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0%$3&%/&%04

无锡市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的
实践及思考

温海燕!徐!兴!周!芸
!无锡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 江苏 无锡!#"P%%%#

!摘!要"!水利风景区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介绍了无锡市在水利风景区建设工作中取得

的成果与经验$ 无锡市在水利风景区建设工作中"目标明确%创新政策机制%有的放矢%挖掘地方特色%合理开发%

注重生态修复和经济效益"景区建设成效显著$ 通过近几年工作实践"总结出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规律与经验"

可为周边兄弟市水利风景区创建与管理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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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风景区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在维护水资源安全&水利工程安全&水生态安全

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无锡市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的五大发展理念#把'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贯穿于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的全过程#

打造具有无锡特色的水利风景区名片% 通过开展水系

疏浚&河道整治工程&植被恢复&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

保护水生态#改善水环境/通过景区对外的窗口展示#

人们进一步了解治水历史和文化#增强爱水&惜水意

识#对水利认可度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发展水利风景

区#带动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为水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提供支持%

$(基本概况

无锡市地势低洼#北受长江高潮位威胁#南受太湖

洪水侵袭#历来是洪涝灾害频发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和命脉的治水大业蓬勃兴起#初步

形成'由 #P%% 多公里各类堤防和 TS% 余座水闸组成的

防洪工程体系#以 SI%% 座固定排灌站为主体的机电排

灌工程体系#沟渠配套&排灌分开&格田成方的田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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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体系#全市引水&排水&调水&调蓄工程体系#"F 座水

库和 #%%% 余座塘坝组成的丘陵山区防洪调蓄灌溉工

程体系(等五大水利工程体系#为无锡市经济和社会发

展打下了良好的水利基础%

水利风景区是充分开发利用水利风景资源的有形

载体#也是发挥水利资源综合效益的有效途径% 无锡

市以创建水利风景区为契机#突出建设水生态文明&促

进人水和谐的发展目标#景区建设成效显著% 到目前

为止#已有梅梁湖&长广溪&梁鸿湿地&芙蓉湖&横山水

库和宜兴竹海等 S 个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有华东百畅&

金沙泉&阳山荡和阳羡湖等 P 家省级水利风景区% 近

五年来#全市各级投入风景区的建设资金百亿元#每年

接待千万次游客% 在这些水利风景区#水利工程与周

边环境完美融合#造就了优美的水利旅游环境% 同时#

水利风景区通过开展以旅游为代表的多种经营#吸引

社会投资#带动地区一&二&三产的联动发展#带动产业

结构调整#为水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提供支持#助推地

区经济效益显著提升#成为生态旅游的热点&水利形象

的展点&各界关注的焦点%

#(创建水利风景区采取的主要措施

#J"!落实目标责任

水利风景区作为宣传水利的平台#越来越被广大

水利工作者重视和认可#尤其是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人的高度重视% 无锡市水主管行政主管部门主要

