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持者欢呼三峡水坝的把它当成中国经济和技术进步
的象征。他们指出，发电厂取代了每年燃烧超过3000万煤炭
的情况，并且也极大改善了长江的航行。他们也申称该项目
对长江流域的灾难性洪水成为了过去，并改善了移民的生活
质量。前主席江泽民认为三峡水坝“赋予了中国伟大勤勉精
神。”

三峡水坝首先是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毛主席的支持。1986
年，与此相关的一个可行性研究被委任与14队特别调查小组
进行调研，然而这项研究遭到了三分之一的小组的否决。这
些变动将不得重新安置成千上万人，但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
事件之后，这些警告又归于沉寂。1992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中国的无声议会——以破记录的弃权数赞成了这个项
目的建立。直到2011年，中国最高政府机构才首次承认三峡
大坝的修建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水坝建设在1994年开始，在12年后完成。发电量为2250MW
的发电站已于2012年7月份竣工，经过经过十多年的安装、
调试， 32台发电机全部投产，目前累计发电总量达到5648
亿度。 

无权益的再安置

三峡水坝，位于人口密集的长江流域，是世界上最大的
再安置项目。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水坝已经淹没了13个城
市、140个城镇和1,350个村庄。这个项目启动之初，官方机
构保证会给农民提供田地，给城市人提供新的工作。然而，
在中国，耕地是稀少的，政府不得不停止将农民安置到陡坡
上以阻止（土地）侵蚀。并且一旦再安置开始，很多国企都
倒闭了，而无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由于土地不是私人所有，农民没有得到他们的土地赔偿，而
得到的房屋赔偿款通常不足以支付他们的新房子。一些城市
努力抵挡住了再安置带来的冲击，并重新发展经济。另外一
些则在建造之后开始荒废。在云阳老县城的181家企业中，
只有45家企业搬到了能防止被淹的高地上，他们中的很多在
此期间倒闭了，20000多人因此失业。

三峡工程上马导致库区2000多家企业被关闭，失业者大增。
属于三峡库区的万州当地城镇失业率8.1%, 21.9%的城镇移民
靠低保生活。三峡库区的涪陵及其以下8个区县，当地城镇

三峡大坝接近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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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的三峡水坝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有争议的水力发电项目。600公里长的水
库让130万人们背井离乡，并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2011年9月该水库
正式启动第四次试验性蓄水，并在2012年6月达到175米高的最终水位，但很
多影响现在却仅仅开始显现出来。在接下来的几代内，中国将要处理这个项
目的遗留问题。

过去的模范



失业率8.95%。很多移民和搬
迁安置款项至今没有到位。 

根据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当
地官员将项目地的赔偿和
再安置资金中饱私囊。据估
算，12%的再安置预算已经
被挪用了。“尽管高官们塞
满了他们的荷包，但我们
的生活却已经被水坝给搅乱
了。”一位被安置的居民告
诉《金融时报》。政府严惩
了成百上千的官员们，并给
300个人定了罪。然而安全部队对那些要求公平待遇，反
对滥用的行为却进行了严酷的压制。

据广西质量监督导报讯：中国审计部门对扶贫资金、水
利建设资金、三峡移民资金的使用情况等进行了审计 ,
查出转移挪用水利建设资金及乱集资等违纪金额30亿
元。中央政府拨出40亿元安置三峡工程附近的120万人 ,
其中5亿元被挪用。

压力下的生态系统

三峡水坝已经完全改变了长江的生态系统。它已经阻
断了鱼类回游，改变了河流的化学物质平衡，水温和流
速。这条伟大的河流已经变成了一个只能有限自净的污
浊水塘，并且当地的船主总能在水面打捞到垃圾。

据报道，每年都有约15万至20万立方米的漂浮垃圾在漂
向大坝途中被清理出来。2009年，这一数字达到16万立
方米，三峡集团为此支付了1000万元的清理费。

2010年，三峡出动世界最大清漂船保泄洪，日清垃圾
2500吨。

2012年7月，长江首个洪峰过境三峡。洪水夹裹着大量垃
圾，在三峡大坝上游和下游水域聚集。据预测，随着后
续洪峰抵达，三峡垃圾将将逐步增多。

已经建成的葛洲坝切断了中华鲟的生命通道，三峡大坝
使“四大家鱼”鱼苗减少90%, 2012年3月重新开工修建的
重庆小南海水电站，更把十数种鱼类逼上灭绝之路。

大坝几乎使中国著名的江豚灭绝。中华鲟Chinese 
sturgeon，河流鲟鱼和白鲟paddlefish的数量已经大幅度下
降了，现在所有的这些鱼类都被认为处于濒危状态。长
江和中国东海河口的捕鱼业在水坝建立后都开始迅速衰
落。

2007年8月8日，《皇家协会生物信笺》期刊内发表报
告，正式公布白鳍豚功能性灭绝。三峡大坝可能是造成
该物种灭绝的重要原因。

2007年9月，政府官员承认到“如果不采取防范措施的
话，环境可能会崩溃。” 政府建了大量的垃圾和污水处
理厂，但大部分都是闲置的，因为当地政府根本无法承
担运营费。

