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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河道治理之我见
解学相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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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莒县历年河道治理实际"结合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详述了生态河道治理建设应注意的原则$理

念和建设治理模式"总结了存在问题"找出了应对措施"为各地河道生态湿地建设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生态河道&治理原则&空间异质性&治理模式&生态需求导向&沭河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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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县概况

莒县位于东经 EEKb#GgREEFb"$g#北纬 #GbH"gR

#$b"#g% 南北长 MKJ$L5#东西宽 IMJ$L5% 全县总面积

EKHEJEL5

H

% 莒县地势北高南低#四周环山#中间丘陵&

平原&洼地交接% 河流有沭河水系的绣珍河&茅埠河&

袁公河&洛河&柳青河&鹤河&宋公河等及潍河水系的潍

河&石河共 H$ 条% 沭河北入南出纵贯南北#HI 条支流

呈+非,字形分布#总流域面积 EMEKJHL5

H

#占全县总面

积的 KKN#另有占全县流域面积 EHN的潍河源流蜿蜒

曲折向北经潍坊市墙夼水库&峡山水库后流入渤海%

'%生态河道治理原则

HJE!生态河道定义

生态河道是具有良好的整体景观效果#合理的生

态系统组织结构和良好的运转功能的河道)对长期或

突发的扰动能保持着弹性&稳定性及一定的自我恢复

再生能力#河道整体功能表现出多样性&复杂性#能够

满足所有受益者的合理目标要求% 生态河道包括两层

内涵!第一层内涵是河道内流水生态#河道生态主要由

*$#*



河流中的水生生物系统组成)河流中的水生生物系统

由分解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所组成% 第二层内涵是河

道护岸的生态% 河道护岸是河流与陆地的过渡地带#

紧密连接了水陆带#是生态河道水体运动的外边界条

件#是生态河道稳定的关键地带% 河道护岸带主要由

护坡&小型动物&水生植物以及微生物等构成%

HJH!生态河道治理原则

河道治理必须根据具体地理环境实际#灵活掌握#

不同的河道位置&流量&季节考虑不同的因素和尺度%

在坚持生态湿地总原则的前提下&以河长制为基础#规

划设计河道治理原则有二!

/J提高河流形态的空间异质性原则% 一个地区

的生境空间异质性越高#就意味着创造了多样的小生

境#能够允许更多的物种共存% 生态水利工程的目标

是恢复或提高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但是并不意味着主

要靠人工直接种植岸边植被或者引进鱼类&鸟类和其

他生物物种#生态水利工程的重点应该是尽可能提高

河流形态的异质性#使其符合自然河流的地貌学原理#

为生物群落多样性的恢复创造条件%

BJ景观尺度及整体性原则% 河流生态修复规划

和管理应该在大景观尺度&长期的和保持可持续性的

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在小尺度&短时期和零星局部的范

围内进行#在大景观尺度上开展的河流生态修复效率

要高%

HJ#!生态湿地的作用及治理总原则

湿地在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蓄洪抗旱&调节气候

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是重要的

自然生态系统#也是自然生态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湿地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事关国家生态

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事关中华民族子孙后

代的生存福祉% 因此#在对河道水库湖泊等进行建设

改造时必须坚持生态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

的原则#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作用的可持续性)坚持全

面保护&分级管理的原则#将全国所有湿地纳入保护范

围#重点加强自然湿地&国家和地方重要湿地的保护与

修复)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湿地保护负总责#鼓励社会各界

参与湿地保护与修复)坚持综合协调&分工负责的原

则#充分发挥林业&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水利&农业&海

洋等湿地保护管理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协同推进湿

地保护与修复)坚持注重成效&严格考核的原则#将湿

地保护修复成效纳入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干部的

考评体系#严明奖惩制度%

$%生态河道治理模式与效益

在生态河道湿地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空间管控&

分类防治% 生态优先#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管理#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建立

系统完整&责权清晰&监管有效的管理格局#实施差异

化管理#分区分类管控#分级分项施策#提升精细化管

理水平%

#JE!河道治理模式的变迁

H" 世纪我国河道治理的基本模式是!

%

蛇形天然

河道的直线化或渠道化)

