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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水利风景资源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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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利风景资源调查分析是水利风景资源开发利用和水利风景区规划建设的基础工作( 本文在获得湖

南省 #+ 个市%州&的水利风景资源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结合资源调查结果'分析了湖南省水利风景资源的地区分

布*流域分布和类型分布'供湖南省制定水利风景区规划时参考(

!关键词"!湖南水利风景) 资源) 调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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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风景资源是指水域-水体/ 及相关联的岸地&

岛屿&林草&建筑及观光&休闲&娱乐设施等形成的自然

和人文吸引物1#2

% 水利风景资源调查与分析是资源开

发利用的前期基础$只有摸清资源现状&明确资源开发

利用条件&处理好利用与保护的关系$才能提出科学的

资源开发利用对策建议和规划发展策略1$2

%

自 $%%# 年水利部成立"水利风景区评审委员会#

以来$我国水利风景区不断发展和成熟$景区建设数量

和质量不断提高1"2

% 截至 $%#) 年 * 月$湖南省共建成

国家水利风景区 "' 处$湖南省省级水利风景区 ") 处%

$(调查区概况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湖泊河流数量众多$省境绝

大部分在洞庭湖以南$故称湖南% 全省已建成水库

#+#$# 座$其中大-#/型 & 座$大-$/型 "* 座$中型水库

"'$ 座$小-#/型水库 #**% 座$小-$/型水库 ##'#$ 座'

(%R;

$以上湖泊 ( 处$#%R;

$以上湖泊 $' 处$#R;

$以上

湖泊 #&$ 处'全省已建成水电站 ++)' 座-含规模以

下/$其中大-#/型水电站 $ 座$大-$/型水电站 ( 座$

中型水电站 ") 座$小-#/型水电站 #%* 座$小-$/型水

,*(,



电站 $%&& 座$规模以下水电站 $$$' 座'规模以上灌区

达 $$+( 处$其中 (% 万亩以上灌区 ( 处$"% 万T(% 万亩

灌区 #' 处$#% 万 T"% 万亩灌区 $$ 处$( 万 T#% 万亩

灌区 #"& 处1+2

% 这些水利工程在保障社会稳定&促进

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

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水利风景资源$构成了靓丽的水利

工程风景线$成为水功能发挥&水安全保护&水科普宣

传&水文化弘扬及水生态保护的新亮点1(2

$为水利风景

区的建设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调查方法

$H#!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以县V区级行政区划为调查单元$调查范

围覆盖全省 #+ 个地区&#$$ 个县 -市&区/%

$H$!调查方法

组建调查团队$组织专家队伍到现场进行踏勘&调

研$并综合评价资源现状% 经分析研究后$确定一批开

发潜质较好的水利风景资源% 分析当地旅游格局和需

求等实际情况$在水利普查工作基础上$充分摸清依托

本区域水利工程-水体&水域/的风景资源本底情况&

生态环境基底和开发利用条件% 采取资料查阅&现场

调研&电话访谈&问卷调查等手段开展调查工作1)2

%

$H$H#!资料查阅

收集分析现有各种文献资料$主要包括资源所在

行政区划的地方志&当地 $%#( 年度统计年鉴&区域旅

游发展规划&景区旅游规划&依托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报

告&网络推广宣传的相关文字&图形和影像资料$从中

采集与被调查资源相关的内容并进行初步分析$取得

第一手资料$使调查者对调查区域旅游资源形成一个

笼统的印象$便于野外实地调查%

$H$H$!问询

问询对象应具有代表性$如!当地群众$旅游部门

相关工作人员$从事历史&地理&地质研究工作的人员

等$这对配合实地考察&扩大资源信息具有重要意义%

问询调查可采用调查问卷&调查卡片&当面交流&电话

问询&会议讨论等形式进行%

$H$H"!实地调查

组织资源调查团队$团队成员包含水利&旅游&环

境&园林等多学科专业人员$对依托工程&风景资源&生

态环境状况进行观察&调查&测量&记录&描绘&照相&摄

像$获得调查旅游资源最直观&最全面的认识% 实地调

查应尽可能细致深入$勇于探索$善于发现$才能挖掘

出旅游资源的真正价值% 现场不能判明的指标$如!水

质情况$还应提取样本$进行室内分析化验%

$H$H+!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共发放两张调查问卷与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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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调查内容

