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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长江第一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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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月，国务院在“十二五”的第三
年初，发布了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规
划中指明，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提高到11.4%,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达到
30％。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7.5
％，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65％左右，全国将
开工建设水电1.6亿千瓦，到2015年，全国水
电装机容量达到2.9亿千瓦。至此，常规水电
装机容量将占全国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的53%
，占经济可开发量的72％。

    然而，与规划同时公布的大型水电基地
名单，让大家深感不安。“十二五”规划中
标明重点开工建设（包括在金沙江，雅砻
江，大渡河，澜沧江，黄河上游，雅鲁藏布
江等在内）将有超过50个大型水电站，并提
出要深入论证、有序启动其余十余个有争议
性的水坝。这个名单中，不乏环保组织熟悉
的名字。曾经经历“环评风暴”被叫停的金
沙江电站，未批先建的澜沧江电站，影响
到“植物大熊猫”甘蒙怪柳的黄河羊曲电
站，以及中国仅剩两条自由流淌河流雅鲁藏
布江和怒江的电站规划，甚至修编长江上游
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小南海电
站，都赫然列入其中。

    一叶知秋，“十二五”规划中的名单让
民间环保组织意识到中国江河所剩的“时
日”无几，若不马上针对水电能源规划做出
回应，等到“十二五”，“十三五”水电项
目纷纷上马以后，中国的江河将变成系列水
库群。

    于是，几家关注河流开发和水资源与流
域治理的民间环保组织以及一些独立的河流
研究学者达成共识：希望借着姗姗来迟的“
十二五”能源规划，收集整理过往十多年环
保组织在河流议题上的一手资料和直接行动
的体验，特别是有关公众参与水电工程决策
和管理的信息透明、程序合理、问责机制等
问题，分析中国河流的现状和挑战，以及对
未来的建议和期许。 

    我们在研究和写作过程有幸赶上了十八
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同时还受邀参加了11月
份发改委能源所召开的两次有关长江全流域

规划和管理的内部咨询会。因此，对新一届
政府在全面协调江河流域发展和保护课题上
的新趋势稍有洞察，对生态文明制度化可能
给河流治理带来的新思路、新希望，催生了
很多信心和期待。希望这份来自民间组织的
报告，有助于国家在下一步制定河流开发与
保护规划时有更为平衡的把握，更好地将公
众参与的价值，渠道，和方法制度化，落实
河流生态红线，尽快发展可再生能源，确保
江河的多重价值不仅仅牺牲在节能减排的压
力下。因为建设美丽中国离不开健康畅流的
江河，确保中国民众安居乐业更不能没有健
康畅流的江河。  

    四位执笔人特别地感谢众多的机构和个
人无私和有效的帮助。在前期调查中，很多
民间组织、研究机构接受了我们的访谈，给
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二手资料和反
馈、以及日后很多重要的指导。我们衷心感
谢这些机构和个人对这份报告的支持。本报
告内容主要基于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过去十多
年来的直接行动。事实上，能源规划，江河
数据以及水资源公共政策的信息非常难以获
取，再加上民间组织的能力有限，报告的文
字以及图表内容难免有不完善的地方。报告
具体行文中的错误和立场表述是执笔人的责
任，参与机构不承担任何因报告中观点所引
发的责任。

    我们欢迎对报告中所提到问题的批评指
正和后续讨论，有关报告内容的进一步反馈
和需求,请致信chinariversrepor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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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蜿蜒的金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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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澜沧江开发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评价开
始，到怒江一库十三级梯级开发的利与弊之
争，再到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梯级开发的博
弈，直到见证小南海水电站反复突破长江上
游珍稀特有鱼类生态红线的“无底线”开发
实例， —— 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一个电站一
个电站地争取参与的机会，关注、介入中国
河流的生态保护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个
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案例和教训，多次指出
过现有水电开发审批制度的缺陷，水电站
巨大的生态和社会问题，以及在西南活跃地
震带上筑坝的风险。现在，这些过往的经验
教训还没有完全体现在决策改进中，水电建
设又打着“节能减排主力军”的旗号加速进
发，使中国的江河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中国的江河已不能等待！没有水坝的流域与
江段正在锐减。而且，西南江河中、上游地
区正在由于新的城市扩张和愈演愈烈的区域
调水项目，而引发挥之不去的部分河段季节
性断流危机。如果满足电力生产和节能减排
的短期需求大大超乎于健康江河的多重生态
价值 ——这一无可替代的国家战略利益，子
孙后代的生存基础还有什么指望呢？
 
    本报告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针对江河水
电开发问题，对2013年初（规划实施第三
年）才出台的国家“十二五”能源规划的一
次集中回应。我们希望国家能源计划的制定
应该充分考虑到建设生态文明，保护河流多
重价值的必要性；希望以此报告的内容为开
端，恳请国家的能源、水利和环保等相关部
门在“十二五”剩余时间和“十三五“规划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之时，中国政
府作出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
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15%
左右， 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
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十二
五开始，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节
能减排的承诺不仅仅是内部经济转型的需
要，也是来自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时，中国
的能源消耗总量还会继续上升，在煤炭消耗
总量还没有达到峰顶，非水能可再生能源潜
力依然被保守估计时，水电开发成为转变能
源结构的“灵丹妙药”。在福岛事件发生之
后，由于国家核电计划减缓，加速开发水电
的呼声更加高涨，甚至有人提出水能资源的
开发上限应该从60%增加到85％，甚至95％。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天平（见图1
）的一边是能源生产，节能减排和快速遏制
空气污染——这一紧迫的阶段性任务，天平
的另一边则是恢复和治理中国水资源危机，
维护健康的江河生态系统——这一为可持续
发展服务的长远目标。水电开发与河川生态
保护的公共政策应该说清楚：两者之间应该
怎么辨析其利害关系？大坝修建的密度和速
度，是否会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带来预想不到
的、不可逆转的、无法承担的生态、社会和
经济的后果？

健康江河的多
重服务与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

水电集团的利
益与节能减排
的真实贡献

－ 水电开发和江河生态
健康如何盈亏？谁的盈
亏？代价是什么？谁来承
担？

－ 水电和水利的公共政
策怎么博弈？谁有权利发
言？公众如何参与？

－ 水电开发突破江河生
态红线及水生态自身的恢
复力(resilience)，终将
伤及水电自身的利益

图1：重水电开发轻江河健康－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江河发展“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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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定和执行中，关注和回应我们提出的问
题和建议，切实保证开发与保护并举，做出
符合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原则的决策。

护江河之惠

    涓涓不壅，终为江河。我们不能坐等不
能逆转的江河生态恶果。报告第一章对河流
的生态、文化、经济价值进行详细阐述，并
说明健康的河流对于适应气候变化有着至关
重要的意义。大江大河是古老复杂的生态系
统，所蕴涵的是比区区发电效益大得多的资
源和多重价值：他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提
供多种生态服务，哺育伟大古老的文化，并
且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保护河流和利用河
流的分歧根本在于对河流价值的不同认识。
让河流服务于发电效益最大化的开发与管理
目标，已经是早期流域综合规划的过时思
路。大坝建设和水电生产对河流的负面影响
已是国际普遍认可的事实。我们不能再遵循
陈旧的价值观，酿成更大的水危机。

忆江河之殇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民间环保组织采取
过许多直接行动，并指出了过往水电开发中
的许多经验教训。在上一届政府期间，各界
对水电无序开发的诸多问题已经有很多讨
论。总的来说，上一届政府采取了慎重的态
度，一直在认真权衡和研究水电和生态的复
杂关系。上一届政府总理曾经两次对怒江水
利开发做出批示，对金沙江中游龙头电站的
开发矛盾也有所指示。第二章中从五个方面
指出水电开发带来的消极影响和教训，以提
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

    首先是电站的决策和审批缺乏制度保
障，表现在三个具体方面。一是审批过程中
本末倒置：江河流域综合规划的出台，以及
流域综合规划的环评过程一直滞后于单体电
站上马的速度，始终没有对过热的电站开发
项目发挥及时的指导和管理作用。审批决策
中多采用老规划，而即使其他的规划制度如
《国家生态功能区划》对单个电站也没有具
体实质的约束力。二是公众参与的价值、渠
道与方法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江河水电
开发决策中环保组织和公众的声音被严重边
缘化。对于有争议项目，公布的环评报告简
本上的信息非常有限，申请公众听证会等请
求或石沉大海，或因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等

理由遭到拒绝。三是“三通一平”开工规定
的制度缺陷造成了大多数水电站未批先建的
乱象，“三通一平”实际上已经变成电站项
目“先上车后买票”的“许可证”，绑架项
目审批的过程。在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的梯
级开发中，八个电站有七个亮了公众参与的
红灯，而其中有三个都是“三通一平”造成
的。此前2005年还有金沙江下游梯级中的溪
洛渡和向家坝电站也存在未批先建的问题。

    其次，移民的妥善安置以及其公平和可
持续发展的问题是一直困扰水电行业的重要
问题。移民为水电集团做出牺牲，而得到的
补偿标准仍然很低，能不能拿到补偿也是问
题。在搬迁和安置过程中，使用恐吓、威胁
和其他侵犯公民权益的简单粗暴手段，导致
了移民社区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十二
五和未来的开发计划中，水电发展将向江河
上游和西部腹心地带推进，进入少数民族集
居区域时，民族和谐稳定与水电开发的矛盾
势必增加移民工作的难度。《宪法》和《民
族区域自治法》保护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力和
特殊文化实践的权益，他们的世居文化传
统和生计来源与自然资源的集体使用和集
体管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对移民的
补偿是按照现代私有产权的概念来制定和执
行的。这种差异，不仅带来移民工作沟通中
的误解，出现文化之间不平等带来的冲突，
还在计量移民补偿时，对迁出社区造成重大
的经济损失。迁入地如何让移民社区安居乐
业，在心理，就业，教育，养老，文化传承
和社会资本的重建等方面，都存着在不小的
挑战。总之，西南江河上游的水电开发必须
重视解决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

    再次，中国河流的生态系统已经受到严
重破坏，水坝建设改变了河流天然的流水生
境，直接导致了珍稀鱼类的减少和灭绝。上
游水电开发蓄水也为下游带来了河道干涸，
湖泊干旱的结果。洞庭湖、鄱阳湖的干旱就
是鲜活的案例。在西南地区建造的水坝淹没
大量肥沃的河谷土地，并且由于河流丧失自
净能力，库区的污染严重。梯级大坝的累计
影响，使生物灭绝，有河无流，最终会影响
到食物链最上游的人类。不仅如此，水电站
的生态补救措施也形同虚设，金沙江水洛河
的开发以及小南海电站的上马说明了河流生
态系统受到侵犯，不仅仅是水电站的消极影
响，也是无序决策，有法不依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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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1950年国际大坝委员会统计资料，全球5268座水库大坝中，中国仅有22座。根据2008年中国大坝协会秘书处
的报告统计，人口世界第一的中国，其河川年径流量为世界第六位（2.8万亿）, 排在在巴西（8万亿），俄罗斯
（4.3万亿）美国（3万亿），加拿大（2.9万亿），印尼（2.84万亿）之后。但是，到2008年中国已建和在建的30
米以上大坝数量已经高达4685个，远远高于前十的其他九国。2013《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的数据显示，我国
共有水库98002座，共有水电站46758座。2011年媒体报道过的数据显示中国已建和在建的30米以上的大坝约5200余
座，其中坝高100米以上的大坝有140多座。

    在金沙江中游梯级开发中，阿海和梨园
作为两个金沙江干流上的水电站，都计划把
一级支流水洛河作为就地保护珍稀特有鱼类
的重要生境。但事实上水洛河上一库十一级
的水电建设几乎和两个干流电站同时开始，
金矿开采也处于失控状态。怒江也同样面临
着支流的全面开发，不给干流电站规划留下
任何“生态退路”。即便是面对长江上游珍
稀特有鱼类国家级保护区——这一明确标出
生态红线的保护措施，在2005年和2010年分
别因为向家坝、溪洛渡电站和小南海电站让
路而修改边界，为减轻三峡大坝影响的鱼类
保护区名存实亡，江河生态系统的尴尬现状
不言而喻。

    另外，中国西南的地震风险不容忽视。
中国西南作为地质和地震活跃带上的高风险
区域，敬畏自然的道理显得尤为重要。在地
震风险分析的专业领域内，一直存在不同的
意见。野外地质考察的资料也证实，西南江
河由于特殊地质构造、恶劣的地质环境和地
震频发的特点，曾经发生过多次烈度较高的
地震并引发众多的大型塌陷，造成河流改道
和堰塞湖的危害。水坝既是触发因素同时也
是受害者，更可怕的是，个别大坝在梯级电
站中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地震专家建议，
应该在大型水电工程规划和审批过程中，把
溃坝等重大事故的应对预案列入项目审批的
重要内容。西南水电的地质风险是个存在巨
大争议的话题，应该让不同的意见都有充分
的表达机会，并公开国家中长期地震预测的
资料。在地震与水电开发的决策过程中，多
多考虑预先审慎的科学原则。

    最后，水电大坝管理的任务将日益加
重。中国应该尽早停止向河流险滩和上游继
续开发新水电的步伐，学习国外先进经验（
在已建大坝群中挖掘新出力的潜力）和效
率，同时维护大坝的安全，消除各种隐患和
风险，减少大坝的生态影响，尽可能恢复和
维持生态流及其生态服务，帮助大坝移民社
区重新安居乐业等。中国在十一五计划之
后，无论是水坝总数、高库大坝总数，以及
水电装机的总量，早已鹤立鸡群1，几十年
后，水电公司将如何处理江河上不断退役的