&

河岸或河床的砌石"混凝

土$化% 堤防&河岸防护等各种河道整治工程必将隔断

陆地和水生两大类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

改变自然河流的生态功能和生态过程#产生河岸植物

消失&河流自身净化能力降低及鱼类等水生生物栖息

地消失等一系列生态学问题% 莒县的河道治理走的路

子跟全国一样#首先是工程模式治理#通过工程措施进

行护岸&导流等% H" 世纪 F" 年代普遍采用此法#当时

莒北开发就是对北部&东部山区 E" 个乡镇的中小河流

进行重力式挡土墙护岸导流&溢流堰"坝$包括重力式

和连拱重力坝式等% 通过工程措施使得建设后的河道

回水面直达坝址#于是+上看一沟坝&下看一河水,#确

实改变了农村生产生活面貌#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人

民生活水平#但水生态环境没有改变#甚至恶化%

#JH!生态治理模式选用

随着工农业生产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及社

会进步和技术发展#人们的思想理念发生了质的变化#

人们更加关注生态环境#人们渴望人与大自然的亲近#

新的生态治理模式应运而生% +清清河流行动,#就是

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河道生态综合治理#落实+河长

制,方案和+生态治河,理念#努力保持河道生态原貌#

合理进行拦蓄#保持生态基流#维护河道生态功能% 坚

持林水相依#大力实施水系扩绿工程#科学确定绿化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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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合理选择绿化树种#营造良好水系生态% 加强水源

保护和乡镇农村污水集中处理#深入开展水源涵养林

建设#搞好河流上游&水库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建设

水源涵养区#落实好+河长制,在全县河道的全覆盖#

根本上改善水生态环境%

于是有了生态护坡&生态导流护岸#不再局限于工

程措施进行护岸% 最常用的生态护坡有草皮护坡&砌

石"预制混凝土$方格网草皮护坡等植物护坡% 而河

道堤防也改浆砌石挡土墙"护坡&方格钢筋混凝土护

坡$等工程措施直接恢复使用当地沙土筑堤&自然草皮

固化护坡#这样既减少了工程成本#也便于水陆两态衔

接转换% 生物净化水环境包括芦苇&臭蒲&荻草等水生

植物和水生动物等% 堤防轴线变直线为一定的曲线形

式#避免一刀裁的直线格式#便于日常流水的沉淀净

化#恢复河流的弯道常态本能%

生态河道治理模式包括生态护坡导流&水生植物

净化水环境&河道轴线实行弯道常态化% 生态护坡导

流就是堤防&河床&护坡由工程材料变为生物材料&河

道轴线由直线变为曲线#或者二者结合避免了一刀裁

格局#使得水流和生物之间变得亲密&和谐#减少了化

学方法和成分#水环境也得以根本改善% 河道增加滩

地绿化层次#多数河道"河段$行洪断面采用复式断

面#河道中泓线改直线为曲线#恢复河道弯道常态#增

加人类亲水平台或水景观建筑% 保持了河道常年弯道

基流生态需水% 采用 #c投资模式#切实加大县&乡财

政投入#推行+政府花钱购买服务,的方式#落实管护

主体&管护责任&管护资金和管护队伍#加强管护目标

考核#探索创新河道管护的长效机制% 全面落实+河长

制,#取缔各种污染源#在每条支流入河口设立一处检测

点#实行定期检测#确保水质稳定达标% 各乡镇"街道$&

各部门积极参与支持+清清河流行动,#鼓励投融资平台

企业和社会工商资本积极参与#深入开展+生态治河,工

程#形成政府&社会&企业与村"居$民全面参与机制%

#J#!生态治理格局

将干流 E"L5以上且流域面积 H"L5

H 以上的 HG 条

河流作为生态治理的主攻方向% H"EM 年度重点实施

鹤河&宋公河&略疃河&店子集河&柳青河&大石头河&小

店河&坏河&洛河&茅埠河等 E" 条河流)H"EK 年度重点

实施沭河&潍河&石河&黄花河&寨里河&五村河&汀水

河&袁公河等 K 条河流)H"EF 年度重点实施道沟河&程

家河&唐家河&海坡河&接水河&绣珍河&土沟河等 M 条

河流% 强化规划引领#突出生态需求导向#统筹抓好各

种水利工程建设#着力构建以+清清河流行动,为脉

络#以各类水利设施为节点的水系生态格局%

#JI!生态河道治理理念导向

莒县开展的+清清河流行动,#就是以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以+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水理念为根

