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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治理模式对中国实施
河长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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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述了莱茵河曾经遭受的严重污染和治理措施"并逐条列举了莱茵河治理模式对中国目前全面推

进的'河长制(的启示)转变发展观念"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搭建高效运转平台&完善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

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目标&严格执法&增强监测$预警和预报&实现污染源控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公众参与&防洪

与生态治理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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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以保护水资源'防

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目的#C#"D 年 "C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

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求在全国江河湖泊全面推行河

长制#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

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生态系统健康'实现河

湖功能可持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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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西欧国家#在社会发展过

程中河流也遇到了诸多问题#如!水质污染'鱼虾灭绝'

河流生态系统退化#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生态灾难促

使西欧国家痛定思痛#转变发展思路#大力整治河流#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中最为典型的成功案例当属莱

茵河的治理#由污染最为严重时的%死河&到恢复勃勃

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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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治理经验为中国全面推行%河长制&'实现

水环境的长效治理提供了借鉴(

$&莱茵河的污染及治理历程

莱茵河是西欧第一大河#发源于瑞士境内的阿尔

卑斯山北麓#西北流经列支敦士登'奥地利'法国'德国

和荷兰#最后在鹿特丹附近注入北海#全长 "CHC:6#是

一条著名的国际河流( "K 世纪末#工业革命对煤炭'

石油等资源的消耗量剧增#以德国鲁尔工业区为代表

的多个工业区沿莱茵河分布#大量能源'化工'冶炼企

业从莱茵河索取工业用水#同时又将大量废水排入河

内#重金属化合物'农药'碳氢化合物和有机氯化物等

D 万多种有害化学品进入河流导致莱茵河水质急剧恶

化#生物物种以惊人速度减少( 到 C# 世纪 D# 年代后

期#莱茵河水质更加恶化#在德国#从美茵兹到科隆

C##:6长的河段#鱼类完全消失#科布伦茨附近的水中

溶解氧几乎为零#河面上弥漫着苯酚的味道#下游国家

无法以莱茵河水作为饮用水源#莱茵河被冠以%欧洲的

下水道&%欧洲的厕所&等恶名
0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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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莱茵河日益严重的污染#沿岸国家在创造经

济奇迹的同时#还没来得及尽情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就不得不品尝自己种下的苦果!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

看不到蓝天白云#喝不到甘甜的河水( 莱茵河流域生

活着 $I## 万人#其中 C### 万人以莱茵河为直接水源#

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人们开始思考///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值得吗2 在此背景

下#"K$#年 E 月#由荷兰提议#瑞士'法国'卢森堡'德国

等国参与的%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0Z-402-,4)8-,7

]866)33)8- =824+0N2840*4)8- 8=4+0[+)-0# Z]N[$&成立(

Z]N[是一个国际政府间组织#为莱茵河流域的国家提

供一个合作平台#Z]N[最有力的支持是社会舆论#随

着民众对生态意识的觉醒#人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治

理污染#在这种背景下#各成员国于 "KDH 年签署了+伯

尔尼公约,#赋予 Z]N[更大的权利#"KE#/"KI$ 年期

间#各成员国实施了多个减少污水排放项目#并投资兴

建生活和工业污水处理厂#在 Z]N[的努力下#莱茵河

水质有所改善( 但是欧洲当时需要的是经济繁荣#对

莱茵河治理的前提是首先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

求#对治理工作仍然缺乏足够的热情#这种状态一直持

续到 "KID 年( "KID 年 "" 月 " 日夜里#瑞士桑多兹化

学公司位于巴塞尔附近的仓库发生大火#"H$"4农用化

学品起火#并造成爆炸#十几吨剧毒化学品随着消防灭

火水流进了莱茵河#几百公里的河水被严重污染#河中

的动植物被彻底毁灭#所有从莱茵河下游取水的水厂

被迫关闭#沿岸各国之前投入的数百亿美元治污费用

全部付之东流( 桑多兹污染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也成

为莱茵河治理过程中的关键转折点#惨痛的教训改变

了一些政治家的犹疑态度#进而全力支持环境保护#为

莱茵河%置之死地&而后生扫除了政治障碍
0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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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Z]N[各成员国制定了%莱茵河行动计划&#首要任

务是改善莱茵河的水质#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目标和措

施#减少有害物质排放#仅在新建和维护污水处理厂一

项上#就投入了 H## 多亿欧元#与此同时#各成员国和

地方政府则制定了更严格的排放标准#为整治莱茵河

提供法律保障( 到 "KKG 年#Z]N[提前实现了绝大多

数减排目标#工业污染源地区完全达到了减污 $#J的

目标#很多污染物甚至减少了 K#J#莱茵河水质很快

得到恢复#目前莱茵河的工业和生活废水处理率达到

KEJ以上#已经完全达到了饮用水源标准#甚至一些河

段河水可以直接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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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成功治理对中国实施河长制的启示