$H"H#!景区建设现状

调查已批准的和尚未批准的水利风景区的性质&

批准后环境变化情况&开发程度&资金来源&盈利亏损

情况&宣传情况&开发与发展影响因素&就业情况&开发

方式&存在的问题&制约因素&保护措施以及相关的经

验&教训&意见和建议%

$H"H$!景区资源情况

收集水利风景区依托的水利工程&面积&建成时

间&游客人数&自然条件&水资源情况&文化景观&规划

落实情况&水利科普宣传情况&区位条件&交通条件&管

理状况等%

%(调查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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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

共汇总条件较好的水利风景资源 +(# 个% 截至 $%#)

年 * 月$湖南省已获批国家水利风景区 "' 处$占全省

水利风景资源的 &H$%S'省级水利风景区 ") 处$占全

省水利风景资源的 &S%

"H#!区域分布分析

此次水利风景资源$按照行政区域统计$结果见下

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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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 市$州%水利风景资源分布情况表

市-州/

水利风景

资源V个

获批的国家

水利风景区V

个

获批的省级

水利风景区V

个

获批景区占本

区风景资源

比例VS

长沙 (( + + #+H((

株洲 "# # $ *H)&

湘潭 #% " $ (%H%%

衡阳 ' ( # &(H'#

邵阳 +' % ' #+H&*

岳阳 $# % # +H')

常德 $" + $ $)H%*

张家界 #% # # $%H%%

益阳 +# $ ) #*H(#

郴州 ##" ( " 'H%&

永州 $# + % #*H%(

怀化 "& " " #(H'*

娄底 #% $ $ +%H%%

湘西州 $+ " $ $%H&"

合计 +(# "' ")