本#坚持问题&目标&责任&创新+四个导向,#围绕做强

安全&做大水量&做优生态&做美景观的要求#将全县中

小河流打造成+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堤固&路通,的

水生态型景观型河道#全面推进河长制方案的综合

实施%

#JG!生态河道治理的社会综合效益

莒州&陵阳两座大型橡胶坝建成后#城区沭河总回

水长度达到十多公里#实现蓄水 EEM" 万 5

#

#既为城区

生产生活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保障#又有效改善了水系

生态和城区环境#同时为莒县+以河为轴#两岸开发,

的东部新城区发展战略和日照市沭水东调供水工程的

实施提供了保障#也为莒中平原地区地下水位回升创

造了条件%

依托该工程建成的沭河湿地公园为省级水利风景

区#已经完成了长达 ML5的生态景观带建设#为莒城人

民提供了一处休闲娱乐场所#提高了城市的品位% 莒

县沭河湿地公园位于沭河上游莒县城区段#北起 H"$

国道杨店子桥#南至望海大道#全长 EGJ#L5#总面积

EEK"05

H

#其中景观绿地 KG$05

H

&水域 #HI05

H

#是莒县

最大的城市休闲公园和森林公园#是莒县的会客厅&后

花园和观景台#有 EE 个主要景观功能区和 G" 个景观

节点#并先后荣获+国家 WWW级旅游景区, +省级水利

风景区,和+省级湿地公园,等荣誉称号% 园内杨柳叠

翠&波光浩渺#四季花飞香飘#充分体现人性化环保设

计意蕴#于 H""K 年免费向社会开放% 沿河河堤修建交

通道路#方便两岸交通#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区位优势提

升#为沭河河东新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污水处理厂

投用后#日处理污水可达 K 万 /#出水水质可达地表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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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水质标准#年可削减V[U73KM$/&氨氮 E"H/% 处理

后的水可以作为灌溉用水和生活用水补充来源#将起

到涵蓄水源&调节水量&补充地下水水源的作用#能有

效确保沭河夏庄断面稳定达到国家规定的
'

类水质标

准% 沭河杨家店子橡胶坝的开工建设#为莒县北部城

区及工业园区地下水环境改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莒县河道全域生态综合治理实现了防洪&环保&经

济&休闲四共赢%

-%存在问题

莒县河道治理迄今已经坚持了 I" 多年#随着社会

经济和技术发展#治理模式越来越先进&治理规模越来

越大&治理方案越来越科学环保%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

题和不足%

/J方案问题!河道生态治理方案普遍受社会形势

和地方主观意识影响严重#有的甚至违背了科学化准

则#再现+大跃进,时代的+三边工程,居多%

BJ模式问题!治理模式走向千篇一律#跟风照搬%

部分河流"河段$没有很好地结合自身地理&环境&生

物条件% 剔除了原河道内的水生植物#净化水环境的

功能消失% 工程措施结合生物措施欠缺#治理方案中

行业结合沟通差%

7J政策问题!目前受地方 ]Uc和政绩观及 #c投

资模式影响#工程项目建设上马多#国家财政资金争取

受到限制#地方财政压力加大##c投资模式加多#影响

工程竣工验收和后期维护#为 #c投资模式的正确运营

带来风险%

4J资金问题!工程建设维护需要资金##c投资模

式的乱用扩张#导致有的工程建设维护资金链受到影

响% 毕竟河道治理工程是个综合性的社会化工程#综

合效益居多#多数河道经济效益不是十分突出#资金利

润回收缓慢% 工程竣工后资金结算遇到困难%

6J河长制与生态河道治理并行问题!推行河长制

离不开河道生态治理工程% 河道生态治理规划设计方

案实施必须结合河长制职责落实%

D%基本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有关政府领导和主管部门必须采

取相应措施#予以消化%

/J做到+四个结合,!生态河道治理必须坚持工程

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结合#建筑工程措施与生物工程措

施结合#工程护坡导流与生态护坡导流结合#交通&水

利&林业&环保&轻工业&饮食服务业等行业结合#不可

各自为政#否则工程效益难以综合发挥%

BJ尊重规律#尊重科学!第一尊重自然规律#实施

河道治理工程必须尊重自然规律#给水一条出路#不能

全部建设溢流坝#最好有泄水孔洞"底孔$#否则上游

淤积严重#后期难以蓄水)第二给水生物一条洄游通

道#允许他们上下游生活)第三尊重人文规律#工程建

设项目要结合地方特点和地方文化#体现人文精神%

7J减少主观意志!尊重科学&基建程序#遵守法律

法规#工程建设方案要科学合理#统筹兼顾#工程措施

与生物措施结合#专业技术与主观意志结合#避免主观

意志偏颇倾向%

4J注重结合地理环境!任何一条河流#都有它自

己的生存特点#有自己的生物群链#受附近社会群众及

工商业诸多影响#工程建设必须照顾到方方面面#否则

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生物链#更不利于河道水生态环境

持续再生%

6J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工程规划设计方案与招

投标方案均需综合各方各行业意见#统筹兼顾#平衡投

资#考虑产出#考虑 #c投资模式的具体应用方法#使之

符合河流建设方案及所在地具体实际'E(

%

<J考虑债转股方式!建设设计方案在实际招投标

时预先考虑建设后的债转股方式#为竣工结算&日后运

营维护奠定基础% 需要地方政府和建设管理部门综合

平衡出台 #c投资模式的具体应用办法的法规性文件#

因为它事关大局#牵扯水利&交通&林业&农业&环保等

多个行业及基层政府&农民&设计&施工&监理&项目法

人等多方的根本利益和地方区域生态与经济%

=J推行河长制与生态河道治理必须兼顾% 以河

长制为基础#河道生态治理为目标#生态河道治理事关

多个行业部门#又是落实河长制职责的方式方法% 生

态河道治理成功了#河长制也落实到位了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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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学相等Q生态河道治理之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