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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水利风景资源调查与评估
王!民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辽宁 沈阳!""###D#

!摘!要"!本文调查了辽宁省内水利风景资源条件相对优越"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具有一定开发意愿的 "#E 家水

利风景区% 调查结果表明"辽宁省水利风景资源分布广泛$类型多样$特色鲜明"风景资源优质$开发条件良好的水

利风景区比例较高% 从打分评价的结果看"大部分景区的前期建设可满足水利风景区建设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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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风景区是依托水体"水域$或水利工程而建

设#具有一定质量和规模的风景资源与环境条件#可以

开展休闲'观光'娱乐'度假或文化'科学'教育活动的

区域
0"1

( 自 C##" 年水利部批准设立首批国家水利风

景区以来#截至 C#"D 年年底#已批准 "D 批共 EEI 家国

家水利风景区#全国 H"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除港

澳台地区外$均有分布)全国省级水利风景区已达

C### 余家#各级水利风景区逐渐在旅游产业和区域经

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辽宁省是水利大省#水系发达#水库'水闸'堤防'

灌区等水利工程数目众多'类型多样#并且地貌特征多

样#植被类型丰富#具有较好的水利风景资源天然优

势( 但一直以来#辽宁省水利风景区建设工作并未取

得较好的成绩#省内水利风景区数量远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截至 C#"D 年年底#全省共有水利风景区 "H 家#

其中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 家#省级水利风景区 H 家(

水利风景资源开发程度与水利大省不相适应#没有形

成生态水利旅游规模产业#未能带来明显的社会经济

成效(

为了促进省域水利风景资源的开发#推动省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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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风景区的发展#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风

景区工作的若干意见,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编

制水利风景区建设发展规划的通知,的要求进行辽宁

省水利风景资源调查#摸清省域内水利风景资源的数

量及分布#评价水利风景资源的质量及特色#为辽宁省

水利风景区建设发展规划的编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

供科学的依据(

$&水利风景资源调查

"F"!调查范围

本次水利风景资源调查范围覆盖全省 "G 个地级

市#共涉及全省水利风景资源条件相对优越#并且当地

政府和主管部门具有一定开发意愿的拟建水利风景区

"#E 家"不包括已批准的 "H 家国家和省级水利风景

区$#调查总面积 KGECFIK:6

C

(

调查内容包括!景区建设依托的水利工程现状'自

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状况'环境保护质量'开发建设现状

及发展规划'经营管理水平与运营开发意向以及地区

社会经济情况( 调查中通过收集各级水行政部门填写

的+辽宁省水利风景区规划调查表,#以及所涉及市

县'乡镇的总体规划与水利'旅游等行业专项规划'各

类统计志书等相关资料#同时到拟规划的水利风景区

进行现场调研查勘#评估景区的风景资源质量及开发

利用潜力(

"FC!调查结果分析

"FCF"!区位分布

辽宁省拟规划水利风景区分布如图 " 所示( 拟建

水利风景区主要分布在辽东南'辽西北地区#如大连'

抚顺'丹东'营口'铁岭'朝阳等#而在辽宁中部平原的

沈阳'本溪'鞍山'辽阳地区只有零星分布#这与辽宁省

内大型水利工程多分布在辽东'辽西山区有一定的

关系(

"FCFC!景区类型

根据+水利风景区发展纲要,#水利风景区分为水

库型'自然河湖型'城市河湖型'湿地型'灌区型和水土

保持型 D 种开发类型#不同类型景区在自然资源'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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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辽宁省拟规划水利风景区分布情况

背景'社会经济'水资源及水工程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

性和特殊性
0C1

( 在调查范围内的 "#E 家拟规划水利风

景区中#共有水库型 $G 家'自然河湖型 C# 家'城市河

湖型 "G 家'水土保持型 "# 家'湿地型 D 家'灌区型 H

家( 辽宁省拟规划水利风景区类型统计见表 "( 调查

范围内的水利风景区涵盖 D 个类型#表明辽宁省水利

风景资源类型全面#开发方向多样( 但从比例来看#仍

以水库型为主#占拟建景区总数的一半#符合辽宁省一

直以来注重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

表 $&辽宁省拟规划水利风景区开发类型统计

序号 类!型 数量 占比 累计占比

" 水库型 $G $#F$J $#F$J

C 自然河湖型 C# "IFEJ DKFCJ

H 城市河湖型 "G "HF"J ICFCJ

G 水土保持型 "# KFHJ K"FDJ

$ 湿地型 D $FDJ KEFCJ

D 灌区型 H CFIJ "##F#J

合!计 "#E / /

"FCFH!建设现状

调查范围内拟建水利风景区建设情况有一定差

别#部分景区为已建或在建的旅游景区( %已建旅游景

区&指水利风景区将依托或整合现状已建成开放的非

水利风景区类旅游景区#%在建旅游景区&指水利风景

区将依托或整合现状正在筹建的非水利风景区类旅游

景区( 例如!规划的铁岭滨湖新区水利风景区将在建

的月亮湖风景区纳入水利风景区范围内'阜新大青沟

水利风景区将依托已建的大青沟风景区进行开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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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调查范围内水利风景区建设情况见表 C(