负责人要求在编制各种规划或纲要中都要有水利风景

区建设的内容#并在年度水利工作会议上有明确要求%

无锡市水主管行政主管部门成立了以分管局长为组

长&相关业务科室为成员的水利风景区创建工作负责

人小组#明确具体目标#强调合作协调#共同扎实推进#

保障了创建工作的有序推进%

#J#!创新政策机制

无锡市是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市委市

政府践行'打太湖牌&唱运河歌&建山水城(理念% 无

锡市太湖治理持续深入推进#湿地建设&生态河道修

复&调水引流&蓝藻打捞与处置等成为水利风景区建设

的重要内涵#是治理太湖的重要环节% 无锡市借势借

力#依托丰富的山水景观资源#不断完善提升建设品

质#打造水利风景区% 同时#把群众满意度和社会贡献

度作为水利风景区评选的重要标准#在水利风景区建

设中积极吸纳社会各方意见#打造水利工程与生态旅

游的'双赢(平台%

#JI!开展水利普查

无锡市地处江南水乡#水利风景资源相对比较丰

富% 无锡市积极开展全市水利风景资源普查#基本摸

清全市水利风景资源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并有选择地

做好动员工作% 条件成熟的景区#积极扶持引导#确保

创建成功%

#JP!加强整改落实

为保障创建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无锡市督

促申报单位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抽调年纪轻&学历

高&业务强的同志进行技术攻关#从申报材料&证明材

料&自评材料三方面入手#全方位抓好 #% 个类别的材

料整理工作#保障创建工作落到实处% 无锡市采取'走

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开展创建工作% 先后到南通龙游

水利风景区&常州北塘河水利风景区进行实地学习#积

极借鉴先进经验#并结合无锡实际情况进行包装出新/

无锡市对创建中的疑难问题请专家进行把脉#及时修

改和完善各项软件材料#确保了创建工作按照时间节

点要求推进到位/在申报过程中人员有明确分工#并适

时进行集体讨论#力求在理解上更深一层#在措施上更

完善#在实施中更完美%

#J$!挖掘历史内涵

无锡市以创建水利风景区为目标#努力提升景区

的存在价值和对外形象#注重发掘风景资源内涵#在进

行风景区各种配套设施开发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对科

学&文化&历史&人文资源等景区软实力进行发掘提升%

滨湖区长广溪水利风景区通过重建徐偃纪念馆#让'仁

义治国(的理念在滨湖再现历史风情/通过建设石塘廊

桥#打造成为反映蠡湖历史文化的&具有江南特色的廊

桥/利用湿地科普馆&湿地体验区#让更多的市民了解

到了湿地文化%

#JS!拓展景区空间

宜兴市华东百畅水利风景区原为张渚镇马坞祘采

石矿区遗址#该景区利用历史开采矿山遗迹的 $%%% 亩

残山#通过矿山修复建景为矿山城堡/将 "$%% 亩矿山

开采废料堆积场地通过土地复垦&土壤改良以及绿化

造景形成生态水果采摘基地和'矿山主题露营地(/将

历史矿山开采已积水较深的宕口通过人工开发建成水

上乐园/将水库大坝下游的沼泽地开发成具有江南水

乡民居风格的农家乐院落% 通过一系列规划建设#华

东百畅水利风景区依托矿山开采遗址#充分利用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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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合理开发#通过有机景观资源结合#集旅游&自

驾&观光&休闲等功能为一体#兼顾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为游客拓展了更多的旅游休闲空间%

%(经验体会

IJ"!政策机制保障是推动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

理的基石

!!水利风景区作为水利工程与生态旅游'双赢(平

台#越来越得到各级负责人和社会的重视及认可% 在

水利风景区建设工作中#政府的支持是关键% 将水利

风景资源开发&水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公共财政投入重

点领域#加强内外协调#从政策&资金以及项目安排等

方面对水利风景区开发利用做适当倾斜/积极运用市

场机制#吸收社会资金投入水利旅游项目的开发#拓宽

资金来源渠道#借力服务好水利风景区% 无锡市水利

风景区发展实践表明/'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介

入&市场运作(模式起到了一定作用%

IJ#!顶层规划设计是推动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

理的捷径

!!高品质的水利风景区建设#要有健全的组织网络#

专业的规划设计团队#积极的政策扶持引导#在保证风

景区内水利工程安全有效运行的基础上推进% 把水利

风景区建设纳入水工程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全过程#

避免了重复建设#高效利用了资金#收到了事半功倍的

效果% 宜兴市油车水库在工程建设时#就将水利风景

区和水利旅游规划纳入前期工作之中#工程建设充分

考虑景观效果#为工程竣工后的水利风景区申报和水

利旅游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IJI!创新投入机制是推动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

理的动力

!!转换建设理念#积极吸收社会资金投入水利风景

区的开发与建设#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放开水利风景区

经营权与所有权#借全社会力量推动水利风景区建设

与管理% 宜兴市的华东百畅水利风景区&金沙泉水利

风景区都是民营资本投资水利的典范%

IJP!挖掘地方特色是推动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

理的重点

!!无锡市水利风景区各具特色% 梁鸿水利风景区在

太湖与望虞河之间#景区以中国第一条人工运河000伯

渎河水系为依托#突出泰伯'三让天下(&梁鸿孟光'举案

齐眉(的文化特色% 梅梁湖水利风景区生态环境好&空

气质量高#旅游休闲空间开阔% 金沙泉水利风景区依托

'唐贡茶山(为历史背景#将山水文化和茶文化有机结

合#打造了集水利生态&高科农业&休闲度假为一体的风

景旅游地% 竹海水利风景区利用原有的宜兴竹海旅游

资源反哺水库管理#相辅相成#共赢共生% 宜兴市横山

水库水利风景区集工程景观与环境绿化&美化&亮化于

一体#展示出现代水利安全&生态&人文新形象%

IJ$!分类重点管理是推动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

理的重心

IJ$J"!经营性水利风景区

重点做好水&土&生物及人文资源的保护工作#对

宜林&宜草区域按照生态和美化要求修复植被#并按照

有关要求有效处理垃圾&污水等#要有良好的卫生&服

务&消防&救护等公共设施#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在

水利风景区内从事养殖及各种水上活动#采集标本或

野生药材#设置&张贴标语或广告#各种商业经营活动

以及其他可能影响生态或景观的活动时#要向水利风

景区管理机构申请同意后#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IJ$J#!公益性水利风景区

重点利用水利风景区做好宣传工作% 一是设置

'水利风景区(的标志牌#让人们增加对水利风景区的

感性认识% 二是利用沿线标志牌#宣传一些水利工作

的科普知识#让人们提高对水利工作的认知度% 三是

提高设施的完好率#让人们感到虽然是免费的#但管理

一点不差#更好地提升水利形象%

IJ$JI!水源保护地水利风景区

重点以保护水源为主#确保供水安全% 一是适度

控制游客人数#必要时停止对外开放#以保护水源地#

确保供水安全和防洪安全% 二是让游客亲眼目睹饮用

水源地的状况#提高人们保护水源地重要性的认识#同

时#让人们了解水利风景区建设对水源地保护发挥的

重要作用%

'(结(语

无锡市结合本地实际#扎实做好水利风景区创建

与管理工作#不断深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理念#进一步推进制度化创新&科学化管理&市场

化运作#做活水文章#打造青山绿水&人水和谐景区#生

态&便捷&开放&可持续#让人民更好地共享水利风景区

建设的发展成果#并为周边兄弟市水利风景区创建与

管理工作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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