大坝？这些高库大坝全周期的成本和代价，
恐怕要纳税人甚至子孙后代帮助水电公司来
承担了？

护江河之脉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指明了生态文
明建设成为体制改革的亮点和环境保护制度
化的方向。对重新审视江河开发与保护，重
视江河水资源恢复的国策，环保组织寄予新
的期望。中国江河的流域管理和综合规划必
须建立在清晰完整的生态红线基础之上。本
报告第三章尝试对西南地区长江（金沙江）
，澜沧江及怒江流域的淡水生态系统生物多
样性及其面临的威胁进行分析，确定需要优
先保护的重点区域，为下一步具体该在哪些
重要地区开展保护行动提供基础支持。

建江河之盟

    报告第四章分析，在非水能可替代能源
的技术和市场都在井喷式发展的情况下，以
挖掘节能减排潜力为理由，过热过快上马水
电工程的生态风险相对较高；同时，忽略水
电与两高产业（高耗能高污染）中间的供给
关系，孤立地谈论水电对节能减排的贡献也
是不科学的。非水能可替代能源的发展潜力
在十二五能源规划之前，一直被严重低估。
十二五之后，赋予非水能可替代能源更多增
长的空间，部分替代水能开发，减轻江河水
电开发的压力，是有可能的。在十二五能源
规划中，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分解已经出现一
个有趣的现象：风能发电与水电的新增装机
分别是7000万和7400万千瓦。计入太阳能发
电目标的最新调整－4100万千瓦，太阳能和
风能预计2015年的新增装机将达到1.11亿千
瓦，已经超过水电在十二五的新增装机。这
种趋势还没有能够反映在中国能源与减排的
情景分析中。

    由于制度性问题，中国各省的高污染高
耗能垄断产业，如钢铁，水泥，有色金属
等，长期冲动上马新产能，连续十多年深受
结构性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困扰。野外考
察中发现：众多的支流电站和河流两岸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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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开发及其严重的污染问题互为因果，而且
其规划和审批的过程比干流电站的审批更隐
密，基本脱离了公众参与的视线。高污染高
耗能产业园区在江河上游的布局存在环境容
量和污染排放超标的重大疑点。例如，中石
油安宁1000万吨／年所带动的石化工业园区
发展规划，不仅仅在腾挪环境容量的问题上
遭社会诟病，2012年的污染总量减排目标没
有达标而遭环保部环评限批2，其工业废水进
入金沙江一级支流螳螂川的排放措施也让长
江委头痛。从流域全局出发，在分析和解决
此类复杂的问题时，不能只看水电理论上替
代火电对节能减排的作用。尤其是新一轮的
城镇化和工业化扩张已经在西南河流中上游
地区呈现遍地开花的态势，问题变得更加复
杂。

    中国的能源问题，一方面需要切实优化
产业结构，形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
逼机制，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从而降低GDP能耗3，在工业生产和民用两方
面大力推行节能降耗的有效措施，最终把需
求端的能耗降下来；另一方面才是在新的经
济增长方式和激励机制下，挖掘和开发可再
生能源的技术和市场潜力，实现2015和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11.4%和
15%的目标，并努力推动非化石能源在2030
－2050逐渐走上主流能源的道路。但是，无
论是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还是努力实
现中国对世界承诺的减排目标，国家发展的
前提仍然离不开本国自然资源的禀赋，而水
资源和淡水生态系统是最重要的生态底线之
一。

寻护河之荐

    报告的第五章尝试用欧美国家水电开发
必须受制于河流保护立法的案例作为“他山
之石”，给中国的决策者以借鉴。第五章分
析比较了美国，挪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
不同河流保护措施，并指出在世界其他各国
水电已受到有效制约。例如美国和德国仍然
保持较大规模的制造业，从他们近二十年的
能源生产结构来看，尽管美、德，尤其是美
国仍然有水能开发的空间，但两国的水电资
源并不是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增长重点。由于

中国的人口众多，依赖河流生存的产业布局
明显，我们在水电开发的时候，应该严格依
照本国国情，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关于河流
保护立法的实践，强调河流生态红线的严肃
性，立法确保野生自然的江河形态不会彻底
被水利开发的项目消灭，在水电开发决策中
坚守生态红线一票否决的标准。

    中国河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以澜沧
江、怒江、雅鲁藏布江和黑龙江为主的大河
流域多为国际河流。西南江河中，中国作为
上游的发展中大国，在水利开发的问题上总
会遭遇下游国家的各种意见和指责。并且中
国的水电公司在下游国家协助开发其水利资
源时，也面临着社区的种种冲突。我们认
为：友好近邻，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跨国
外交政策一定是高于水电公司经济利益的国
家利益所在。希望在具体的执行中，不要出
现关系颠倒的效果。我们的发展不能离开水
资源，邻国也一样。国家应该实施采纳高标
准的社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公众参与制度
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内外一致地推广和采
用这些准则。
 
推治河之计

    我们在最后一章中提出民间组织的建议
和呼吁，希望决策者能够从多年水电开发的
教训中吸取经验，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不
再将江河成为无序开发，政策缺陷的牺牲
品。并且采取积极措施，划定生态红线，发
展可再生能源和推动河流保护立法。

    为了贯彻十八大三中全会的精神，在江
河治理的工作中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指
导思想，应该树立有利于江河生态恢复和可
持续发展的江河生态文明观以及和谐的、有
底线的、公正的流域大局观。建立和完善江
河治理和水电开发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必须保证江河流域的综合规划及其规划环评
落到实处，必须阻止梯级开发和单体项目审
批程序被置于流域规划之前的错误做法；多
开展水电开发与地质风险的野外研究，公开
论证应该多倾听不同意见，让水电风险的分
析更充分，更让公众信服。水电站项目的决
策必须严格执行项目审批的程序，尽快调研

2 “两桶油”减排不达标遭环评限批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830/c1004-22744740.html
3 中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中国
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
http://news.qq.com/a/20120904/0007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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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三通一平”的意见，尽快废止早已
不合时宜的过时政策，出台新的审批规定：
要求项目必须在主体工程环评审批程序彻底
走完之后，方可开工。对于数目庞大的水库
大坝群，应尽快完善其管理机制，特别要重
视引入水电公司对水库大坝在整个生命周期
中的终身责任制和分期申请审批制。水电公
司将完整真实的经济责任转嫁给纳税人的行
为如果得不到抑制，水电开发加速快上的热
劲就不会消退。同时，江河生态红线的划定
必须尽快落实到地面，在已建和未建保护区
的河段开展及时，抢救性的研究和红线划定
工作。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动河流的立
法保护。

    最后，我们要发出两项特别的呼吁：

    1：考虑到小南海水电站对侵犯江河生
态红线的示坏作用，我们呼吁撤销小南海电
站项目。同时，恳请国务院撤销环保部最后
一次（2011年）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
家级保护区的修边决定，以保证长江上游的
保护区生态红线不再面临新的电站建设的威
胁。

2：暂时搁置怒江五个梯级的开发计划，寻求
已建电站中增加发电出力的潜力，同时帮助
怒江峡谷的人民寻求与自然、文化更加协调
发展的新出路。出台新的河流保护法规，赋
予原生态自由流淌的河流和河段新的价值。
给中华民族世代继承和享受的河流自然遗产
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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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护江河之惠 —— 河流的价值

澜沧江边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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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丰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
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

你从远古走来，巨浪荡涤着尘埃；你向未来奔去，涛声回荡在天外，
你用纯洁的清流，灌溉花的国土；你用磅礴的力量，推动新的时代，
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

        啊长江啊长江

长江之歌（歌词作者：胡宏伟）           

    正如长江之歌中赞美的那样，长江的母
亲情怀，浇灌着大面积的国土，孕育了我们
的文化，从源头跨雪山，越高原，辟峡谷，
形成湖泊和湿地，从远古一路走来，川流不
息，循环往复。没有任何一种自然资源像水
一样与人类息息相关，像河流一样影响到人
类生活，历史文化，以致民族文明的多个方
面。河流不仅为人类带来了饮水和灌溉，促
进了农业和渔业的发展；也作为关键的生态
系统，支持着众多陆生和水生生物，以及
它们之间的能量交换与生态作用。壮丽的峡
谷，广阔的河谷平原，脆弱的河流源头和奔
腾的入海口，是河流创造的独特景观。河岸
文明被埋葬于地下的文物，河流边乡村与城
镇的独特建筑、民俗，是河流留下的文化遗
产。

    在远古时代甚至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对
河流始终是敬畏、依赖的关系，虽然对河流
有一定的改动开发，但改变河流的能力始终
有限，使河流能够持续天然的存在方式，完
成由陆到海的完整生态系统。而在工业革命
之后，由于大规模空前集中的人类活动影
响，和对自然的巨大改造，现今世界范围内
的许多河流都面临巨大压力，濒临重重危
机。自古以来，河流的危机就是人类的危
机，河流的兴衰与文明的兴衰彼此并行。不
论是一度辉煌后来陨落的巴比伦文化，剩下
一片废墟的玛雅文化，还是消失在茫茫大漠
的楼兰古国，都与生态破坏、水源枯绝、河

流断绝有直接的原因。这些历史中的洪钟，
时时在警醒着今天的人类。

    这一章主要介绍河流在生态、文化、和
经济方面为人类所带来的重要价值。为了评
述中国河流的现状和遇到的问题，首先要认
识、肯定和感恩江河之惠，才能带着全局合
理的生态观看待发展与河流的问题。健康的
河流是生态文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正
确的对待河流，认识并保护其巨大的价值，
为子孙后代留下独特的生态、景观和文化福
祉，才能更好的建设生态文明， 哺育滋养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河流的生态价值

    水资源是对人类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
一。全球的淡水系统虽然只占小于世界表面
的1％，但却承担着对人类生活最重要的一些
生态功能。河流提供了许多十分重要的生态
服务，首先是淡水系统直接的供给服务，供
给淡水和支持农业及渔业的生产；另外河流
可以自身净化水质，调节洪水，沉积泥沙，
具有调节服务功能；河流也具有文化服务的
意义，创造休闲娱乐的机会，具有审美意义
和精神价值。支持以上三种生态服务的是淡
水系统自身的支持功能，维持生物栖息地以
及营养物质的循环。即使不是所有的生态服
务价值都可以显而易见的转换为经济价值，
河流的生态服务价值仍是其经济文化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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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服务

从生态系统中直接获取的产品
• 食物
• 淡水
• 能源
• 纤维
• 生化物质
• 基因资源

调节服务

从生态系统的调节过程中获取的
利益
• 食物
• 淡水
• 能源
• 纤维
• 生化物质
• 基因资源

文化服务

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非物质
利益
• 精神宗教
• 休闲娱乐
• 生态旅游
• 审美价值
• 教育意义
• 独特景观
• 文化遗产

支持服务

为了其他生态系统服务能够产生所需的生态服务
• 土壤形成
• 营养物质循环
• 原始生产
• 栖息地／生物多样性

千禧年生态系统评估框架（2005年）4

根本，也是其自身最重要的价值。
    
    河流与中国对世界承诺的2020减排目标
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三个承诺目标中：1）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2）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
达15%左右；3）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
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
米。第三条承诺则是对水资源和土地覆盖的
承诺。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健康的河流
以及其完善的生态系统过程，与其他的生态
系统例如森林、湿地，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重
要基础。水资源、湿地和森林之间的生态关
系，代表着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和生
物圈之间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森林在水文
循环系统中对水面和陆地的蒸腾和蒸发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流域内水的循环
走向和储存5。流域内的森林和水之间的关

4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2005)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Wetlands and water, Synthesis. Available 
online: http://www.millenniumassessment.org//proxy/Document.358.aspx
5 http://climate-l.iisd.org/news/global-network-of-river-basins-workshop-discusses-climate-change-adaptation/
6 水资源，湿地和森林－理顺生态、经济和政策的关－生物多样性公约技术报告第47，2009 Water, Wetlands and 
Forests: A Review of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Policy Linkages
http://www.cbd.int/doc/publications/cbd-ts-47-en.pdf  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环境署，国际湿地公约组织联合报告
7 Margaret A. Palmer, Dennis P. Lettenmaier, N. LeRoy Poff, Sandra L. Postel,  Brian Richter, Richard Warner Climate Change 
and River Ecosystems: Protection and Adaptation Options，Environmental ManagementDecember 2009, Volume 44, Issue 6, 
pp 1053-1068 
8 Declan Conway From Headwater Tributaries to International River: Observing and Adapting to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Nile Basi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Volume 15, Issue 2, July 2005, Pages 99–114

系部分地决定了湿地和河流的水量大小，以
及生物多样性及其他生态服务，也包括对农
业、水体净化和水能资源的服务6。河流流域
境内的气候地质条件、植被覆盖和物种特征
决定了河流系统的特征7。河流作用下不同
形式之间的能源转换、环境效应、营养物质
的交换存在着动态的平衡。所以，河流的生
态服务不能独立于流域内物种、其他生态系
统、土地覆盖类型等特点来独立看待。河流
的健康是流水生态系统的关键，直接决定着
物种和群落栖息地的健康；保持健康的河流
生态系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保障8。 近
年来，由于三峡大坝的影响，洞庭湖和鄱阳
湖的湿地面积在缩小，极有可能已经影响到
两个湿地作为重要碳库的作用。
    河流系统属于淡水生态系统中的流水生
态系统，由淡水和河岸以及近岸物种群落组
成。河流包含三个立体的交流：纵向上，河
流与地下水相交，地表上，从山上流入海
中，横向上河流覆盖冲击平原，流域面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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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河流从源头到入海口具有动态性，并且
形式上不断变化。河流的干流与支流连接，
也与湖泊湿地连接，最终与河口和海洋生态
系统连接，在空间上层层重叠，互相依存和
连接，形成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这对生态
系统中能量物质和生物的流动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还。一条河流从源头到入海口，完成的是从
路上到海洋的能量交换。河流的泥沙带着许
多微生物来到海洋，许多海洋内的生物依赖
这些泥沙中的养分生存。