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化肥残留物被不断排入大坝水库，导
致巨型水藻生长泛滥，并威胁到下游的水供应。而水库

水位的波动也被认为是湖南
省农民所遭遇奇特鼠灾的根
源。

从1951年开始，长江流域的
水流量减少了至少三分之
一。干旱使得三峡电站没法
满负荷发电，气候变化对水
流量和水资源可利用性造成
的影响给项目所能带来的效
益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风险评估

周期性的洪涝灾害威胁着长江流域肥沃平原上的数百
万人民。三峡水库作为缓冲区承担着减轻洪涝灾害的重
任。然而，由于水库沉积了水中大量的泥沙，大坝下游
河水流速变得更快，并且开始侵蚀流域两岸的河堤。这
与一些大坝能产生的防洪效益恰恰相反。2011年，长江
中部的一场大旱导致湖北境内的1392个水库成为死水，
影响了超过300000人的饮用水供应。有人指出三峡大坝
和长江沿岸其他的水电站的管理不善，其储水发电使这
一问题更加严重。

每年，三峡的水库水位都在145和175米之间浮动。这就
使长江流域的斜坡出现不稳定，并造成严重腐蚀和滑坡
的风险。根据《财经》商业杂志报道，自水坝初步建立
时，5个月内有150多个危险地质事件发生。侵蚀现象影
响一半以上的水库区，178公里的河岸都处于崩溃风险的
边缘。截至2010年5月，自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以
来，新生突发地质灾害增多。库区共发生形变或地质灾
害灾（险）情132起，塌岸97段长约3.3公里，紧急转移群
众近2000人。2012年7月，中国国土资源部官员表示：自
从三峡水库成功蓄水175米以来，受三峡水库水位升降的
影响，在三峡水库蓄水后一至三年，产生大量塌岸和水
库新生滑坡的可能性较大。

另外，为了缓解对水库
斜坡的压力，有 530,000
人在2020年之前将不得
不被重新安置。某政府
官员表示，因修建三峡
工程需要搬迁的移民总
数将突破规划的113万
人，三峡库区最终移民
人数达到140万人。由于
三峡工程而新建的新县
城比如湖北的黄土坡和
奉节的宝塔坪都由于严
重滑坡，使新县城不得
不转移阵地。

长江每年携带超过5亿
吨的淤泥到水库中。一些是通过水坝底端的水闸大门冲
进去的，但大部分沉淀都是堆积在水库内的。这些淤泥
正从下游地区开始滞留。在水坝完成后，河口的淤泥跌
至原来的1/3。后果是，每年有超过4平方千米的海岸湿
地被侵蚀。海水冲入长江，毁坏了耕地并威胁到饮用水
供应。周期性的洪水灾难已经让长江肥沃平原的百万人

三峡库区发生的泥石流 

贫穷而绝望的云阳县 (Nick Austin)



口都丧了命。三峡水库就像一个缓冲器，缓和了洪水风

险，然而，由于河流沉淀了水库里的淤泥，现在在水坝

的下游冲的更快，并侵蚀了长江流域的河堤。这反而与

水坝的控洪作用背道而驰。世界野生动物协会(World 
Wildlife Federation)公布的一份报告称，通过大坝的水流

速度目前正在加快，对下游的防洪大堤造成破坏。

三峡项目也引起了地震风险。它位于两个主要断裂带，

自从2006年水库开始填满，就发生了成百上千的小地

震。水库已经在全世界引发了好几十次地震，并且也有

证据证明2008年5月的中国大地震是由紫平铺水坝所引

起。尽管建水坝可以抵挡强地震，但水坝附近上百万人

的房屋、学校和办公楼却并非如此。

惊人的花费

1992年三峡项目被批准时，花费预计为570亿元（按1美
元等于6.83元的汇率来算，即90亿美元）。期间，官方数

据已经上升了四倍多，到370.2亿美元。有证据表示，为

避免给人造成更多花费超支的印象，有些花费并没有被

包括在内。典型反对该项目的戴晴估计到，整个项目的

花费可能达到880亿美元。

三峡工程原计划动态投资2039亿元。不久前中国长江三
峡工程开发总公司透露，预计全部工程总投资将减为
1800亿元。三峡总公司赵建强解释，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国家核准静态投资501亿，是按照1993年5月的物价水平
测算的。

中国计划将水力发电量从2010年的 200,000 MW提升到
2020年的300,000 MW。长江中上游的100多个水坝，包
括长江干流上的12个水坝，目前正在计划和建造阶段。
这些项目将会与三峡水坝项目一起对环境造成影响，结
果将破坏剩余的鱼类栖息地。

国营的三峡项目公司对发展更多的水力项目很有兴趣，
在长江的中上游已经接手了好几个新水坝项目。就像其
他中国公司一样，三峡集团也渴望借助通过三峡水坝项
目向全世界输出经验。（参见消息盒）

在上个十年里，中国出台了强有力的环境保护法律，包
括主要河流开发水电工程评估的新政策，然而这些法律
法规中包含重大漏洞，例如缺乏项目建设中环境影响
评价的公众参与机制。同时，违反环境法律的罚款比较
低，而且也不鼓励履行。