江河湖泊是地球的血脉'生命的源泉'文明的摇

篮#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具有不可替代的资

*(*



源功能'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

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意识(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落实绿色发

展理念'严守生态底线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河湖健康生

命的有效举措( 欧洲莱茵河的治理经验#其中一些措

施对中国推行%河长制&#实现中国江河湖泊的长效治

理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具体如下(

CF"!转变发展观念

莱茵河的治理历程告诫我们#侥幸思想解决不了

问题#反而可能引起更严重的环境问题( "K 世纪中

期#在现代自然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助力下#莱茵河沿岸

国家的人们逐渐抛弃了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转向征

服自然的道路#当时大多数人相信工业化是万能的#技

术发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无限增加社会财富#这

种经济发展优先的观念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

致莱茵河污染日益加剧( 直到 "KID 年桑多兹事件的

爆发#使人们意识到靠破坏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道路

是走不通的#于是开始放下征服自然的姿态#考虑如何

与自然友好共存#同时采取多种有力措施治理污染#最

终让莱茵河得以恢复昔日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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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大力推行%河长制&#根本目的是营造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条件#这就要求各地要转变发

展观念#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然而一些地

方在发展过程中#仍然抱有侥幸心理#以经济发展为优

先原则#对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投入

不够( 在全面推行河长制的过程中#必须首先转变观

念#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真抓实干#才

能真正实现河湖的长效治理(

CFC!搭建高效率的运作平台

莱茵河的成功治理与Z]N[的高效运作密不可分#

Z]N[有 "C 名工作人员#通过制定各项标准'规范#各

成员国遵守执行#社会舆论监督#保证了 Z]N[所指定

的标准和规章制度能够落到实处
0I1

( 中国推行的河长

制作为一种工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在河长的组织领导

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协调联动#依法履

行河湖管理保护的相关职责#避免往日%九龙治水水难

治&的困境( 这就要求搭建一个高效率的运作平台#如

设立河长制办公室#建立河长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

度'工作督察制度#定期通报河湖管理保护情况#协调

解决河湖管理保护的重点难点问题#并依托平台制定

和完善%河长制&的各项规章制度#同时监督实施(

CFH!制定完善的%河长制&管理制度

江河湖泊是流动的生命系统#河湖之病表现在水

里#根源在岸上#破解河湖管理的难题#要求在河长制

的工作机制下#完善河长制管理制度#包括落实责任体

系"明确各部门职责$'执法制度"整合涉水法律'法

规#统一协调执法#避免出现各自为战'相互推诿的情

况$'考核制度"制定具体的考核方案和评分标准#将

考核结果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干部的重要依据$#

完善的管理制度是河长制发挥长效机制的保障( Z]N[

成立后#先后签署了一系列保护莱茵河的协议#并制定

了多项标准)Z]N[编制年度报告#对各国削减污染和

恢复生态环境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估#督促各国不同部

门加强措施以全面达到削减污染的目标
0K1

(

CFG!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目标

Z]N[各成员国于 "KIE 年制定了%莱茵河行动计

划&#提出用 "# 年时间#将有害物质的排放量降低

$#J的目标( 中国江河湖泊众多#存在的问题各异#治

理过程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制定切实可行的近期和

中远期治理目标#因河施策'系统治理#且不可急功近

利#搞一刀切( 对生态良好的河湖#要以预防和保护措

施为主#维护河湖生态功能)对生态恶化的河湖#要着

眼源头控制'水陆统筹'联防联控#加大治理和修复力

度#尽快恢复河湖生态)对城市河湖#要划定管理保护

范围#重点消除黑臭水体#连通城市水系#实现水清岸

绿'环境优美)对农村河湖应加强清淤疏浚'做好生活

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

CF$!严格执法

严格执法是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有效保障#严格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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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包括严把涉水行政许可审批关#确保涉水行政许可

依法'合规'高效)加强涉水综合执法队伍建设#不断提

升执法人员执法素养和执法能力#配置完善的执法设

备#加强巡查巡视力度)完善涉水违法处罚细则#依法

依规严厉打击涉水违法行为( Z]N[各成员国对违规

排污的行为执法十分严格#如!对企业排污收取高昂的

排污费#排污费包含污染物造成的环境损失#排污者所

交的罚款必须足以修复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而且这种

执法是在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下进行的#一旦企业违法

将面临高额的罚款#并接受公众'媒体的谴责#提高了

企业的违法成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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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D!建立健全监测预警系统