    河流淡水系统为陆生和水生生物都提供
了重要的生态服务。河岸系统，特别受洪水
冲积的地区，是陆地和流水生态系统的过渡
区，和主要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河漫滩是
鱼苗生长的温床，树木残体可以做筑窝材料
并且为许多生物提供营养物质。河岸的树荫
控制水温也产生生态作用。陆地的生态物种
主要居住在岸边，河流和河岸的连续性也为
陆生生态物种提供了水、食物、庇护所和迁
徙通道9。

河流是生物多样性的保障

    与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相比，虽然淡水
生态系统仅占地球表面非常小的面积，但是
它却容纳丰富惊人的生物多样性。淡水生态
系统占所有物种总数的近12％（尽管淡水河
流和湖泊只占世界水域的0.008％），41％的
已知鱼类物种和几乎25％的脊椎动物都聚集
于此10。河川溪流的流动性和连通性为特有的
生物创造出多样丰富的生境。河水的流量、 
深度、水源、水流的时间变化也决定着系统
内有机生物的种类。

    河流的上下游连通性，对整个系统的能
量转换起到重要作用。从源头到河口沿岸的
植物群落变化，是产生生物多样性和变化适
应性的重要原因。一个个连续的本地植物群
落廊道、生物群落生境和食物链，也随河流
从源头到河口变化。河流生态系统受到物理
化学水文等因素影响，产生了生物群落结构
和物种差异。不同物种之间互相作用，使各
个河段中的群落变化都强烈影响着附近河段
中的群落变化。

9 TNC（大自然保护协会），《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实践指南》2010年9月版
10 Stiassny, M.L. 1996. An overview of freshwater biodiversity: With some lessons learned from African fishes. Fisheries 
21(9): 7-13

    包括植物、鱼类、贝壳类、爬行两栖、
昆虫、微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的多种物
种，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都要依赖淡水系
统内的物理、化学和水文作用及生物间的相
互作用。河流健康不仅关乎物种，也关乎到
物种之间的影响。长江的洪水曾经使大量鱼
类在低洼地带摄取食物进行繁殖，并将低洼
地中的大量有机物质送回到河流当中。长江
上游的珍稀特有鱼类，在上游产漂浮性卵，
幼鱼逆流而上长成成鱼，要依赖一长段激流
的江段才能完成自身的生活史。而在大量鱼
类洄游之时，这些鱼类为陆生的动物提供了
一场真正的“流动的盛宴”，熊、狼、鸟类
此时都得到了捕猎的机会。

二． 河流的文化价值

    人类的文明史自古以来都与河流的兴衰
密不可分。许多古老的文明在伟大的河流旁
发源。尼罗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
域、印度的恒河、以及中国的黄河，都孕育
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我们的社会与河流
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河流为社会提供淡
水、鱼类、农业用水和运输航道。不论在城
市还是乡村，人类与河流的联系都紧密不可
分割。河流提供了文化服务，具有精神宗教
意义、生态旅游休闲功能、审美教育意义。
河流的独特景观与文化传统遗产息息相关，
并决定了很多民族的基本特点。

    由于人类自远古就在大河流域活动，历
史上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河流的两
岸，学者Lewis Mumford认为人口的流动带
着各种制度发明和货物，沿着大江大河的天
然公路而四处蔓延，在地上地下都留下了可
观的文物遗址。有形的文物包括了建筑、雕
刻、工艺品、墓葬、遗址、人工器物等，无
形文物包括表演、音乐、技术、工艺等等。
另外民俗还包括生业、信仰、一年的例行活
动等风俗习惯，以及在艺术和历史上游价值
的文物如古坟，城址，庭院，桥梁，海滨，
矿物等等。

河流是文化多样性的通道

    中国的西南地区群山绵绵，峡谷弥补，
自然环境复杂多样， 横断山脉的流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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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南北走向，独龙江、怒江、澜沧江、金沙
江、大渡河、岷江等等。文化由自然、社
会、历史三重现象交互构筑而成，这一带区
域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民族文化最丰富的
地区。西南峡谷地区的地貌和生态特征，使
这一带一方面与外界呈现隔绝的状态，从而
显示出封闭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又使它成
为了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和走廊。山
重水复地区，河流和山脉往往决定了民族走
廊的路线和通道，江河冲刷的缓坡和平坝成
为了民族融汇的舞台。

    河谷地区的藏族、彝族、傈僳族、怒
族、独龙族，同坝区和山区的这些民族相比
较，我们发现河谷民族的神话、传统节日、
古老的祭祀等文化事象上都留下了江河的烙
印。同时，河谷作为迁徙通道和文化传播的
来源，更多的保留了原生态的文化形态。这
些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之所以令世人注目，就
因为它较完整的保留着特有的文化个性。11由
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西南河谷地区成为了
中国民族文化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西南民族
文化所具有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不是
其他地区的文化所能够替代的。金沙江虎跳
峡河段属于 “三江并流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整个河谷地带还有大量的古代石棺墓以
及火葬墓群，岩画碑刻，文物古迹尚未进行
过普查发掘。石鼓、巨甸等古镇和车轴、吾
竹、茨科、新隆等村庄，建筑保存完好，文
化沉积十分丰富12。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可

11 黄光成，《澜沧江怒江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
12 萧亮中，“大河流域水坝建设与潜在移民、文化遗产的关系及协调” 《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

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中重要的见证。从晋朝
便有对三峡的记载，郦道元在《水经注》也
引南北朝时期盛宏之《荆州记》中句“自三
峡七百里中……”，巫山人的活动遗址、巴
人的象形文字、奉节锁江铁柱、大昌古城、
张飞庙、古墓群、古民居、古栈道石孔等等
都是我们未曾解读明白的先人创造的灿烂文
明，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

三．河流的经济价值

    河流直接供给给人类食物、淡水、能
源、纤维、生化物质等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
服务，并且为运送商品交换提供了天然的交
通通道，人类对河流的改造，使其灌溉农
田，筑坝发电，水生养殖，直接带来了各种
经济收入。由于河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极其肥
沃，许多地区河流里的鱼类是人类生活餐桌
上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河流蕴涵巨大的景观旅游休闲价值

    奔腾的河流，惬意的沙滩，峻峭的山
谷，以及美丽的滩涂，都是河流经过几千
万年所形成的景观。人们在自然之中，可垂
钓，可漂流，可休闲娱乐。怒江第一湾的壮
美峡谷，以及激烈的白水适合漂流运动；大
渡河峡谷北岸的大瓦山是世界少见的高海拔
平定高山；澜沧江源流之一扎曲的高原草
甸，其秋色层林尽染不输挪威大峡谷；青藏

怒江大拐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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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rauman et al,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 Overview Highlighting Hydrologic Services Annual Review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2007.32:67-98

高原上各大河流的源头包含神奇壮丽的雪
峰、冰川、湖泊和温泉。

    1600年前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中写道
三峡的美景“至峡口一百里许，山水迂曲，
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
壁或千丈许。又其石形容，多所象类。林木
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
泠不绝。”自由奔腾的江河与美丽的高山峡
谷，应当留给当代和子孙后代们进行休闲旅
游。生态旅游可以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和可
持续的发展，比发展粗放型经济和水电开发
更利国利民。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产阶级对休闲旅游景观的需求不断加大，
保护良好河流景观的价值更进一步增加。河
流峡谷周边流域的自然景观奇特，生物多样
性丰富，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全局性地位，
如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游独一无二和非人
工再造性。这是不可被取代的非经济价值，
并且可以转换为该地区潜在的经济价值，比
如三江并流地区如成为世界顶级旅游地，发
展可持续的生态旅游，周边产业还可以直接
带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

价值估算与生态眼光

    上个世纪，人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狭
义的局限于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直接服务的价
值上。自从80年代以来，生态服务的概念提
出，用于描述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利益
和价值13。许多生态服务价值的衡量框架，
将生态价值量化，使其应用到决策当中。但
各种量化方法不一，计算的估值也不一。而
渔业的年产量、可供农业灌溉的水量、水电
的最大可开发量和发电量等容易计算出来的
价值，在计算中不仅忽略了对其它生态服务
价值的破坏，也没有考虑到难以用金钱衡量
的生态系统的各项服务的价值，以及若保存
完好在未来会不断增长的附加值。而这种由
人类对河流传统的利用主义价值观所导向的
思维方式，也导致了河流系统所面临的许多
危机。单纯对河水可提供的电力、灌溉和农
渔业资源的考虑，忽略了河流整体的生态属
性，并且造成累积效应，使河流趋向破碎
化，逐渐丧失其生态价值，最终会影响到依
赖河流基本生态作用的人类生活。

危机与价值

    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危机是当今世
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从高排放高耗能的能源
生产方式中走出来，按照向国际社会承诺的
时间表实现减排目标，的确很重要。但是减
排目标的实现不能用刻舟求剑的方法。我们
应该冷静客观地看待高坝大库水电生产方式
对节能减排的贡献比例，不能以牺牲河流生
态为代价。因为适应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
要策略。江河系统与其流域内的森林生态系
统和湖泊湿地生态系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没有健康的森林覆盖和湖泊湿地，气候适应
的行动就失去了依托。

    现在利益集团跑马圈地，河流面临被瓜
分殆尽的危机。缺乏充分的博弈和研究，河
流价值的天平大大向水电的方向倾斜，并且
随时间发展，其他的价值都被牺牲。人类中
心利用主义的利益集团，在决策中占有巨大
的份量，但是代表生态安全、人类福祉的声
音，在江河开发的讨论中声弱蚊蝇。而水电
开发引起的山体破碎、湖泊消失，只是为一
时经济效益，牺牲的却是子孙后代的福祉。
我们再也无法看到古人诗文中所书写的江河
了，袁山松描写的景色已经被三峡库区的静
水所代替。

    敬畏感恩江河给我们的恩惠，是建立有
利于江河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江河生态
文明观的基础。在全世界河流都受到生态威
胁和破坏的时候，健康、自由流淌的河流的
存在，具有不可估计的价值。如果用几十年
甚至百年的事件来实践河流保护，将留给千
秋万代无价的遗产，为科学界，研究者，提
供宝贵的生态基因数据库，为普通大众、子
孙后代保留敬畏感受河川之美的去处。 采取
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眼光，保护河流的生态和
全流域的健康，具有巨大的价值意义，是你
我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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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忆江河之殇 —— 水电的教训

曾面临淹没风险的澜沧江边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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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电是否属于清洁或者绿色能源一直存
在不同的看法。2010年12月22日，环境保护
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凌江在“中国水污染控
制战略与政策创新研讨会”上发言，认为“
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
严重”。14 我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
所总工程师刘树坤在考察完西南众多江河
后，对当下修建大型水电项目的速度及其环
境影响感到担忧，他不认为大型水电是绿色
能源。国外的一些经验认为，水电必须在
1.坝址选择，2.运行和管理，3.生态补救和
恢复措施三个方面均符合要求，才能被视为
绿色清洁能源。但是通常情况下，多数水电
公司都不能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2000年世
界大坝委员会出版的报告《水电大坝决策的
新框架》 明确了七个优先领域的工作；而国
际水电协会推出的可持续水电评价框架也规
定23项关键议题。这些规定与水电的绿色清
洁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可惜中国水电集团在
这些领域内的表现还十分有限。

    今年8月份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
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在野外考察后联合
发布《2013年美丽中国生命长江——长江上
游联合科考科考报告》，并作出警告：长江
上游渔业资源严重衰退，金沙江干流鱼类自
然资源濒临崩溃。 国家“十五”规划以来，
大型水电项目不断提速，大坝选址一步一步
向河流的源头推进。河流生态的退化、地质
灾害的威胁、气候变化导致的河流水量的减
少等生态问题，沿河人民非自愿搬迁的各种
社会问题，及建设水坝成本高昂等经济问题
均在日益显现出影响。

    无论是大坝总数还是装机总量，中国无
愧是水电大国。2013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
查公报》的数据显示 15，我国共有水库98002
座，水电站46758座。以2011年媒体报道过的
数据为据，中国已建和在建的30米以上的大
坝约5200余座，其中坝高100米以上的大坝有
140多座。到2010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已
达到216GW，水电装机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

的22.3%；2010 年全国水电发电量6867 亿千
瓦时，占全国发电量的16.2%。

    进入21世纪，中国水电开发的特征是：
水电开发增长速度总体较快，近10年来增幅
更为显著。水电工程向高坝大库方向发展，
百米以上大坝的数量中国已经独占鳌头。水
电工程向梯级滚动开发方向发展。西南江河
水电开发已触及河流敏感“险滩”和“中华
水塔”的关键水源地——金沙江，澜沧江和
怒江的上中游等高原民族聚居地和江河源头
流域范围。这些地方既是公众参与工作的敏
感点和难点，也是生态研究工作的薄弱环
节。而且西南河流除了主干上大坝密布，支
流上也水库、水坝密布。实地调查的证据让
我们有理由相信，与这些支流水电站相伴存
在的还有大量的矿产开采和冶炼活动。以清
洁生产著称的中小水电站实际上就是为了广
布的矿产开发才修建的。而这两者对西南江
河生态系统的破坏不可低估。

    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着手并挽救因水电
过热开发导致的江河生态危机。“十二五”
和“十三五”将是关键的时期。对此民间组
织基于在江河问题上的参与实践，看到江河
开发中存在的教训和问题，希望得到决策机
构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本文将从以下方面分
别论述：1.电站决策和审批的制度性缺陷,包
括：江河规划本末倒置、公众参与主体性被
边缘化和未批先建的乱象。2.电站移民的难
题。3.电站建设对江河生态的影响。4.西南
水电的地质灾害隐忧。5.已建大坝的生命周
期及管理和成本问题。

2.1 电站决策和审批缺乏制度的保障

江河规划的程序与规划环评问题

    1956年国务院安排长江流域规划的编制
工作，于1959年正式提出《长江流域综合利
用规划要点报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
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新要求，1983年国家
计委报经国务院批准，开展长江流域规划修
订，1990年国务院以国发[1990]56号文批准
了《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简要报告》（1990
年）。2007年1月5日，全国流域综合规划修
编工作会议部署了新一轮长江流域综合规划