!!由上表可知$此次调查的 +(# 个水利风景资源中$

以郴州市资源数量最多$衡阳最少$长沙&邵阳&益阳&

怀化风景资源也相对比较丰富% 而在获批的水利风景

区分布中$长沙&益阳&郴州最多$均为 & 个'最少的是

岳阳$仅一家省级水利风景区% 从获批数量占风景资

源的比例看$衡阳和湘潭申报成为风景区的比例较高$

分别为 &(H'#S和 (%S'岳阳&郴州&株洲较低$均低于

#%S% 分析其原因!一是衡阳和湘潭属于申报水利风

景区相对较为积极的地区'二是衡阳和湘潭地区在此

次调查中$填报和调查到的水利风景资源数量较少%

而岳阳和株洲比例较低的主要原因是获批的水利风景

区数量较少'郴州的获批比例较低主要是由于其此次

填报及调查到的水利风景资源总数量较多%

综合水利风景区和水利风景资源地区分布的分

析$湖南省水利风景资源丰富$在 #+ 市-州/均有分布$

以郴州最多$长沙&邵阳&益阳等地区也相对较为丰富%

湘潭&衡阳&张家界&娄底等地此次调查到的水利风景

资源相对较少$其发掘潜力较大%

"H$!流域分布分析

对 +(# 处水利风景资源流域分布分析发现$全省

水利风景资源基本按照湘&资&沅&澧四水和洞庭湖区

分布% 其中!湘江流域共有水利风景资源 $+" 个$已评

定为国家水利风景区 $" 个$省级水利风景区 #+ 个'资

水流域共有水利风景资源 )" 个$已评定为国家水利风

景区 # 个$省级水利风景区 * 个'沅水流域共有水利风

景资源 '' 个$已评定为国家水利风景区 ' 个$省级水

利风景区 ' 个'澧水流域共有水利风景资源 $% 个$已

评定为国家水利风景区 " 个$省级水利风景区 $ 个'环

洞庭湖区共有水利风景资源 +& 个$已评定为国家水利

风景区 " 个$省级水利风景区 + 个%

总体上来看$湘江流域水利风景资源最为丰富$资

水流域水利风景资源相对较为丰富$但获得国家或省

级水利风景区称号较少$特别是获得国家水利风景区

称号的仅有一家'沅水&澧水和环洞庭湖区的水利风景

资源中$获得国家或省级水利风景区称号的比例在所

有水系中居于中等水平%

"H"!类型分析

按景观类型分$+(# 处水利风景资源中水库型 $&%

个&湿地型 $" 个&自然河湖型 *# 个&城市河湖型 +(

个&灌区型 ) 个&水土保持型 ) 个% 已获批的 '" 个水

利风景区中$水库型 "+ 个$自然河湖型 $) 个$城市河

湖型 ( 个$灌区型 + 个$湿地型 " 个$水土保持型 # 个%

本次调查发现$湖南省现有水利风景资源主要以水库

型为主$自然河湖型和城市河湖型为辅$灌区型&湿地

型和水土保持型较少% 其中水库型水利风景资源占全

省的 )$H#S$自然河湖型水利风景资源占全省的

$%H$S$城市河湖型水利风景资源占全省的 #%H%S$湿

地型水利风景资源占全省的 (H#S$灌区型水利风景

资源占全省的 #H"S$水土保持型水利风景资源占全

省的 #H"S%

'(结论与展望

本文采用实地调研&问询&调查问卷等方法$对湖

,"(,



南省水利风景资源现状进行调查摸底$了解了湖南省

水利风景资源的禀赋条件$分析了湖南省水利风景区

建设现状$并对其流域分布&地域分布和类型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显示$从资源上分析$郴州市水利风景资源

最为丰富'从流域分析$湘江流域资源最为丰富$所获

批的水利风景区数量也最多'从类型来看$湖南省水库

型水利风景资源居多$其次为河湖型%

水利风景资源调查是资源开发利用的首要环节$

有利于确立水利风景资源开发的重点地区和时序1'2

%

结合上述调查结果$在湖南省水利风景区发展规划中$

可考虑适当加大资源丰富地区的投入与建设$重点关

注其综合发展'对于此次调查显示资源数量较少的地

区$应加强重视$积极发现与挖掘优秀资源$及时做好

相关规划工作% 就湖南省整体而言$获批水利风景区

占水利风景资源的比例还相对较低$因此$未来规划建

设中$还应加快建设步伐$积极将优秀水利资源整合$

申报为水利风景区$展现湖南水利新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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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文件% 其他入河排污口设置同意的分级权限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在

省界缓冲区和其他含有省界断面的水功能区内设置入

河排污口的$应当事先征求流域管理机构的意见%

第五$严格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规定了入河口档

案&报告&监测和监督检查等管理要求%

记者!(办法)涉及了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的一

些内容$其与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是什么

关系0

石秋池!$%%+ 年 ## 月 "% 日$水利部发布了(入河

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 号/% 本次(办

法)修订时$基于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管理的需要$对入

河排污口监督管理作出了相应规定$这些规定是对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的丰富和补充$不涉及该

办法的修改问题$因此(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继

续有效%

记者!下一步对抓好 (办法)贯彻落实有哪些

考虑0

石秋池!一是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宣传(办法)% 利

用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各种方式加大对(办法)的宣

传% 适时对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省进行培训$指导各单

位全面了解和掌握(办法)的具体规定$吃透办法精

神$促进各单位切实加强水功能区监督管理%

二是强化对(办法)贯彻落实的督导% 以办法出

台为契机$督促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

增强责任意识$履行好赋予自身的职责$认真抓好贯彻

落实%

三是注重总结分析和完善提高% 对(办法)执行

过程中反映出的新问题$及时进行总结&分析和归纳$

以便对(办法)组织进一步修订完善%

来源"水资源管理网 $%#' 年 " 月 "% 日

/.<<"VV92BN;,4NA3MNK7V:,2:VA2J.V$%#'%"V.$%#'%""%P*##&)'N/.;=

,#(,

山红翠等V湖南省水利风景资源调查与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