表 #&辽宁省拟规划水利风景区建设情况

建 设 情 况 数!量 比!例

已建旅游景区 H# CIF#J

在建旅游景区 CH C"F$J

未开展建设 $G $#F$J

总!计 "#E "##F#J

!!统计结果表明!调查范围内有一半的拟规划景区

还未进行旅游设施建设#开展水利风景资源开发和景

区建设运营的起点较低#印证了目前辽宁省水利风景

区建设滞后的现状(

"FCFG!旅游资源类型

按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L_O/"IKEC/

C##H$#结合水利旅游资源构造特征与特色#对辽宁省

水利旅游资源进行分类统计(

根据分类统计结果#拟规划 "#E 家水利风景区范

围内#拥有主类旅游资源 I 个#占 I 个国家主类旅游资

源的 "##J)亚类旅游资源 CE 个#占 H" 个国家亚类旅

游资源的 IEF"J)基本类型旅游资源 "#E 个#占 "$$ 个

国家基本类型旅游资源的 DKF#J( 表明拟规划的水

利风景区游览类型多样'旅游景观丰富#构成了较为多

样化的水利旅游资源体系(

"FCF$!水利风景资源特色

9F水资源差别大#类型多样( 辽宁省境内水系发

达#水域广阔#多样的气候条件导致省内不同地域的水

资源差别很大#因此不同地区的水利工程有着明显的

功能和景观差异( 此外#省内还拥有湿地'森林'山丘'

泉水等数量众多的景观资源#水利旅游资源类型丰富(

多样的水资源特征是水利风景区相区别的天然基

础#水利工程则为水利风景区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独特

的工程依托和特色景观( 例如!盘锦大洼灌区水利风

景区糅合了水利设施'乡村田园'渠道河网'人文历史

等多种类型景观#景区开发对促进大洼县生态农业'观

光农业'休闲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辽

阳葛西河走廊水利风景区是典型的城市河湖型水利风

景区#除了具有河道的泄洪'行洪'蓄水'供水等常规功

能外#景观生态'健身休闲'亲水体验'文化科普等功用

体现出先进的水利内涵(

CF地貌特征和水景观紧密结合( 辽宁省有%六山

一水三分田&之说
0H1

#即平原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HHFGJ#山地占 $KFIJ#水面占 DFIJ#地貌类型多样(

辽东丘陵区山势起伏陡峭#林木茂密的丘陵两侧

是河流冲击下形成的河谷平原#风光旖旎( 辽东地区

山水相映#水利风景区内水绕山而行#山临水而立(

如!抚顺三块石水利风景区内山水共耀#三块峰石相拥

而立#白龙潭瀑布飞流直下#壮观之极(

辽西丘陵区是蒙古高原与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

拥有大凌河'小凌河'六股河'女儿河等众多河流#地形

地貌多样#山地崎岖险峻#海滨平原倚山面海( 辽西地

区水利风景资源类型各异#景区相互毗邻#优势互补#

形成了集乌金塘'龙潭大峡谷'青龙河等近 C# 处湖光

山色'海山相依的水利风景区集聚地(

辽东丘陵和辽西丘陵之间是由辽河及其支流冲积

而成的辽河平原#农业发达#矿产资源丰富#集中分布

着经济发达的辽中城市群( 平原北部有沙丘分布#中

南部水系丰富#辽河'浑河'太子河'绕阳河等在此汇流

入海#形成了平坦辽阔的三角洲平原( 辽河平原湿地'

温泉等旅游产品较为丰富#数量多'规模大'品牌响#形

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发展格局#是区域旅游产业发展

的主体部分#在全省旅游产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F水利风景区历史'文化'宗教资源丰富( 辽宁

地区历史悠久#历史文化沉淀积累#构成了一个由燕'

汉魏'鲜卑'高句丽'契丹和满等多期多民族文化组成

的文化总体格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辽沈文化( 辽宁

是满族的发祥地#民族民俗特色鲜明)生活在辽宁的锡

伯族'蒙古族和朝鲜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民间礼俗都

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情
0G1

( 辽宁是佛教东传的路线经过

地#宗教旅游资源丰富(

独特的人文资源丰富了景区文化内涵#提升了景

区资源品味#对于水利风景资源的开发与景区的发展

有重要的意义( 如!调兵山市金文化水利风景区体现

出宋金时期的壮阔历史#表现了水利风景与人文历史

的有机整合)阜新瑞应寺是藏传佛教东方中心#也是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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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佛寺水库水利风景区重点打造与宣传的文化内涵之