14 http://www.time-weekly.com/story/2010-12-30/1533.html
15 中国完成首次水利普查 水电站逾4.6万个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26/c70731-209236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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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编工作。2012年12月获得国务院批复。 新
的规划主要在完善流域防洪减灾措施、水资
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水资源与水生态环
境保护、流域综合管理四个方面着眼，以近
期和远期目标为指引，力争从四个方面改变
流域经济社会面貌。16

    在河流上修建水利水电工程，涉及到水
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水资源综合利用各部门(如防洪、发电、航
运、灌溉、供水等)之间的关系，干 、支流
之间的关系，河流上下游、左右岸之间的关
系，有的还涉及本流域与邻近流域的关系。
如果不做好流域综合规划，不以流域综合规
划为依据，而单纯从某一条河流，甚至某一
河段、某一电站发电效益最大、水能资源利
用最充分来考虑水电规划和电站规模及其开
发和运行方式，则可能给河流生态环境保护
和水资源综合利用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甚
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必须以流域
为单元进行水资源综合规划和统一管理17。
水电建设必须在流域综合规划的指导下，合
理、有序地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规定:“开发、利用、节约、 保护水资源和
防治水害，应当按照流域、区域统一制定规
划，规划分为流域规划和区域规划，流域规
划包括流域综合规划和流域专业规划；区域
规划包括区域综合规划和区域专业规划”
，“流域范围内的区域规划应当服从流域规
划，专业规划应当服从综合规化”，“建设

16 开启江河开发治理保护新篇章－聚焦中国七大流域综合规划 （修编）《长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解
读，水利部网站
http://www.mwr.gov.cn/ztpd/2013ztbd/2013kqjhkfzlbhxpz/lyxj/chly/cjlyqwjd/201305/t20130527_436311.htm
17 邱忠恩，《在流域综合规划指导下加快水电建设》，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5年，第25卷第6期
18 常剑波,陈永柏,高勇,等。《水利水电工程对鱼类的影响及减缓对策》[C]. 中国水利学会2008学术年会论文集
（上册）.2008. http://ir.ihb.ac.cn/handle/342005/14570

    国内的很多调查也表明，一些对河流生
态系统完整性依赖性较强的土著或特有生物
的资源下降、局部消失甚至灭绝，与修建大
坝而没有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存在较密切的
关系。然而，我国在20世纪后期制订的大部
分流域的综合利用规划，仍然是以修建梯级
大坝开发和利用水资源的思路为主导,如《
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1990年修
订）》就明确指出在上游江段，将采取梯级
开发的方式以充分利用水能资源。一旦该规
划全面实施，长江上游的河流生态系统将被
梯级水库所取代。目前生活在该地区的大部
分鱼类，尤其是绝大部分长江上游特有鱼类
完成生活史所需要的、河流生态系统特有的

环境条件将不复存在，很多鱼类的种群数量
将因此而缩小，甚至可能灭绝。因此，如何
采取措施协调好流域水资源开发与水域生态
保护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解决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的课题。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鱼类的各种影响,尽
管因河流的形态与地理位置、工程的结构与
调度方式、鱼类的种类等而有不同的表现， 
但就某一特点的河流和工程而言，各种因
素的影响是相互叠加的，而且随时间的推移
而积累。因此，除了针对各种不同的影响开
展相应的措施研究外，在流域层面上对河流
的开发与保护进行统筹规划，从规划的角度
避免对水域生态系统的严重不利影响，对维
持河流的生态可持续性是十分重要的。作者
建议将过去以水资源开发和利用为主导的流
域规划，从满足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和功能
可持续性保护的角度进行评价并作必要的修
订，以保障我国江河流域和社会经济的可持
续、协调发展。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将鱼类
及其栖息环境作为核心保护目标,以便在完成
对鱼类资源保护同时，达到对水域生态进行
综合保护的目的。

水工程，必须符合流域综合规划!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中国长江
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专家针对水利水电工
程对鱼类的影响及减缓对策18专门指出：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政水资源局的专家曾
撰文指出：维护长江健康生命，是长江流域
规划的最基础工作，也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
导思想,要从实体与程序上对实现长江流域规
划中的生态目标法定化。应将保护生态、保
护河流的生命作为流域规划工作的制高点。
长江流域规划的“四大体系”，均应提出法
定的生态要求：长江流域应建立防洪保安体
系、水资源综合利用体系、水生态与环境保
护体系和流域水资源管理体系等四大体系。
对水电部分的规划，应注意把水坝放在国土
整治、改善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局中
去规划，注重对水环境、水资源保护及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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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余富基，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政水资源局，《对长江流域规划生态问题的法律思考》 水利规划与设计， 2006年
第5期
20 余富基、张华忠、李远超，《水坝建设应该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人民长江》，2005年7月第36卷
21 马建华、雷静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概
要》，《中国水利》，2011
22 《三峡南水北调工程影响生态 长江无鱼可捕》2013-12-17  《瞭望东方周刊》
http://news.163.com/13/1217/09/9G9NA93S0001124J.html

程建设对水生态系统的影响的反映。应将开
发利用控制在长江生态系统可接受、可自我
恢复的范围和能力以内19。对流域进行规划
的同时，还要建立起一套针对流域规划的环
境影响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与技术标准体系
相结合的规划环评模式。在长江流域对水电
开发规划的环评中，还要特别注重评价梯级
水电站项目的累积影响。规划要做到系统全
面，除做好流域综合规划、区域综合规划中
的水利水电部分外，还要特别注重做好库区
综合规划与库区各项专题规划，并将灾害和
风险管理纳入规划20。

    到2010年为止，我国的水能开发已经达
到可开发量的一半，许多大型水电工程已经
在建，而最新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并未发
挥指导水电开发的作用。最新修改的《长江
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是在2008年送审报批
的。作为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指导
性文件，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流域水资源开
发、利用、配置、节约、保护与管理及水害
防治工作的重要依据。长江流域的水资源配
置和布局要充分考虑三峡工程、金沙江梯级
水库、主要支流控制性水利枢纽特别是南水
北调等大型水资源调配工程建成后对流域水
资源配置的影响21。

    可是，至今环保组织仍未能够在公开渠
道看到这个规划，无从了解该规划的规划环
评的具体条文。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
后，有关生态红线的划定和管理工作如何体
现在最新的规划中？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部
分水电站的项目环评公示，反复印证了我国
流域规划仍然远远落后于水电开发规划的现
实。在本报告交付印制的最后一刻，又传来
消息：四川省攀枝花市正在为金沙江下游的
金沙水电站争取“三通一平”的审批，而中
科院院士曹文宣接受《暸望东方周刊》专
访，在描述水电集团疯抢地盘时，道出违背
长江流域规划的又一个“天机”：“例如，
金沙江中游在建的金沙、银江水电站，并没
有列入长江流域水电规划，是攀枝花地方政
府在建设，这是不对的。这两个非规划水电
站的修建，很可能使圆口铜鱼最后一块栖息

繁殖地消失殆尽22。我们还将在报告后阐述水
洛河支流开发与金沙江中游干流水电开发的
混乱关系，这也是流域规划指导缺失的顽症
所致。

    专家认为减缓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不利影
响的主要对策，首要在于通过统筹流域的开
发和保护规划限制项目上马，其次才是工程
补救措施。比如建设帮助鱼类上行和下行的
工程设施、人工增殖放流和建立自然保护
区、限制捕捞、以及关键栖息地的保护和恢
复、还有通过水库的在调度实现大坝的生态
调度。可是，有的工程虽然部分地开展实验
性工作，但是仍然以科学研究为主。也谈不
上可以对单体水坝项目的生态恢复工还提供
有把握的工程补救措施。中国水电建设已进
入生态制约阶段，规划不能再固守“只问水
头，不问生态”的“水能河流观 ”，当前在
流域内出现的水电无序开发的状况，岷江等
地出现的部分河段脱流、水土流失加剧等生
态与环境问题，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诚然，人类认识生态和环境的方法不断
完善和意识在不断提升，人类改造自然的能
力也在不断增强。先进的管理政策和管理工
具需要得到社会的接受并转化为一致的行
动，方可发挥作用。新上项目必须遵守新的
政策，甚至审批部门要有搁置等待的勇气，
避免水电公司乘机故意抢得先机，规避新政
策的管制。面对无告的河流生态，既得利益
集团所抢到的时间和先开发的机会会招致满
盘皆输的厄运。 

公众参与主体性的边缘化

    每一次参与单体水电项目环评报告公示
活动，每一次针对水电项目申请信息公开，
均使环保组织体会到：水电站建设中的公众
参与形式大于内容，而且公众的位置卑微，
环保的声音远弱于水电开发和地方特殊利
益。我们以环保组织紧追了四年的小南海电
站为案例（见图2和表格1），来展示和分析
环保组织参与环评过程的边缘化和弱势问
题，及其招致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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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民间组织的行动 政府和业主的回应

2009年8月，多家环保组织致信重庆市政府，建议放弃经

济效益有限而环境影响巨大的小南海水电工程，协调三

峡电站用电。

2009年10月，多家环保组织发出公开信，呼吁参与国家

环保部保护区修边的专家守住学术良心的底线，本着

对今世后代负责的原则，投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庄严一

票。

2009年11月9日，多家环保组织向环保部递交申请函，申

请由每个组织各派一位代表，旁听将在当月召开的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的年度会议。

2009年11月10日，环保部自然生态司致电自然之友，表

示当次专家会议不会出现小南海议题；环保部将讨论在

以后类似的会上是否可引入公众参与性质的旁听；但后

无下文。

2010年10月底，自然之友致电环保部生态司，询问2010

年保护区调整的专家评审会是否讨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

鱼类保护区修边的议题。得到环保部回答：还不清楚。

2010年11月1日，得到环保部证实：环境保护部专家评

审会在环保组织不知情的情况下全票通过自然保护区修

改计划。

2010年12月1日，多家环保组织致信环保部，要求就调整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涉及公众

重大环境利益的决策事项召开听证会。

2011年1月，环保部在网站上发布1号公示，长江上游珍

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已经被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评审委员会通过。

2011年1月24日，包括翁立达、旺松、解焱在内的多名专

家学者向环境保护部生态司发出拯救长江上游珍稀特有

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公开信。

2011年1月18日，自然之友向环保部申请三项信息公开，

分别是长江上游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项目调整申报书、

综合考察报告和专家评审会记录。

2011年2月10日，环保部就信息公开申请进行答复，答

复认为申报书和综合考察报告系农业部填写和编制，应

当向农业部申请信息公开；专家评审会因实行打分制，

没有会议记录。

2011年2月17日，自然之友向农业部申请公开项目申报书

和综合考察报告。（随后2012年1月初，自然之友得到被

农业部回绝不予公开的考察报告）。

2011年3月9日，农业部就自然之友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

复，认为“申报书”“综合考察报告”属于过程性信

息，不予公开。

表格1 小南海电站公众参与重要事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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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7日，自然之友向向环保部申请专家评审会的

打分记录和评审专家名单。

2011年3月9日，环保部答复，认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规定，“

打分记录” 属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认为“专家名

单”中专家任期为五年，为了保证今后三年评审工作正

常开展，不予公开专家名单。

2011年2月28日，著名作家张抗抗向社会公开其关于慎建

小南海水电站的政协提案。

2011年2月28日，地质学者范晓向国务院总理、发改委、

环保部、农业部、水利部等部门和地方负责领导发出公

开信，呼吁不对保护区进行调整，阻止小南海电站上

马。

2011年3月24日，自然之友就农业部回复提起行政复议。 2011年5月23日，农业部作出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过

程性信息”的认定。

2011年6月3日，自然之友不服农业部关于行政复议的决

定，向国务院提起最终裁决申请，并要求依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对“过程性

信息”进行合法性审查 。

向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申请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2012年2月23日，小南海水电站“三通一平”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进行信息公开，建设单位为中国长江三峡

集团公司，环评单位为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2012年3月3日，包括自然之友在内的8家环保组织及个人

向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就小南海水电站“三通一

平”工程发出致函，希望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能

够重视水电项目可能带来的不可逆转的生态影响，客观

真实陈述小南海水电项目将带来的环境和社会代价。

2012年3月10日，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对致函回

复：将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技术要求，依照《

关于加强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

步加强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精神编制好小南

海水电站“三通一平”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2年3月16日，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就小南海水电站“

三通一平”工程环评简本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日；该

环评简本并未对长江上游珍稀鱼类的影响作出评价。

    2011年，重庆市政府为了实施市政府有
史以来最大的单体投资项目，出面推动调整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范围和功能区划，将小南海水电站坝址所在
江段划出了保护区。
    
    该保护区始建于1996年，为缓解三峡工
程对长江流域鱼类生态环境的影响，四川省
政府在上游的泸州至宜宾新市镇分别建立了
两个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一年之后，
这两个保护区合并成为“长江合江雷波段珍
稀鱼类省级自然保护区”。2000年，该省级
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就在当
年，保护区里被规划了两座水电工程：向家
坝水电站和溪洛渡水电站。两座水电站建成
后几乎首尾相接，直接导致保护区的核心区
成为库区，完全丧失流水生境，导致90%的白
鲟（天然）产卵场、50%的达氏鲟（天然）产
卵场丧失。为给这两座水电站让路，2005年
4月，国务院批准农业部关于该保护区的调
整方案。据报道，上届政府总理对此事有专
门批示，建议不要反复修改保护区。遗憾的

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再次被修
改边界。
 
    从2006年到2009年有关小南海电站对鱼
类影响的论证过程，多次的论证会和结果不
仅事前没有公开通知，会议结论和相关报告
也没有公布，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公众参与和
咨询的机会。而在2009年之后的多次互动
中，环保组织的公开信没有得到任何部门的
直接回应，没有任何部门愿意开展对话和交
流。面对信息公开的申请，多数机构都采取
应付敷衍的方法，或者直接回绝申请。公众
对政府回复不满意，并向更高级别的部门提
出审核时，得到的只有石沉大海一般的沉
默。

