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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湖泊退田还湖工程经济效益的
思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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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退田还湖工程属发挥防洪$生态效益的公益性工程% 退田还湖工程在推进过程中"存在工程投资及征

地移民补偿成本高和地方政府经济承受能力有限的矛盾% 本文提出了经济合理的退田还湖工程具体措施和全面

系统的项目开发模式"以保证退田还湖工程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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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田还湖工程属发挥防洪'生态效益的公益性工

程#但是在推进过程中#由于工程投资及征地移民补偿

成本高和地方政府经济承受能力有限的矛盾突出#致

使该类项目在具体实施中具有相当的困难#因此如何

在保证防洪安全'恢复生态功能的前提下#提高工程的

经济效益#是促进我国湖泊保护和良性开发利用的关

键问题(

$&退田还湖工程的必要性

由于人为的建堤围湖'分隔湖汊'开发等活动#分

隔了湖泊的自然联系#隔断了水体之间的流通#水面出

现大幅度的缩减#导致湖泊的多种功能大为减弱#因此

退田还湖工程的实施主要是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的响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9F流域'区域防洪的需求( 湖泊滩地的过度开发

利用#使湖泊滞涝面积明显缩减#湖容的锐减削弱了湖

泊的调蓄洪水的能力#对沿岸居民将会造成极大威胁(

退田还湖能恢复湖泊的自由蓄水面和防洪库容#较大

地提高流域和区域的防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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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改善湖泊水质'水生态'水环境#满足区域供水

的需要( 由于水面面积'水量大幅缩减导致湖泊内水

生生物生存空间日益减少#栖息地环境变异#水生态环

境破坏严重#同时农业污染和养鱼投肥等污染物均大

量直接进入湖泊水体#导致部分水体水质恶化严重#环

湖景观和水体功能严重受损( 加之流域内各湖体之间

连通性较差#自净能力下降#导致湖泊水质'水生态和

水环境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退田还湖工程可增加水

环境容量#减少湖泊范围内的养殖对水体的污染#促进

水体流动与交换#保护水资源(

2F区域农业灌溉和抗旱的需要( 实施退田还湖#

增加兴利库容#为周边地区的农业用水提供支撑#也是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退田还湖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退田还湖工程是一项公益性的工程#工程实施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9F由于工程措施和征地移民成本高#对地方经济

产生极大的负担#特别是许多湖泊所在的市'区经济较

为落后#根本无力承担退田还湖工程的投资费用#也不

可能完全通过国家投入来实施工程#特别是征地移民

费用不在国家资金的使用范围内#因此很多地方政府

对于退田还湖工程%有心无力&(

CF退田还湖工程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除了水务

部门外#还和国土'渔牧'环保'财政'旅游等相关部门

紧密相关( 由于不同的开发利用方式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的需求不同#追求各异的湖泊利用目的形成了湖泊

管理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因此多种开发利用方式并存

的局面导致了管理主体不明确#事权责任不清#加之湖

泊执法管理的资源分散'对水利功能认识存在偏差#造

成湖泊管理矛盾大'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也是影响

退田还湖实施工作的重要因素(

%&提高退田还湖经济效益的思路

HF"!实现经济效益的前提

退田还湖工程可提高湖泊抗干扰和自然修复能

力#保障水生态安全#改变湖泊水系连通状况#疏通行

洪通道#提高防洪能力和湖泊调蓄能力#改善水资源与

生产力格局#提高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同时可恢复湖

泊的航运功能#是重要的社会工程和民生工程( 因此

提高湖泊退田还湖的经济效益应以保证防洪安全'保

护生态环境为前提(

HFC!提高退田还湖经济效益的思路

HFCF"!工程措施经济合理

由于退田还湖工程投资高'项目回报周期较长#因

此提高退田还湖的经济效益首先应从工程措施的经济

合理性入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9F拟定合理的退田还湖范围( 退田还湖的范围

并不能盲目的追求 %一步到位&#应根据以下原则

确定!

!湖泊调蓄库容的需求!退田还湖并不是要让湖

面面积和调蓄库容无限大#而是以能够满足区域防洪

要求为关键条件#因此还湖面积的确定应通过对流域

水文情况进行计算确定#不能盲目划定(

"尊重历史'兼顾现实!湖泊的现状形态是长期湖

泊自然演变及人湖互相作用的结果#而造成目前围垸

造田'围湖养鱼现状的原因#也是 C# 世纪 E#/I# 年代

的国情决定的#因此还湖的范围还应辨别已形成的围

垸是属于客观事实#还是非法圈围#从而考虑还湖的可

行性(

'考虑经济条件!地方政府应结合自身经济条件

和融资能力#实行分期还湖的措施#条件成熟的先

还湖(

CF因地制宜'合理可行的制定工程措施#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形式!