实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积极运用科技信息技术

手段#对重要河流'交界断面'污水处理厂和重点水污

染物排放企业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实施远程监

控#收集日常数据#加强比对监测#积极预警#全面掌握

河湖水质状况( Z]N[各成员国在莱茵河流域建立了

一整套监测预警系统#从瑞士到北海入口设立了 K 个

国际水质监测站#对短期和突发性污染事故进行监测

预警#一旦有突发污染事件发生#由预警监测站'环保

部门和水警组成的应急系统就会马上启动)在取水点

附近的河堤上安装高科技传感器#定期自动提取样本

进行水质分析)对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实时监管#并将监

测数据传到实验室#管理者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发现污

染源及其扩散情况#为污染治理赢得时间#也为污染事

件的处理和损失赔偿提供了证据支持
0"" "̀H1

(

CFE!加强污染源控制

污染源有效控制是改善水体水质的根本
0"G1

#Z]N[

通过制定规则#要求工业污水和城镇生活污水必须通

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对不符合排放标准的

企业进行严格处罚并依法关停)加强垃圾分类与处理#

严格防范垃圾随降雨径流进入水体)为防止出现类似

桑多兹事件的重大污染事故#要求经营者必须向主管

单位报备联系方式'物品列表'活动等#提供详细资料

并实施主要事故预防政策#编制安全报告'内部应急预

案#对不符合营运要求的#可以强制禁止营运#建立重

大事故灾害数据库#预防再次发生事故)对于农业面源

污染#加大生态农业发展力度#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

量#改善农业耕作措施#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水量#近年

来在欧洲盛行的生态农场#使环保变成一种生活

方式
0"#1

(

CFI!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河长制要求各地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水污染

防治( 在众多的水生态问题中#最突出的是污染问题#

实质是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问题( 实现河湖环境的

有效改善#要求各级政府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

产能#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0"$1

( 如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曾

经是欧洲工业的引擎#也是莱茵河流域污染最为严重

的地区之一#面对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在 C# 世纪

中后期经历了痛苦的转型过程( 埃森煤矿曾经是世界

上最大'最现代化的煤矿#最高峰时年产量达到"F$亿4#

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为了保护莱茵河#埃森不得不

转型#C##" 年#埃森煤矿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鲁尔

区经济转型的标志#商业和服务业日益繁荣#当年的生

产车间变成了大型剧场#昔日的矿工变成了导游解说

员#鲁尔区产业结构的成功调整#为减少向莱茵河的污

染排放量做出了重大贡献(

CFK!公众参与

人民群众对河湖保护与改善情况最有发言权#要

通过河湖管理保护信息发布平台'河长公示牌'社会媒

体'社会监督员等多种方式#主动接受社会和公众监

督)加大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力度#提高社会公众对河

湖保护工作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营造全社会关爱

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浓厚氛围( 在对莱茵河的

治理过程中#企业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去重视环保///

不仅仅是来自政府的#更多是来自居民的#所以他们能

够很自觉地去维护环境#处理污水( Z]N[通过媒体的

宣传和使用现代化的在线信息系统#增强公众有关水

**!*



资源价值的意识#提高信息对普通民众的透明度( 此

外环保教育从娃娃抓起#告诉孩子们只有一个地球#健

康的自然环境对人们的健康十分必要(

CF"#!防洪与生态治理的有机结合

从 "K 世纪初期开始#人们对莱茵河进行了大规模

整治#堤坝建设'裁弯取直及湿地开发使莱茵河洪泛区

面积减少了 I#J#同时河流宽度变窄#使水位升高#流

速加快#洪峰从瑞士巴塞尔到德国的卡尔斯鲁厄#流速

增加了近 H 倍#下游洪水发生的概率大大增加#此外水

流加速也侵蚀了河床#严重破坏水下生物的栖息地(

"KKI 年#Z]N[制定了%防洪行动计划&#提出了%给河

流以空间&的口号#恢复天然河道#增加洪泛区#以实现

洪水治理和恢复莱茵河生态系统的双重目标(

%&结&论

欧洲著名的国际河流///莱茵河#在工业革命后

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污染#一度物种灭绝殆尽'河流生态

系统几乎彻底瘫痪( 沿岸各国人民借助工业革命的技

术革新#在使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发现包括莱茵河

水质在内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并威胁到了人们的身

心健康( 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莱茵河沿岸各国

人民意识到技术不是万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否则将遭到自然界的严惩#进而转变

思路#成立了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Z]N[$#制定了

一系列保护措施#最终使莱茵河的污染得到有效治理#

河流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目前中国正在全面推进%河长制&#以期实现江河

湖泊的长久治理( 同时由于中国河湖数量众多#面临

的问题较为复杂#在推行河长制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

困难(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莱茵河的治理经验告诉我

们#无论之前的污染有多严重#只要能正视问题#同时

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定能实现河湖的长效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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