    环保组织从2008年小南海电站再次提上
议事日程后，开始密切关注长江上游珍稀特
有鱼类保护区的修边程序和小南海电站项目
的审批程序，历经了从2009至2012四年的持
续努力。但是小南海电站不仅突破了保护区
的生态红线，而且充满诟病地登上了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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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2月25日，云网转发《丽江日报》
消息说，梨园电站前期筹建工作进展顺
利。鸣音至梨园水电站进场公路设计招标
已经结束，正在进行公路勘测设计工作。

 
• 2007年6月8日，中国建设招标网发布梨园

项目介绍称，该项目由国家发改委审批，
总投资160亿元，建设周期为2008-2016
年，资金已全部落实，目前正编制可研报
告。

 
• 2007年11月29日，中国建设网报道，中铁

四局二公司梨园项目部承建的金沙江中游
水电站进场梨园公路第四合同段路基全面
开工。该段85%的路段穿越原始森林区。

 
• 2008年1月3日，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

局报道，云南梨园电站进场公路工程施工
全面展开。

 
• 2008年3月20日，云南金沙江中游水电开

发网报道，梨园水电站导流洞1＃施工支
洞正式开工，为实现2009年大江截流目标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2008年5月19日，梨园水电站“三通一

平”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
示在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网站上登出
（20080406）。

 
• 2008年7月25日 金沙江中游河段梨园水电

站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首次公示——云
南省环境保护厅政府信息公开网站。

发布的“十二五”能源规划水电开发名单。

未批先建的乱象和硬伤

    在这一部分，我们会首先以金沙江中游
一库八级电站建设的梨园电站为例，通过回
顾其审批和建设的大事记，来审视金沙江一
库八级电站中未批先建问题的普遍性。最后
再分析一下未批先建背后的原因。  

    1999年编制的《金沙江中游河段水电规
划报告》,于2002年4月通过国家计委、水利
部、交通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
国家电力公司、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和四
川省、云南省专家的评审。 2003年1月，国
家计委办公厅印发金沙江中游河段水电规划
报告审查意见， 梨园电站是金沙江中游梯级
开发的第三级电站（见图2）。

• 2008年12月10日，中国水利水电工程网报
道：网民向我网反映梨园水电站施工质量
问题，称：“梨园水电站导流洞工程1#导
流洞K0+989---K1+000：2#导流洞K1+010-
--K1+026此两段在塌方后的支护无报检报
验程序，在1至2米深的大塌方下支撑钢格
架后，就开始喷混凝土，然后把喷混凝土
段俩头封堵中间还是空腔，并且也用无规
范的锚杆锚喷……”。

 
• 2009年4月8日NGO人士通过梨园水电站入

场公路做实地考察，全程91公里，穿越了
很多原始森林。

 
• 2009年8月，金沙江中游河段梨园水电站

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在七彩云南网上
刊出，评价单位是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
勘测设计研究院。

 
• 2009年10月24日，民间组织来到梨园电站

施工区南岸，拍摄到的梨园电站导流洞出
口，建设已经基本完成。

 
• 2009年11月4日，环保组织提交《关于金

沙江中游梨园水电站的意见书》。

• 2010年5月12日 环保组织再次来到拍摄到
梨园电站准备截流的场景。

 
• 2010年11月30日，没有通过环评的大江已

经截流。
 
• 2010年10月18日，环保组织收到施工单位

的《梨园水电站公众参与答复》。其中提
到水洛河支流作为珍稀鱼类就地保护的生
境——“如果国家政策支持，建立支流生
态补偿机制，支流的有限制地开发或不开
发（通过收购拆除已建水电站）不是没有
可行性。”

 
• 2010年11月9日，环保组织考察作为梨园

电站鱼类就地保护的支流水洛河，拍摄到
水洛河一库十一级之一的宁朗电站施工现
场。

• 2013年11月， 2013年11月四川凉山水洛
河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固滴、新藏、博瓦水
电站，也就是水洛河一库十一级梯级电站
的第六、第七和第八个水电战的工程建设
钢材正在网上采购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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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电
项
目

环评
简本
公示
时间

公众反馈与行动 业主对公众
意见的反馈

“三通一平”
和未批先建及
其他问题

环保组织和当地公众的疑问

龙
盘

2004年9月各界人士
呼吁将虎跳峡这样
宝贵的遗产留给世
界和子孙后代。

2006年3月虎跳
峡当地村民与
水电勘探人员
及地方官员发
生群体冲突。

水库淹没损失大，移民安置难度大、环境因素
敏感。

两
家
人

与龙盘电站一起重新选址和论证

阿
海

2007
年10
月

2007年11月10日环
保组织和公众对环
评简本做了长篇的
回复

业主做出简
易的礼节性
回复。

2008年12月
29日到30日
环保部组织
召开技术评
估会，两位
民间组织代
表受邀参
加。随后项
目被批准。

2007年2月前，
阿海项目相关
征地工作就已
开始，施工单
位及施工机械
进场，业主营
地场平、导流
洞等工程相继
展开。

• 通过建设阿海水电站，倒逼龙头水电站（龙
盘）的上马
• 影响玉龙雪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重要的虎跳
峡景观；
• 批准淹没部分自然保护区的决策过程公众参
与不足；
• 对于18种长江上游特有鱼类的影响，将支流
水洛河作为替代生境的保护方案。但是水洛河
一库十一级梯级开发已经开始实施，完全没有
替代生境的可能性。
• 梨园电站作为在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规划内
的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在《长江
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的规划环评通过之后才
能予以受理。

梨
园

2009年11月4日，提
交公众对环评简本
的意见。

2010年12月14日，
公众对业主反馈提
交质疑信，并送交
环保部。

2010年10月
18日进行反
馈。

2008年5月”
三通一平”正
式开始，2009
年10月拍摄到
导流洞施工场
面。

• 梨园水电站评价区工程建设不符合《全国生
态功能区划》；
• 梨园水电站正常运行建立在上虎跳峡龙头水
库一定会批准建设的假设上，可能倒逼虎跳峡
上马；
• 淹没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保护区的公众参与
问题
• 明显对金沙江特有鱼类产生不利影响。
• 加剧金沙江水电过度开发的问题;

金
安
桥

2003年开始
筹建 

2006年1月9日实现大江截流，但尚未获得国家
发改委核准，被发改委要求“在未经国务院批
准，以及未按规定经核准之前，不得开工建
设”。

龙
开
口

2009年7月NGOs发出
公开呼吁信：金沙
江开发决策须对历
史负责。

对环保部暂停审批
金沙江中游水电开
发项目的决定作出
回应。

无反馈 未批先建，严
重违法开工。

2009年6月11日，国家环保部以主体工程环评
未获得批准前，非法开工建设主体工程截流坝
的原因，停止金沙江上分属华能和华电的鲁地
拉、龙开口两座电站建设，并令其限期整改。
可是一年后的6月，没有任何公众参与的程序，
两个大型电站悄无声息地通过了整改手续。

鲁
地
拉

观
音
岩

2008年12月31日公
示观音岩项目环评
报告简本

没有反馈 不知道 －峡谷急流生境的消失
－破坏产漂流性卵鱼类的生境
－漂流性卵的孵化过程需要很长的流程，5－10
公里的自然河道显然不够

表格2 公众参与赤字和未批先建的警钟在金沙江中游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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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上有关梨园水电站开发的时间大事
记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从2003年至2008
年间，梨园水电站的审批过程一直在推进，
可是公众对这个过程的知晓都是滞后的，更
谈不上参与和渠道和机会。而且，在2009年8
月刚公布的主体项目的环评报告简本，2009
年10月就已经发现导流洞建设已经基本完
工。其实这时候，项目主体环评报告仅仅是
走过场而已。因为无论有没有意见，项目开
工的事实和耗巨资铺开的建设现场已经造成
覆水难收的局面。主体工程获得批准只是时
间的问题。在表格2中，也可以看出，金沙
江中游一库八级的水电站规划中，八个电
站有七个都多次亮起过红灯。其中三个未批
先建，两个被环保风暴揭露出来，龙头电站
引起大坝周边社区的强烈反对，村民与工程
勘测人员发生了严重冲突，险些引发大的社
会危机。所幸的是，迪庆州政府及时介入，
并承诺群众有反对意见的虎跳峡电站将被搁
置，才平息了危机。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水
电站的审批和决策过程反映出的是中国电站
规划和建设中的深层问题。没有公众参与，
回避流域规划，对生态恢复和珍稀鱼类保护
的措施缺乏有效措施，甚至缺乏基本的诚
信。这些应该成为“十二五”和今后水电决
策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三通一平”的开工规定是未批先建的制
度硬伤。当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中的两个水
电站，鲁地拉和龙开口在2010年被环保部的
环保风暴以未批先建的理由叫停之后，社会
和媒体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未批先建的制
度性问题——“三通一平”的政策。 

    民间环保组织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
会，分别向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递交行政复
议申请书，要求撤销水电工程环评分两步走
的规定，全面叫停金沙江水电站工程建设。
这一要求切中了关于大型水电工程建设法规
的要害漏洞。水电项目建设中层出不穷的“
未批先建”行为，均肇始于“两个工期”的
设定，或者说是关于“开工”的界定。

    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12月3日发布、2008
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
业标准－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DL/
T5397-2007）》，将大型水电项目工程建设
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工程筹建期、工程准备
期、主体工程施工期和工程完成期。其中，
前两个阶段的工作包括：对外交通、施工供
电、施工通信、施工区征地移民、招投标、

施工场地平整、场内交通、导流工程、施工
工厂及生产生活设施等内容；主体工程包括
永久挡水建筑物（水坝等）、泄水建筑物和
引水发电建筑物等土建工程及其金属结构和
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等。该标准的起草单位，
是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及其下属的研
究院。标准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经
国家发改委发布，由电力行业水电规划设计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并负责解释。完全由
电力部门制定的这个标准。该标准将水电建
设总工期拆分成两大部分：筹建期和准备期
为第一部分，可以统称为“前期工程”；主
体工程施工期和工程完成期为第二部分，可
以统称为“主体工程”。

    遗憾的是，原国家计委不仅认可了这种
划分，更是将“主体工程”而不是“前期工
程”的开始建设，定义为项目正式“开工”
。根据国家计委印发的《关于基本建设大中
型项目开工条件的规定（计建设［1997］352
号）》，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的开工条件是
项目法定已经设立，项目初步设计及总概算
已经批复，项目资本金和其他建设资金已经
落实，项目施工组织设计大纲已经编制完
成，项目主体工程（或控制性工程）的施工
单位已经通过招标选定，施工承包合同已经
签订，项目法人与项目设计单位已签订设计
图纸交付协议，项目施工监理单位已通过招
标选定，项目征地、拆迁和施工场地“四通
一平”工作已经完成，有关外部配套生产条
件已签订协议，项目建设需要的主要设备和
材料已经订货，项目所需建筑材料已落实来
源和运输条件，并已备好连续施工三个月的
材料用量。

    更为不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正式实施（2003年9月1日）一
年多以后，国家发改委和环保总局联合发布
了一份《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
环发2005 13号）。这份通知名义上是加强水
电项目建设的环境保护工作。该条款称，“
考虑到水电工程位置偏远，“三通一平”等
工程施工前期准备工作时间长、任务重，为
了缩短水电工程建设工期，促进水电效益尽
早发挥，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之前，
可先编制“三通一平”等工程的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经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后，开展必要的“三通一平”等工程施
工前期准备工作。”加强环境保护的规定，
实际上成了要求尽量缩短工期，替水电建
设“保驾护航”的规定。这也意味着从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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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进一步认可了工程“两步走”之说，并
把前期工作的环评权限下放到地方环保部
门。按照环评法的规定，大型水电工程项目
建设，必须经过科学的环境影响评价，经国
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方可批准建
设。这应当意味着，尽管已经立项，但项目
也有可能因为环保问题下马。

    但是，基于工程的两期划分和地方环保
部门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现实，想在地方层面
上完善环评工作，甚至否决项目前期建设显
然不太可能。而与之相比，移民、“三通一
平”、导流洞、主体工程施工合同、部分设
备和材料采购等工作已经完成的前提下，想
要否决主体工程建设，可能性就更小，“骑
虎不下”、“钓鱼”便成为必然结果。环评
法条款中关于“补办手续”、“罚款”等内
容的规定，显示了在强势的水电利益集团面
前，环保法律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无奈。
而关于水电工程“开工”之说的荒唐之处，
既诠释了这种无奈，也难说不是给环保部门
找一个自我安慰或向公众交代的借口。23

岷江、雅砻江规划环评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长江重要支流，岷江和雅砻江的水电开
发是紧接着金沙江上、中、下三个梯级大开
发之后的水电新战场。在流域综合规划的规
划环过程中，开展公众参与应该说也是开了
先河的个案。岷江和雅砻江作为长江上游的
重要支流，其水电开发的计划已经部分列入
了十二五能源规划。2013年11月1日，《岷江
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
信息公示》在网上公布。此规划重点解决岷
江中游河段的缺水问题，以及从大渡河向岷
江上游调水的可能性。规划重点是建设大渡
河水电能源基地并开发岷江干流中下游水能
资源。与此同时，雅砻江综合规划环评公众
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也同时发布，此规划包
括加快建设雅砻江干流水力发电项目和南水
北调西线工程。环评关注调水的影响及补偿
措施等。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河研会)获悉
后,组织专家和环保机构作出回应。

    11月1日当日，河研会即向环评单位——
长江水保护所提出了信息公开的申请，并邮
件通告关注河流的专家学者及志愿者，邀请
大家发表意见建议。次日，河研会两位员工
前往水利厅，申请就《岷江流域综合规划环