!合理确定圩堤拆除高程!退田还湖'退渔还湖主

要是圩堤的拆除#由于面积一般较大#所以土方量也较

大#因此确定合理的拆除高程是工程投资经济合理的

关键#一般建议将圩堤拆除至正常水位以下 #FH T

#F$6为宜#并选取方便施工开挖的位置#将一小段圩

堤挖至湖底高程#以保证湖泊的连通性(

"合理利用湖汊的鱼池!由于人类的开发利用#湖

泊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点源和面源污染的影响#而湖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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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由于流动性较差#水质条件一般#往往也是重点处

理的对象#因此合理利用湖汊现有的鱼池进行前置库

和梯级生态塘的改造也是减少工程生态修复投资#提

高环境景观性的方法( 梯极生态塘平面布置见图 "(

图 $&梯级生态塘平面布置

!!

'合理利用开发土方和清淤量!退田还湖工程涉

及的土方开挖和淤泥清除方量较大#采取外运的方式

不仅会增加投资#还需要寻找合适的弃渣场#增大工程

实施的难度#因此#在保证湖泊调蓄功能的前提下#将

开挖的圩堤用作堤防工程压浸平台的土料#同时可以

选择运输方便的还湖鱼塘作为淤泥的排泥场#形成滩

地#考虑对湖底淤泥内源污染的控制#可以在淤泥顶部

布设土层( 滩地的高程可保持与正常水位一致( 湖心

滩地典型断面如图 C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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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湖心滩地典型断面

HFCFC!工程开发模式

要提高退田还湖的经济效益#除了制定合理可行

的工程措施外#更需要全面系统的开发模式#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

9F根据地区社会经济现状开展湖泊规划工作(

湖泊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泊的开发也是城市建

设的重要内容#因此#有针对性地做好湖泊规划是实现

退田还湖的基础#将退田还湖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

采取以%用&促%退&的项目开发思路是提高地方积极

性和工程经济效益的有效措施( 规划的内容应在提高

生物多样性'保护淡水资源'调节洪水和气候'降解污

染物等生态环境目标的基础上#考虑湖泊的综合利用#

结合滨湖湿地公园'滨湖大道景观带'休闲娱乐'观光

度假'商业开发等方面的内容#为湖泊资源的良性利用

进行构架#相应的#也只有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了#才能

更有意识'有条件地保护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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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借鉴发达省份退田还湖工程的成熟经验#可考

虑在保证湖泊调蓄功能的前提下#将一定比例的圈围

鱼池作为排泥场#后期可以用作城市建设的其他用途#

配合湖泊周边城市的开发建设使用#实现%人湖&共

赢#更大地提升湖泊周边的经济价值和效益#提高地方

政府推进工程的积极性#减少融资债务压力(

2F以管促退#创新管理机制#完善管理体制( 由

于退田还湖工程涉及的行政部门较多#因此需由省级

人民政府主导主管#确定牵头部门#保证各协同部门在

退田还湖工作中方向的一致性和正确性#减少工程推

进过程中的阻力#为工程融资和吸引社会资金提供更

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E&结&语

近年来#随着湖泊在人们的过度开发利用下面积

锐减#各种湖泊功能丧失#调蓄能力大大减弱#生态环

境不断恶化#对区域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发

展造成了巨大影响#退田还湖工作的推进势在必行#而

推进退田还湖#就必须考虑工程的经济效益!

9F退田还湖工程的投资高#地方政府经济承受能

力有限#湖泊的监管体制不完善是工程推进过程中的

主要问题(

CF提高退田还湖工程的经济效益应建立在满足

防洪保安全要求的基础上(

2F合理确定工程措施#因地制宜#减少不必要的

投资是提高工程经济性的重要手段(

=F开放项目开发模式#以%用&促%退&'以%管&促

%退&'%人湖&共赢是提高工程经济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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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关于开展 #($, 年度水利行业工法申报工作的通知

为提高水利行业施工技术水平"推动技术创新"根据&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 $中水协

/C#"D0D 号%"中国水利工程协会现组织开展 C#"I 年度水利行业工法申报工作"申报工作截止时间为

C#"I 年 $ 月 H" 日"有关事宜详见中国水利工程协会官网$ 555@*50;-@82.%通知公告栏目"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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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选 #($H(#($, 年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的通知

根据&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评选管理办法($中水协/C#"H0 GH 号%"中国水利工程协会现组

织开展 C#"E'C#"I 年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评选工作"申报工作截止时间为 C#"I 年 D 月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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