一( 此外#冰封雪飘的辽宁关东民俗风情'风格特异的

冬季民间饮食均极具东北地方特色#是吸引国内外游客

的独特旅游产品#也是打造水利风景资源的特色素材(

#&全省水利风景资源评价

CF"!评价内容及方法

水利风景区评价内容包括风景资源评价'环境保

护评价'开发利用条件评价'管理评价四个部分
0$1

(

评价方法采用赋分制#水利风景区评价的赋分总

额为 C## 分#其中各项评价内容赋分权值分别为!风景

资源评价 I# 分#环境保护评价 G# 分#开发利用条件评

价 G# 分#管理评价 G# 分( 总体评价得分为各项评价

得分之和(

对调查范围内 "#E 个拟规划的水利风景区进行各

项评价并打分#统计综合评价结果(

CFC!评价结果

CFCF"!风景资源评价

从风景资源评价得分情况来看"见图 C$#得分在

E# 分以上"含 E# 分$的水利风景区有 C$ 家#占总数

""#E 家#下同$的 CHFGJ)得分在 D# TDK 分的水利风

景区有 $G 家#占总数的 $#F$J)得分在 GI T$K 分的水

利风景区有 CI 家#占总数的 CDF"J)没有景区在及格

分 GI 分以下( 说明调查范围内的景区风景资源总体

质量较好#各类型风景资源整合较为合理#有效避免了

景区风景资源的单一性( 但是部分水利风景区由于依

托小型水库或小规模河道#工程规模较小'景观缺乏特

色'人文资源单薄#因而得分不高(

图 #&风景资源评价结果分析

CFCFC!环境保护评价

从环境保护评价得分情况来看"见图 H$#得分在

HC 分以上"含 HC 分$的水利风景区有 CD 家#占总数的

CGFHJ)得分在 CG TH" 分的水利风景区有 I# 家#占总

数的 EGFIJ)得分在及格分 CG 分以下"不含 CG 分$的

有 " 家#占总数的 #FKJ( 这反映本次调查的水利风景

区环境本底水平及现状保护状况较好#符合辽宁省持

续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

图 %&环境保护评价结果分析

CFCFH!开发利用条件评价

从开发条件评价得分情况来看"见图 G$#分值差

距较为明显( 最高得分为 H$ 分#最低为 "K 分)得分在

HC 分以上"含 HC 分$的有 "G 家#占总数的 "HF"J)得

分在 CG TH" 分的有 $H 家#占总数的 GKF$J)得分在及

格分 CG 分以下 "不含 CG 分$的有 G# 家#占总数的

HEFGJ( 这是由于除部分景区在城区附近#具有一定

的区位优势#或依托建成旅游区#开展了一定的基础建

设外#大部分拟规划水利风景区#与城市建成区距离较

远#现状开发程度较低)基础设施'服务设施不健全是

大部分景区的共性问题#这也符合辽宁省水利风景资

源开发滞后的实际情况(

图 E&开发利用条件评价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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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FG!管理评价

从管理现状评价得分情况来看#调查范围内绝大

部分景区都没有建立符合水利风景区相关标准要求的

管理机构'管理制度'运营标准等#其中 EI 个规划景区

没有得到分值#占调查总数的 ECFKJ#即这部分景区

基本处于无开发经营活动的水利工程自然状态"见图

$$( 取得管理评价得分的 CK 个水利风景区中#最高得

分仅为 "C 分#虽然这部分景区的区位条件与交通条件

都比较优越#已开展一定程度的旅游开发#但是景区运

营管理并没有完全按照水利风景区的相关规范进行(

总体上#辽宁省水利风景资源开发程度低#景区建设不

完善#除少数开放较早'开发较好的景区具有一定的管

理水平外#大部分景区未进行科学有效的整体规划#缺

乏完善的管理体系#管理服务水平不到位(

图 F&管理评价结果分析

CFCF$!总体评价

根据+水利风景区评价标准,#景区总体评价得分

在 "C# 分及以上的基本具备参评省级水利风景区的条

件( 辽宁省水利风景区总体评价分值分布如图 D 所

示#调查范围内得分在 "C# 分及以上的水利风景区有

GK 家#占总数的 G$FIJ#最高分为 "$E)总得分在 "C#

分以下的水利风景区有 $I 家#占总数的 $GFCJ#最低

分为 KD 分(

由于辽宁省许多水利风景区处于未进行开发建设

的自然和工程原始状态#开发利用条件和管理评价得

分较低甚至未得分( 因此#综合各方面评价结果#调查

范围内大部分景区经过前期开发建设可以满足水利风

景区的评审要求#辽宁省水利风景资源的开发及水利

风景区的建设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图 *&水利风景区总体评价结果分析

%&结&语

本次针对辽宁省水利风景资源的调查涵盖全省有

建设意向的水利风景区 "#E 家(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统

计分析#初步掌握了全省水利风景资源的分布'类型及

主要旅游资源类型#判断辽宁省水利风景资源具有特

色鲜明'资源丰富'类型多样的特点#天然条件优良(

对各拟建景区的打分评价结果表明!本次调查的水利

风景区综合条件良好#风景资源优质'开发潜力大的水

利风景区所占比例较高#调查范围较为合理(

本文的研究成果为辽宁省水利风景区发展规划'

水利风景资源保护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对全

国其他省份的水利风景资源调查评价具有较好的参考

意义( 本次调查以地方上报的+辽宁省水利风景区规

划调查表,为主结合现场查勘的方式进行#鉴于工作时

间较短#全面性会有一定的欠缺#对于省内未上报的水

利风景资源仍需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与发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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