评》公开更多信息，以便掌握更多资料对岷
江综合规划提出具体意见。工作人员告知岷
江属长江一级支流,由水利部直接委托长江委
进行规划，有关信息在制定中，属过程性信
息不予公开。

    在河研会组织的专家研讨会上，专家和
环保组织认为：跨流域调水需谨慎，要保护
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自然河流，不宜沿用全江
全流域梯级开发模式。确定流域的发展目标
和开发限制，并综合充分考虑开发对生态、
移民、文化、社会及对当地社区生产生活方
式的影响。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生态脆弱社区
的影响，保护少数民族地区利益，给予他们
救济权。应关注开发可能引发的各种灾害。
为保护文化资源和水质,应宏观选择能源开发
方式，充分保障公众环境权益，确保公众知
情权、参与权、获益权。已建立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岷江下游月波至宜宾段，不应兴建
航电工程；规划环评要考虑到外部及长远影
响，要考虑建设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西
部地区的特点在于水电开发淹没的河谷地带
往往是城镇居民集中的地带，如何评估和补
偿巨大的损失是应当慎重考虑的问题。 
    对于规划文本本身，大家认为，需要通
过专项研究增加并补充地震等灾害的影响评
估；岷江上游一定要严格限制工业项目，一
定要严格实行生态优先原则；要求明确划定
岷江上、中、下游可开发的红线，作为制度
来公示，供公众监督；明确表示不支持南水
北线西线工程，工程即便修成了，也调不了
水；增强补偿制度研究；应该提供规划文本
的环评简本。

    环保组织认为规划环评开启公众参与的
程序是一个进步，但是规划环评的程序仍然
不完整，后续不清楚。有关岷江和雅砻江的
开发和保护问题，还需要继续设计和开放更
多的参与程序和机会。

2.2 电站移民的难题

    大型水坝因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在全
世界范围内广受争议。如何解决因水坝搬
迁人口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
难题。大坝常常以帮助当地扶贫发展为名建
设，但直接受水坝影响的百姓难以得到应有
的发展，权利也会在开发过程中不断受到侵
害，在搬迁多年后也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生计
来源。这一部分我们将从移民持续贫困、土

23 陈墨, 2009, 《荒唐的水电项目开工界定》,《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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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安置等问题来说明水坝的社会影响。由于
中国现在的水电开发已经到了大江大河的上
游，今后五到十年受到影响的都是有特殊文
化和生产习俗的少数民族和原住民族。这些
民族在现代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生产中处于弱
势地位，在水电开发过程中，本应得到各项
权利的保证，但事与愿违，权利受到侵害的
情况却比比皆是。

    水坝移民的安置是水电工程建设中一项
最突显的、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工程。水电开
发几十年以来，受到消极影响的移民造就了
大量的不稳定社区。如果少数民族的权利受
到侵害，可能会上升到民族关系冲突，影响
社会稳定。我国的各项法律法规中都明文规
定了这些权益，应该在开发过程中依法得到
保护。 

移民的持续贫困问题

    世界大坝委员会的数据库分析表明，众

多水坝项目成本效益与资源分配的不均，迫
使贫困而弱势的人群和后代过分承担了大型
水坝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而他们却没有得到
相应的经济利益24。我国自建国以来，修建了
86000多座水库（其中有22000多座水电站）
，累计移民搬迁人数已超过了2300万，相当
于我国每1000人中有17人是水利工程移民，
在2300万人中有超过800万人属于贫困人口，
占我国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25。

    回顾历史，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
设阶段，全国修建了280多座大中型水电站
（含水库），共移民253万多人26。当时，工
程中普遍存在“重工程，轻移民”、“重搬
迁，轻安置”、“重生产，轻生活”的错误
倾向。以军事化的命令逼迫移民在短时间内
搬家。多数移民被迫就近、就地、后靠上山
安置或被安置到荒山、荒坡和未经开垦的不
毛之地。改革开放后，土地的经济利用价值
受到重视，移民政策从单纯的安置补偿提高
到扶助农民的生产建设，但是补偿标准依然

24 The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DAMS AND DEVELOPMENT - A NEW FRAMEWORK FOR DECISION-MAKING, 
November 2000,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25 胡大伟，《“权利贫困”及其纾解——水库移民利益补偿的困境与出路》，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6月
http://www.ccrs.org.cn/html/2013/06/15742.html
26 张绍山,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补偿机制的发展与改革》，水利水电科技进展，2006，26(3):1-6

哭泣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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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张绍山,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补偿机制的发展与改革》，水利水电科技进展，2006，26(3):1-6
28 信息来自澜沧江漫湾电站的水电站移民村的访谈，2013年3月 
29 于飞，《溪洛渡水电站征地补偿争议》，21世纪经济报道，2012-05-16
http://www.21cbh.com/HTML/2012-5-16/yMMDY5XzQzNDcyMQ.html
30 同上
31 同上
32 信息来自澜沧江漫湾电站的水电站田坝移民村的访谈，2013年3月
33 信息来自澜沧江糯扎渡电站的海棠水电移民村的访谈，2013年3月

很低。1991年国务院颁布《大中型水利水电
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紧接
着1993年颁布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
例》，并在2001年和2006年分别对这两项行
政法规进行了修订27。这两项行政法规的出台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移民权利，以及规范了
移民补偿安置。但是，条例的执行存在很多
问题，同时水坝移民的返贫情况依然没有得
到很好的改善。在西南山区，河谷地带是数
千年河流冲刷和淤泥沉淀形成的最富饶的土
地，这里地势平坦，适宜人类居住，生活环
境可算是全流域最宜居最富裕的。水电项目
恰恰要淹没这些河谷地带，并将山区里最富
裕的人们移居他乡。而居住在陡峭的山坡上
的真正贫困村民因为没有受到水坝淹没的影
响而不需要被搬迁，除非由于水坝引起的地
质灾害而需要进行二次搬迁28。搬迁意味着失
去原有的土地、房屋和生计来源；打破、拆
散原有的村落间的社会联络。水电移民拿到
的补偿款与政府承诺的搬迁待遇不符或没有
适合的生计替代方案等多种因素，也迫使他
们在移民后的贫困问题加重。

    移民返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补偿标准偏
低、补偿款滞后发放或者一次性补偿用光后
不曾建立可持续的生计来源。从房屋来说，
移民发现，得到的房屋和土地的补偿款往往
还不够建新房，更不用提买地恢复生计。例
如金沙江溪洛渡的移民安置补偿标准为土木
结构按每平米442元赔偿，砖混结构为每平米
813元，然而自己建房需要向卖地农民支付每
平米600元至800元的土地转让费，同时国土
部门要收每平米450元的土地税29。加上建房
每平方米要支付的成本费700至800元。这样
下来，建房每平米需要2000元左右，是建房
补偿的三倍价格。然而政府只给20%补偿款，
剩余的钱等到在新房子建成验收合格之后才
能领到。另外，在补偿费用里，政府还一次
性扣除了3万多元的长效头筹费，用于每月
160元或每月210元逐次退还给移民本人做长
期的生活费。这样下来，真正到移民手上的
钱连建新房都不够，更不用提买地种地了30。

    另外移民的补偿测量和实际发放补偿

的时间有三年以上的差别。例如溪洛渡水电
站2012年开始移民，但是移民标准沿用十
年前2001年的补偿核算数据和标准。该标准
的法律依据来自国务院（[1991]第74号令）
颁布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
和移民安置条例》。该条例的补偿费用非常
低。2006年该条例得到修订，修订后的条例
在补偿费用上标准有所提高31。但近几年来的
通货膨胀以及房屋土地价格上涨，移民得到
的补偿金被大大缩水，几乎只够建新房的钱
的一半。并需要移民自己掏腰包或借钱补建
房的钱。在漫湾电站田坝村的遗留的移民调
查中发现，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标准，建造房
屋需要约20万，但是移民每人得到的补偿是3
万左右。一个三口人家，拿到9万，还需借11
万才可以把房子建起来32。虽然两层楼的房子
有厕所和太阳能热水器，但是家周围的菜地
和猪圈没有了，原来用于捕鱼的船，种地的
拖拉机也不能再用了。人均只有3分土地，他
们想种玉米喂养家畜，但是没有地方可供他
们养家畜。青年人和中年男人在当地找不到
生计，只好出去打工，只留年老的妇女在家
看家。在糯扎渡移民的一次采访中，一户人
家有三个成年成家的儿子，分到的移民款不
够为三个孩子的家庭建房。所以还得合住在
一起。虽然移民的房子在道路两边，他们从
种地改为开餐馆，但是生意很冷清，本村的
人吃不起餐馆，外来人也很少来光临33。他们
对未来的生活很茫然，但只能在叹气的同时
想念原来踏实的农耕生活。

安置与长期发展问题

    《移民条例》的重点放在安置与长期发
展。而实际证明，当移民到了移民安置点
后，当地政府认为他们的任务完成，就不想
再管他们了。很多移民到了新的安置点，
发现没有政府当时承诺的设施，情况严重的
甚至影响到居住与生计。移民在自救与上访
中花费了很多时间与精力，但是都得不到明
显的改善。例如，大朝山电站影响的景东县
大朝山东镇大村的数百户移民到了移民安置
点发现没有水源，安置的土地在山顶上也没
有灌溉用水。原计划修建的干枯河水库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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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官员的贪污变为了豆腐渣工程不能蓄
水，如果重修还需300多万元，当地移民局
说没有钱修复。搬迁近十年后，饮水问题依
然没有解决。在一次实地采访中得知，村里
已经有好几位村民因为没有安全的水源得了
癌症，有钱的人纷纷开始买桶装水喝34。这
让移民“搬的走，稳得住、富得起” 的口
号落空。小湾镇附近的一个移民安置点的移
民告诉我们，房子才住了10年，已经严重漏
水，而且安置房的钢筋也露出来，只有食指
那么粗。这个房子是他们用当时所有的移民
补偿加两三万元左右的钱买的房子35。谈到
生计，他们说政府让他们种烟草，而且是只
能种烟草；没有水，要建水窖但投资太大，
没有钱。即便种了烟草，农药化肥成本高，
一年忙下来收益少，不划算。最终，男人还
是要出去打工，女人在家看孩子。“江河十
年行”中跟踪的移民家庭都有类似处境，带
着憧憬来到移民安置点，希望有好生活，但
是往往在移民安置点住了两到三年后，回迁
的，出去打工的大有人在36。三峡电站的遗留
问题更加突出，库区城镇的失业率高至20%以
上，大批漂亮的移民小区无人居住，移民没
有了生计，也没有最低生活补助和失业救济
等社会保障，生活陷入困境37。2003年前后，
库区社会矛盾加重，移民上访及群体性事件
频发。

    由于政府对移民的不公平待遇，包括利
用行政手段以及哄、骗、威胁等逼迫移民签
字，导致移民因不满补偿与安置，群体事件
频频发生。四川大渡河的瀑布沟水电站淹没
的整个汉源县区域，因为移民补偿标准过
低，移民安置无着落，2004年汉源县发生影
响较大的移民补偿群体事件38。2011年3月受
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影响的云南省绥江县发
生“3-25”移民群体性事件，有2000多人上
街，表达对移民安置的不满39。起因是在移民
不清楚移民补偿和安置的状况下，政府通告
在3月25日之前不签征地拆迁协议的，将被视
为自动放弃。移民被逼无奈上街表达不满，
但政府不但不出来解释，还关闭了全城网吧

和网线。事件延续到29日，因为水坝施工单
位的车在混乱中撞伤移民而让冲突升级，政
府不得不派武警来支援40。类似的移民由于补
偿低而被迫发起的群众事件在澜沧江的漫湾
电站、功果桥电站、金沙江的金安桥电站等
都有发生。

    土地对农民不仅代表生产资源与就业岗
位，更是身份的象征、家庭财富与生存的保
障。水电移民都是非自愿移民，失去土地意
味着他们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再加上补偿
低，安置点没有可持续的生计来源，水电移
民的返贫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移民搬迁过程中的政策性权利侵害

    移民在移民过程中遭受的种种行政权力
的不公对待，破坏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同
时也孵化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在针对水电移民的政策中有几方面剥夺了移
民的权力：

    第一，《移民条例》无论是1991年颁布
的文本，还是2006年的修订文本，在原则上
一致强调的是国家有征地的强制权，农民必
须服从。

    第二，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中，土地所
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只有承包经
营权。征地中需要补偿和安置的是承包土地
的农民，但是法律规定征用的是土地的所有
权，所以政府首先需要面对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土地承包者发
生关系。但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界定“集体
所有”是村民小组还是村级或乡级，造成在
实际执行中哪一级都可以代表集体，替失地
农民做决定，这样不规范的行为或决策的失
误，造成农户的利益难以得到保证。

    第三，《土地管理法》给了国家一个宽
泛地征用土地的理由，即为公共利益的需
要。然而，该法律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公共

34 信息来自澜沧江大朝山电站的橄榄菁水电移民村的访谈，2013年3月
35 信息来自澜沧江小湾电站的小湾镇的水电移民村的访谈，2013年3月
36 同上
37 张桂林、汤耀国,《百万移民的“世界级难题”》，《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49期
http://lw.xinhuanet.com/htm/content_5298.htm
38 王维洛,《为什么水利工程征地时冲突不断？》，《当代我国研究》，MCS 2006 第一期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91-mcs-2006-issue-1/944-2012-01-05-15-35-10.html
39 胡学萃,《“3-25 ”移民事件背后》，《能源报》，2011年04月18日，第19版
http://paper.people.com.cn/zgnyb/html/2011-04/18/content_796879.htm
4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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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张绍山，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补偿机制的发展与改革》
42 同上
43 The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DAMS AND DEVELOPMENT - A NEW FRAMEWORK FOR DECISION-MAKING, 
November 2000,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44 张海洋、贾仲益《应创新民族地区水电建设移民政策体系》，《民族报》，2010-01-15
http://www.mzzjw.cn/zgmzb/html/2010-01/15/content_65728.htm