中国三峡水坝

项目基本资料

三峡水坝于1994年开工建设，2006年完成。大坝高101
米，长达2,309米。水库有660公里长。共安装32台70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其中左岸14台，右岸12台，地
下6台，另外还有2台5万千瓦的电源机组，总装机容量
225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1000亿度。

三峡水坝已经淹没了13个城市、140个城镇和1,350个

村庄，并再安置了130万人。成千上万的人将仍然需要
被再安置以防止水库区的生态破坏。

根据官方数据，这个项目花费372亿美元，而根据非官
方数据，则是达到880亿美元。通过巴西、加拿大、法
国、德国、日本、瑞典和瑞士政府基金、电价、国内
债券、出口信贷，收到资金赞助。



改变航线还是一如往常？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提到，过去的几年里，水坝建设已
经安置了不少于230万人。这些人中的很多仍然贫穷。随
着三峡项目的逐步完成，水坝建筑的负面影响对中国政
府和社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2011年5月，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
《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
规划》。会议发表声明指出，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
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
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
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世纪初之后，非政府组织开始号召环境保护，农民
反对那些不尊重他们自身利益的项目。2005年，超过
100,000的人都反对四川省瀑布沟水坝的建立。由于国
内压力和新的三江源世界遗产保护区的规划，温家宝总
理在2004和2009年中止了怒江上的好几个水坝的建立。
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都没有参加三峡项目的开幕仪
式。

2011年5月，中国最高政府机构承认这个项目“在发挥巨
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
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为了达到其气候变化的目标，中国决
定在2015年之前达到140 GW的发电容量，相当于7个三
峡大坝。这无疑将给包括澜沧江、长江上游和处于地震
带的怒江等中国大型河流带来灾难。

2012年，国内的鱼类研究专家、环保NGO组织以及媒体
联合起来反对重庆市小南海水电站建设，因为水电站所
在流域，正是长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前进之路

中国在使用能源方面仍然相对低效。例如，中国电动机
消耗了超过全国电力的一半，而这低于国际标准的10%-
30%。历届政府在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
进步，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经济需求已经赶不上
经济发展的步伐。

最大化经济增长的压力颠覆了2001年和2005年之间的积
极趋势。在这个时期内增加能源效率可能已经磨灭了三
峡水坝项目的需要——以更低的花费。“与新发电厂相
比，中国在能源效率方面的投资更便宜、更清洁和更多
产。” 中国可持续性项目能源基金会的道格拉斯 ·欧
道格评论到。

最近几年里，中国已经加强努力来提高能源利用率。在
新的五年计划里（2011-2015），国家将降低16%的能源
消耗强度和17%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可再生能源法也
已经设立了世界上最具雄心，最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
到2020年，所有能源的15%—即137,000 MW—都来自风
能、生物能、太阳能和小型水力项目。

国家能源局就能源“十二五”规划的制定进展作了详细
介绍。到2015年，天然气利用规模可能会达到2600亿立
方米，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预计将从目前的3.9%提
高到8.3%左右；水电和核电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
提高1.5个百分点，其他非水能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也将
达到1.1亿吨标准煤，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提高1.8
个百分点。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上投资了几千亿美元，在风能和太阳
能方面已经成为全球领导力。全国的风能被期望在2020
年之前超过100,000 MW。哈佛大学研究组估计，在接下
来的20年内，640,000 MW 量的风力发电机被安装来产
生可支付的电力。

2010年全国累计风电装机容量已突破3000万千瓦，预计
2020年装机容量达到现在的十倍。中国能源局公布的信
息，中国2011年第一季度风力发电量达到188亿千瓦时，
增长60.4%，比同时期火电，水电，核电高出30-50个百
分点。

中国政府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应该继续努力，并且考
虑优先发展低能耗产业。中国环保法律的漏洞亟待解
决。2006年，中国政府开始对被安置的百万人进行追溯
支付。因三峡水坝而再安置的人们应该从这个项目中大
大受益。

现在，三峡水坝已经完成，其影响应该在更多大型水坝
建设之前被全面地评估并做出处理。

中国不得不依赖西方技术来建立三

峡项目。提供发电设备的公司包括

ABB公司，阿尔斯通，通用电气和

西门子，在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的

同时，得在中国生产所有涡轮机和

发电机的一半。

与其他部门一样，中国学生不久就

适应了西方技术甚至青出于蓝，超

过了他们的导师。包含在三峡项目

中的中国公司在2003年开始为水力

水坝输出大型的涡轮机和发电机。

他们已经控制了全球的水力发电市

场，包括参与66个国家的300多个

的项目。

尽管在中国国内，关于环境的忧虑

与日俱增，但三峡水坝仍然被当作

一个案例来展现这个国家水坝建设

的能力。最近几年里，刚果，尼泊

尔，巴基斯坦，南非和很多其他国

家的政府代表都被邀请来参观长江

边上的水坝。

输出三峡经验

加入我们！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国际河流英文网站: www.internationalrivers.org/en/node/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