为全省甚至全国的示范点(

,-/!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水利风景区可持

续发展

!!生态文明理念是实现水利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前提1%2

( 湖南水利风景资源丰富%江河湖库纵

横交错"星罗棋布%可开发利用的水利风景区还有很

多%#湖南美%美在山水"美在自然$%保护好生态环

境%在自然中寻找美丽风景%促进水利风景区持续发

展( 如!对于城市河湖型水利风景区建设%可把城市

防洪工程建设与美化环境"改善水质"修复水生态系

统有机结合起来%把生态水利与城市文化有机地结

合起来%把自然环境与人居环境有机结合起来%着力

建设水清岸绿"景色怡人的城市水 !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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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建立输水"调蓄"配水的平衡关系网-优化水资

源的配置情况%将当地水资源与外界水资源构成整体%

在用水总量的范围内分配用水-加强渠道防渗改造%将

旧的渠道进行改造%减少渠道的渗漏率-在林地水资源

的利用上%注意地下潜水的补给%促使林区生长水量需

求得到满足%有效缓减林地退化%合理控制用水%保证

植物的多样化(

&-/!优化生态水资源配置

生态环境用水主要是针对甘家湖自然保护区用水

来说的( 在该自然保护区%要注意将地下水位恢复到

合适的水位%满足植被&灌木"乔木等'的用水需求(

水资源能够维护林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促进自然保

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实现%在进行地下水位的恢复时%应

进行准确的计算%不仅要考虑潜水含水层%还要考虑当

地的地表径流的蒸发量%经过计算进行水位恢复(

&-,!减少耕地

根据当地的实际水生态%减少耕地面积%使用需水

量较少的物种代替-同时还要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将一

些农田还原为林区%或者使用灌溉水量较少的农作物

进行替代%增加高效节水灌溉的面积%建设标准化农

田%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耕地主要是指流域附近

的耕地%减少耕地%提高土壤的蓄水能力%减少土地沙

化"泥土流失(

'(结(语

在新疆奎屯河流域水生态修复中%应用生态修复

技术%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重视水文化的建设%有效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同时还要实施宏观调控的原

则%要重视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要在水资源总量中进行

合理配置( 坚持合理分配的原则%注意调节农"共"林"

民用水量的合理分配%注意补充林地水量%发挥水资源

效益的最大化( 在实现水资源灌溉农业的前提下%合

理建设农田%减少灌溉面积%有效实施节水措施-在水

文化的建设上%应该将水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向当地政

府"企业传递%增强当地人民的生态意识%在经济发展

的同时%还要注意水生态建设%提高新疆奎屯河流域生

态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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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对于灌区型水利风景区%结合灌区续建配套建设%

加强渠道疏浚修复%使农村河道与沟渠相连"与水库湖

泊相通%改善灌区水生态环境%使水工程实现灌溉"供

水"防洪"发电"审美"环境保护等多项功能%发挥综合

效益%着力构建山清水秀"风景秀丽"生态平衡"环境和

谐的田园风貌%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对于水库

型水利风景区%应对上游的水源涵养林以及原生植被

进行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加强对水库水源水质的管

理与保护%促进水利风景区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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