利益”的概念。由此以“公共利益”的名义
征地被各级政府、单位、项目业主、以及企
业滥用，并让众多失地农民的利益受损41。

    第四，国家对失地农民给予的费用只是
补偿性的，后期扶持只侧重于对移民搬迁后
的生产开发、生活扶持和安置区的建设。补
偿补助只对有形物给予低标准补偿，没有充
分考虑失地农民其他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
源的损失42。 

    第五，补偿标准及实际拿到的补偿款偏
低，不能反映水电移民失去资源的真实价
值。尤其是国家和地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多
数采取“省部协议”或“政府定价”的办法
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在征地补偿费分配中，
经过层层盘剥，使真正失去土地的农民所得
补偿很少。工程建设中土地的使用者是企业
业主或项目法人，业主和项目法人追求的是
企业的利润，不负责移民安置。有些项目的
业主只对土地、地上附着物等有形物给予补
偿或赔偿，通过政府采取一次性发放安置费
的办法，补偿几万元了事，让失地农民自谋
职业。然而农民如果没有就业技能和其他谋
生手段，失地以后很难获得较好的工作机
会，这无疑使他们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来源。
在通货膨胀的当下，更让移民的生活雪上加
霜。

水电建设全周期的受害者

    水电建设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远远不止
移民返贫问题，流域上下游人民因为建坝所
遭受的影响往往在电站运营后才逐渐浮现，
并且后期难以得到解决。从工程规划开始，
受潜在水电站影响区域的发展机会就已被剥
夺，因为当地政府和企业得知水电建设会淹
没该地区，就不再愿意对当地进行发展和社
会福利的投资，居住在未来库区的人民对未
来水电站的影响无法预测，未来生活的不确
定性和潜在风险使他们难以安心生活。水电
建设期间，大量劳工涌入，会短暂的拉动经
济增长，形成一时的繁荣。小湾电站的所在
地小湾镇曾经居住超过十万人，镇子里车水
马龙。然而水电站建设完毕后，工人和商户

撤出，现在很多房子成为了废墟43。在伴随大
坝建设的整个经济周期中，贫困的移民往往
是受害者。这些影响的总体规模、范围和复
杂性必须在设计水坝和决策水坝建设前就予
以认真考虑、论证和慎重决策。

“十二五”、“十三五”水电开发与少数民
族权利

    “十二五”能源规划中，西部成为水电
开发的主战场，预计在未来的十年约有60多
个重点大型水电项目和数百个中小水电项目
被开发。 西部是生态脆弱的亚洲内陆，是少
数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国家的边防要地。农牧
民主体是蒙古、回、维吾尔、藏、彝、傣、
苗等少数民族。他们多在山地或高原滨水处
聚落而居，与国家水电资源的分布高度重
合。据估算约上百万少数民族已经或正在成
为非自愿移民被迁徙和安置。他们主要居住
在黄河上游、雅砻江、岷江（大渡河）、金
沙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流域区
域。水电公司在这些地区开发水电，必然会
遇到不同于东部汉族地区的自然生态、民族
文化、语言、宗教和国防安全等敏感问题44。

    西部少数民族在生态环境、生计方式、
社会组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传
统、语言文字和地方知识等诸多方面有别于
东部的汉族居民。他们的定居农耕程度更
低，拥有私有财产更少，对周边自然资源和
公共资源的依赖程度更高。在生态资源和共
同体基础上进行的畜牧、狩猎、采集和礼品
交换，占他们家庭收入中比例也更高。社区
生活、集体组织、亲属关系、传统习俗、
宗教信仰和节日仪式对他们生活的意义更
大，由此造成的消费也更多。简言之，他们
对生态资源、社会资源和包括宗教信仰在内
的文化共同体资源的依赖更强。他们的生态
禁忌、民间习俗和传统仪式更多，他们与周
边资源和社区共同体的粘连程度更高。他们
作为个体户独立创业谋生的能力更弱，需要
的扶助更多，民族文化传承责任也更大。因
此，在西部地区开发水电的过程中，中央和
地方政府必须对少数民族水电移民作出更多
物质补偿和制度安排，以保证少数民族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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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砻江权利调查中发现的少数民族权利问题46

    2013年1月民间机构和学者一起来到四川
凉山境内雅砻江流域，在部分受水电影响的
凉山彝族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少数民族社区进
行社会调查，调查中发现：

    1.移民缺乏自主权利。移民没有足够的
时间对水电项目的社会影响作出理性回应。
政府或水电公司往往基于自己的工作计划，
单方面设定时限，移民只能被动接受政府和
水电公司的决定。

    2.移民的知情权被侵犯。移民对其权利
信息模糊，水电方打着“国家建设”的旗
子，地方政府也以国家重大工程为名，以便
说服移民。移民普遍以为水电公司就是国
家，公司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但是，移民
不知道自己将得到什么赔偿，赔偿标准为
何，搬迁到什么地方，未来生活会怎样。

    3.移民真实意愿被忽略，并被恐吓。麦
地龙乡因建设营地即将搬迁（上铺子村）的

移民反映，政府给选的安置点位于离上铺子
村1公里的中铺子村境内，是干旱严重的坡
地，土质含沙和大卵石，长不出庄稼来。村
民向县长提出，临时营地建在那里就不会有
太多的影响，村民也会支持电站建设，但没
有被采纳。村民又提出村里的土地可以被征
用（不是征收），盖临时营地，待水电站建
好后再归还村民土地,也不被采纳。移民干部
和水电技术人员在受影响的村庄做移民动员
的同时还采用国家机器威吓，即反对移民就
是反对国家发展，以及用使移民亲戚失去公
职来威吓压服移民搬迁。在实物测量中，如
村民不配合实物调查，就是阻扰实物调查工
作。测量完，测量人员立即逼迫移民按手印
确认测量无误，否则可能得不到补偿。

    4.权利受损以及救济受损。在水电发展
的宏大话语下，以及长期“舍小家为国家”
的宣传下，部分移民主动放弃获得救济。彝
族移民说：为了西电东送、国家建设、财政
收入提高，我们的土地被淹和国家建设比起
来是小事。

45 张海洋、贾仲益《应创新民族地区水电建设移民政策体系》，《民族报》，2010-01-15
http://www.mzzjw.cn/zgmzb/html/2010-01/15/content_65728.htm
46 于晓刚、周勇、马尔子，<水电开发与世居民族权利：雅砻江考察述要>。内部工作报告，2013

雅砻江少数民族权利与水电开发社会调查

该条例只有一条针对少数民族的条款：“编
制移民安置规划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生产、
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但并没有少数民
族权利如何保护的条文。国家发改委最近
（2012.2）出台“先移民后建设”政策，落
实“在做好移民安置前提下积极开发水电”
原则上，该政策将在未来几年推行，但在近
两年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地方政府仍然是等
到大坝即将开工时，才开始移民工作，逼迫
当地的少数民族不得不移民。

利和权益45。

    2007年我国签署《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
言》，国家承诺按宣言负起保护和尊重少数
民族权利的责任义务。然而，我国目前还没
有任何针对少数民族水电移民的权利和权益
的法规条文。现行的水电移民安置依据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71号，《大中
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
例》（2006年3月通过，2006年9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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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汪永晨,《遭遇雅砻江之二——人挪活，树挪死？》，绿家园网站，2013-03-13
http://chinagev.org/index.php/greenpro/jianghesnx/122-2013/3324-zaoyuyalongjiangzhier

    5.在实物测量中低估、漏算、忽略移民
的资产的现象普遍存在。土地、房屋、果木
等是村民长期积累财产和赖以生存的基础，
也是获得搬迁补偿的依据。在调查中，古柏
村的实物补偿漏算普遍，多数村民的部分田
地没有得到补偿，集体林地没有补偿。另外
一些移民户的房屋、机耕道路漏算少补。在
原居住地，户户种植水果、花椒、核桃树。
然而，果木补偿不合理。一株盛果期的核桃
树年产值可达2000至4000元，一次性补偿只
给500元，移民有被掠夺感。 

    6.少数民族移民获得的补偿不足以维持
可持续的生活。在锦屏电站移民古柏安置点
的全村整体调查中发现，过去人均耕地有3.5
亩，现在人均只有1.5亩。土地减少一半多，
使农业收入减少。搬迁前后因气候和土壤不
同等原因，被移民的农民从多样的农作物生
产转变为以玉米为主的单一种植。食物生产
的多样性和产量都减少了。灌溉用水量和水
质大大下降，农药化肥等投入增加，收入减
少，传统饮食减少。古柏移民姓陶的一户人
家说：在老家有种地、放牧、果树、打鱼、
打工等多样生计。他家有33.7亩地，15亩菜
园，1.5亩大棚，有多种果树。每年仅果树及
大棚可收入四五万元。迁到古柏村后，全家
只有地15亩，自留地仅2分，新址土地有限，
且只能种一季，种地收入有限。因对当地不
熟悉，打工也很难找到合适工作。收入减少
很多47。 麦地龙的单波村，老百姓连土地
和房屋一共大概赔偿20多万，他们到木里打
听，一亩地就要11万，买一套够4口人住的房
子要30多万。

    7.公共资源的消失。森林资源、河流、
牧场，与他们整个的延续无数个世代的生产
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这些公共资源的消失
对他们来说影响巨大。例如，古柏新村移民
说，过去有山地牧场可放牧，一般户养二三
十只羊。山羊出栏时约1000元/只。有森林可
采集药材和松茸，收入多的户可达5000-6000
元，一般户也有2000元收入。薪柴可以满足
需求。还有江河可捕鱼。安置点除了地平，
离县城近些，其他都比不上老家。单波村民
说，从山上挖松茸卖，一家人的收入可以达
到上万元，甚至七八万元。森林里还有很多
种草药：白芨、草乌、寄生、虫草、黄芩、

大黄。草药医生会用这个药给村民治病。村
民还提到，山上的森林可以捡草药、放牧养
蜂，牧场可以养牦牛，湖泊和河流可以捉
鱼，山中的山泉水可以饮用，还可以用于灌
溉，转动碾米房，转动转经筒等。

    8.移民的健康问题。从气候适宜的河谷
（海拔1880米）搬到寒冷的高原盆地（海拔
2400米以上），冬季平均气温低了近10度。
古柏村民常发感冒，老人过冬困难。空气和
水受到污染、村民易患传染病疾病。来往人
员杂乱，疾病传染增加，生病频率增高（流
感、肠胃病、腮腺炎流行）。因为户口和医
保还在老家，村民看病报销需回到80公里外
的老家，导致多数人有病也不愿意进医院。
老家多数人懂草医，自己就近找草药，小病
可以不出村。移民在外县防疫也被排在当地
人之后，或因疫苗用完而不能接种，有受到
歧视的感觉。

    9.移民的子女教育问题。少数民族语言
的适应问题，社会关系的重新建立，以及家
长收人的减少都在影响移民子女的继续学
业。古柏移民反映：搬迁后，没有关系上不
了县级中学。在乡级中学移民的孩子还受到
当地学生欺负，于是不愿上学。孩子如成绩
不好，就会被老师劝退学。移民在教育方面
感到受歧视。古柏移民陶某说，三弟因在迁
入地双河中学遇到学校拖延安排宿舍，在学
校不适应并引起低血压等病，初一没读完即
退学。政府承诺的移民村小学建设不知何时
开工。学生现在需要到2.5公里外的小学校上
学。

    10.文化传统的消失。移民搬迁涉及的最
严峻的问题是社会关系的解体，这是他们无
数代人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在一个陌生的
地方，与陌生的邻居生活在一起，他们会显
得非常彷徨。尤其彝族这样靠着家支文化凝
聚社会关系的民族，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
会显得特别的无助。原有的毕摩（彝族）、
慈能（苗族）、草医、乡医民间医疗系统失
效。由于亲戚网分散，参加传统婚庆和葬礼
都很困难，一些仪式正在消失。原来村里有
文化活动场所，安置地尚无。古柏移民说，
现在年轻人很少穿彝族服装。从前火把节，
大家一块儿跳舞，现在不跳舞了，风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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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统的东西都留在老家了。一位羊棚子
村的就地后靠移民说，苗族社会组织形式以
家庭为核心。移民远迁使一家人距离远了。
老人过世，子女来不及参加葬礼，这是很不
孝的事。社区分散，造成文化学习传承没有
气氛。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传统民居，无论
是修建还是复建，都需要一些特殊材料、特
殊工艺和特殊仪式。少数民族移民基于文化
和心理需求，必然为此付出。相关费用，如
果得不到政策认可和合理补偿，就会蒙受相
应损失。现行水电移民政策法规体系对这部
分费用没有认可和补偿。

    11.神山圣水被破坏。越是河流上游和源
头，当地居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就越神圣。青
藏高原的水是靠着文化的神圣保护下来的。
当精神世界的神圣被摧毁，只剩下物质利益
的时候，仅存的生态也难以保全。在上铺子

村的山上有一座九个山头的山峰称九子山，
是当地的神山。每年村民去供奉和转山。贡
嘎山雪山湖水也是神圣的，村里喝的水，灌
溉都是圣湖引下来的水。九子山和周边成
为建坝工地，已遭到严重破坏。单波村的村
民说：电站坝址在单波村的神山下。山脚已
经被炸和挖了许多探洞。过去村民在神山烧
香、朝拜和转山，现在村民认为神山的神被
炸药炸走了。

    12.社会资本及网络的瓦解。古柏移民：
老家有的亲戚社会网被打破。困难户、老
人、残疾人生活缺乏保障。某户两口子年纪
60以上又有残疾，劳力不够，过去有亲戚
朋友帮助，民政给低保，他还可做编织、做
木活等体力强度不大的工艺活路。现在，没
有人需要这些工艺了，老人请工种田，成本
高。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
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党十八大报告中对做
好民族工作指明的方向48。而在水电移民过
程中，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实质权利
不能保障。政府的“移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的安置目的难以达到，民族地区社会稳
定将难以实现，西南水电建设的阻力将不难
预料。

    国家政府须完善立法，并实施已经批准
加入的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和宣言以及履行
所需承担的责任义务，完善国家规定的保护
少数民族权利和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实施，
使基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民
族区域自治法》《原住民权利宣言》《少数
人权利宣言》中确认的原住民自决、自治、

参与等权利得以落实，以及“自由的、事先
的、知情的同意” 程序得以实现。地方政府
应当特别关注少数民族由于在文化传统、宗
教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上的特殊性而产生的
权利诉求，尊重他们与土地和自然的历史和
精神联系；依法实施对水电开发移民工作的
全过程的监督。应当鼓励社会各界关注、调
查、报告和监督水电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
影响。并设立各种渠道的申诉机制，消除障
碍，使少数民族群体及其成员通过这些机制
实现权利救济。国家应提升权利救济的公众
意识，提升运用这些机制的能力，以及在此
过程中可能获得的任何支持(财政或专家资
源，法律援助等)，实现有效的权利救济。从
而，确保当地生态环境和少数民族水电移民
的文化安全，确保当地政群关系、民族关系
和人地关系和谐。

雅砻江畔水电开发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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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金炳镐、朴盛镇、公铭，《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理论发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2013年5月，第33卷第3期
www.paper.edu.cn/journal/downCount/1672-433X(2013)03-0001-05
49 Patrick McCully, Silenced Rivers: The Ecology and Politics of Large Dams, Zed Books, 2001
50 《三峡南水北调工程影响生态 长江无鱼可捕》 2013-12-17  《瞭望东方周刊》
http://news.163.com/13/1217/09/9G9NA93S0001124J.html
51 常剑波、陈永柏、高勇、朱滨、乔哗，《水利水电工程对鱼类的影响及减缓对策》，水利学会2008学术年会论
文集（上册）
http://wenku.baidu.com/view/cebd0b1455270722192ef7b9.html
52 同上

2.3. 河流生态系统破坏严重

    在全球范围内，水坝是对河流生态系统
带来最大改变的因素。世界上一共有45000
多个大坝，而中国所占的比例最大，超过了
22000个，美国约6600个。这些水坝合在一
起，使世界上60％的大型流域变的支离破碎49

，阻挡了鱼类洄游和泥沙、营养物以及水的
自然流动，改变了淡水生态系统。目前全球
水库的总蓄水量达到10000立方千米，相当于
全世界所有河流水量的5倍。全球被大型水坝
淹没的面积超过40万平方千米，相当于美国
加州的面积。而地球物理学家提出过，水库
对重量的重新分配影响了地球自传的速度、
倾斜角度以及万有引力场的形状。

    我国西南地区的梯级大坝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很大，除直接切断水生生物生境、导致
鱼类灭绝以外，还淹没大量土地，造成库区
的污染。上游的大坝对下游的冲积平原、湖
泊湿地都有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许多水
电站的生态补偿措施形同虚设，国家自然保
护区频频为水电让路，使中国河流的生态系
统支离破碎，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

大坝的生态影响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员，中国科学
院院士曹文宣认为，“修建众多水电站大
坝，对水域生态产生了严重的、叠加的、不
可逆的影响。”50 河流生态系统生态过程的
完成，依赖于河流之间、干流与支流之间、
河流与湖泊之间、河流与河口，甚至海洋之
间、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自然交流的畅通。
由于大坝明显的改变了河流径流特征，会造
成河流生态系统自然水文、水力学特征的显
著变化，并造成许多不利影响。本地水生物
种失去生存所需要的水力学和水文学环境条
件；河流因被大坝阻隔，无法成为生物交流
的通道，沿岸带生境消失，使水、陆交换界

面不能发挥其生态功能。 

    水电库坝对流域的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
样性的影响，往往是长期性和毁灭性的。大
坝改变原生河流水流湍急的生态环境，使河
流变为若干个高程不等的湖泊型静水环境。
流入库区的水流速减缓、水深增大、流态单
调、泥沙沉积、反季节涨落，迫使喜流水环
境的水生生物失去栖息地，同时也阻隔了鱼
类在上下游区间洄游和产卵的生活环境，迫
使许多特有珍稀鱼类资源灭绝51。长江流域
曾经有丰富的水生生物，然而，自从白鳍豚 
(Lipotes vexillifer) 被列为 “功能性灭绝”之
后，长江中唯一的豚类动物只剩下了长江江
豚。

    水库内水流变缓，从上游河段带来的泥
沙和一些悬浮物逐渐沉积到库底，使库区以
及坝下江段水体透明度增加，水质变清，致
使鱼类饵料生物的组成和数量发生巨大的变
化。水库建成使产漂流性卵的鱼类在上游所
产的卵没有足够的距离进行漂流发育，增加
了它们的早期死亡率。洄游性鱼类有集群习
性，其幼鱼的活动能力较差，在向下游通过
大坝时，很容易被吸入水轮机而受到伤害，
或在泄洪时受到高速水流和高水位落差的伤
害。

    国际鱼类种群生态学及种群遗传学对江
河的长期跟踪研究表明，当完整的河流连续
体被分割成不同的片断后，鱼类种群被分割
成多个小群体的集合，即称为集合种群或破
碎种群。由于破碎种群各个小群体间的基因
交流存在障碍，导致遗传分化，进而使种群
遗传多样性的维持能力降低。遗传多样性的
丧失会导致经济鱼类的品质退化，对珍稀濒
危鱼类，则可能影响物种的生存52。对黄河上
游龙羊峡至刘家峡河段梯级水电站建设后鱼
类资源变化的调查表明，该河段土著鱼类分
布区域缩小，呈现岛屿化分布。造成土著鱼
类分布区域缩小的主要原因，是梯级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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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导致的河流生态片断化以及库区的外来
鱼种与土著鱼类竞争资源53。

    我国的四大家鱼属于江湖洄游鱼类，在
湖泊中成长，繁殖季节到江河干流中去产
卵，周期性往返于江河干流与附属湖泊之
间。长江流域的水坝修建已迫使我国的四大
家鱼迅速锐减。历史上湖北省境内长江四大
家鱼天然鱼苗产量达200亿尾，1982年下降为
11.06亿尾，至2007年三峡水库蓄水后，四大
家鱼鱼苗资源为2亿尾，锐减97%54。中华鲟也
属于洄游性鱼类，其产卵场分布在长江上游
重庆木洞江段至雷波冒水江段之间，绵延约 
800公里。葛洲坝的修建迫使中华鲟的繁殖群
体被阻隔在大坝下游。由于大坝下游适合中
华鲟产卵的江段十分有限，导致种群数量持
续下降55。另外，富春江高坝的修建，还导致
了我国鲥鱼种群在该流域内消失。
    在温带和热带的水电库坝，由于蒸发产
生的水量损失巨大，水库通常会产生季节性
水分层，水库内的水温分层随着水库变大而
变得越发显著56。水库分层导致的水体垂直交
换受阻，外源有机物在库区沉积，微生物分
解作用的耗氧等原因，导致库区底层出现缺
氧，甚至无氧的状况。鱼类是有氧呼吸的生

物，库区底层的缺氧和无氧环境可以直接造
成鱼类的死亡。
    
    由于水库的水交换量小，库区容易产生
水温分层的现象，而大坝多采取底层取水，
下游河道的水温因此也比原天然河道的水温
低。新安江水库建成后，坝下江段水温显著
降低，在距大坝4公里处检测的结果为5至9月
份平均水温由建坝前的29.92-30.80摄氏度，
降为建坝后的12.20-16.13摄氏度。水库下
泄的低温水，对鱼类的直接影响是导致繁殖
季节推迟、幼鱼的生长期缩短、生长速度减
缓、体积变小等。

    水库的调节作用致使坝下江段水位、流
速和流量的周年变化幅度降低，河道的自然
水位年内变化趋小，沿岸带消落区的范围变
窄，大片的泛滥区消失。有些调峰电站出现
坝下江段日水位的剧烈变动。这些变动大大
影响下游鱼类的繁殖、摄食和生长。例如，
三峡水库每年9至10月期间开始蓄水，下泄流
量较天然状况下减少约40%，使下游洪泛区特
别是洞庭湖等地区的枯水季节提前到来。这
些变动大大影响下游鱼类的繁殖、摄食和生
长。

53 张建军，冯慧，李科社，杨兴中等，《2009 黄河上游龙羊峡至刘家峡河段梯级水电站建设后鱼类资源变
化》.《淡水渔业》，39（3）：40-45
54 鲍小东、史秋娟，《“烤”验三峡：三峡对长江中下游影响到底几何？》，南方周末，2011-06-03
http://www.infzm.com/content/59919
55 常剑波，《长江中华鲜产卵群体结构和资源变动》,武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9
56 鲁春霞, 《我国水电开发及其生态环境影响分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澜沧江边糯扎渡建电站前曾捕到的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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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鲁春霞、刘铭、 曹学章、 唐笑飞，《我国水利工程的生态效应与生态调度研究》，《资源科学》，2011，33
（8）：1418-1421 
http://sourcedb.igsnrr.cas.cn/zw/lw/201202/P020120222564479692496.pdf
58 刘焕章，《影响长江生物多样性—大坝》，《人与生物圈》 2010年5期
59 同上
60 杨军严,2006 《初探水利水电工程阻隔作用对水生动物资源及水生态环境影响与对策》［J］.《西北水力发
电》，22(4):80－82
61 消力池是促使在泄水建筑物下游产生底流式水跃的消能设施。消力池能使下泄急流迅速变为缓流，一般可将下1
泄水流的动能消除40%～70%，并可缩短护坦长度，是一种有效而经济的消能设施。（来自百度百科）

长江鱼类资源的减少

    长江不仅是四大家鱼最大的野生种群保
持地和基因库，还盛产鲤鱼、鲫鱼等数十种
经济鱼类，以及胭脂鱼、鳜鱼等珍贵鱼类，
也是白鲟、江豚等濒临灭绝的水生生物最后
的庇护所。因此也被称为我国淡水渔业的物
种资源库。

    中科院院士及鱼类学家曹文宣，曾先后
参与葛洲坝、三峡、小南海等水利水电工程
的论证工作。他认为鱼类是生物链的关键环
节之一，没有鱼类，以鱼类为生的其他动物
就将无法存活。没有鱼来吃掉水体里的浮游
生物，水体也将失去一项重要自净功能。如
果鱼类灭绝，整个长江流域的物种多样性和
生态体系就面临崩溃。

    根据中科院的观测记录，长江葛洲坝枢
纽兴建前，上游重庆、万县、秭归等产卵场
繁殖的卵苗，主要是草鱼苗，都漂流到中游
生长。葛洲坝是一座低水头径流式电站，从
泄水闸下泄的卵、苗，多数能存活。三峡工
程于2003年6月开始蓄水至139米，通过泄
水闸下泄的鱼苗受氮气过饱影响，多数死
亡。2007年蓄水至156米，通过泄水闸下泄的
鱼苗3.16亿尾，但98%死亡。2008年从三峡下
泄的家鱼苗9.12亿尾，同样大量死亡。

    在20世纪60年代，长江干流四大家鱼鱼
苗径流量在1000亿尾左右，而现在宜昌产卵
场每年的家鱼产卵量仅有数千万粒。长江著
名的“三鲜”中，鲥鱼已在长江绝迹；刀鲚
因数量稀少，在2012年的上海市场上已经
炒到8000元一斤；暗纹东方已经形不成鱼
汛——这三种典型的溯河洄游性鱼类自然资
源已极度濒危。

    目前，我国在流域的水利水电开发过程
中，生态系统保护措施缺失、生态保护措施
简单，对流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巨大
影响，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57。根据我国科学
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专家刘焕章的研究，1949
年长江全流域共建成水电站31座，全是小水
电58。2005年，长江流域已经建成水库45694
座，占全国的53.7%。与此同时，长江流域
鱼类资源捕捞量1954年曾达到45万吨，到20
世纪80年代初下降到20万吨，近年来的捕捞
量维持在6万吨左右59。 《我国濒危动物红
皮书-鱼类》（1998）中记载了92种鱼，明确
将水利水电工程列入“致危因素及现状”的
有 24 种，占27.9%。实际上，这一比例远低
于实际状况60。

    2013年8月，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
管理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2013年
美丽中国生命长江——长江上游联合科考科
考报告》，报告认为，“长江上游渔业资源
严重衰退，金沙江干流鱼类自然资源濒临崩
溃”，发布会上，科学家们忧心忡忡地警
告：长江上游流域综合保护已刻不容缓。长
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赵依民分析
认为：“栖息地的破坏和丧失，是金沙江干
流鱼类自然资源危机的重要原因。”“一个
个水库大坝建成后，让自然河流变成了一个
个静水水库，改变了长江上游水沙通量，导
致依靠急流险滩生存的鱼类失去栖息地，并
同时影响到长江 下游的湿地与生物分布”，
科考专家强烈呼吁，眼下亟须从全流域尺度
规范水电站开发审批和管理相关程序，同时
尽快实施长江十年禁渔、抓紧展开修复关键
性栖息地和种子资源等抢救性保护措施，以
避免长江鱼类大规模灭绝。

    水库下泄水流通过溢洪道或泄水闸冲
泻到消力池时61，产生巨大的压力并带入大
量空气，造成水中气体过饱。过饱和气体

需要经过一定流程逐渐释放，才能恢复到正
常水平。氮气的过饱和对鱼类的影响十分严
重，甚至会对整个流域的渔业造成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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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62。另外，水电改变了水的自然流动和
涨落后，尤其是深水水库形成后，影响区域
气候，降低河流自净能力，大量有害物质的
生成影响了鱼类食物链。例如，新安江水库
和丹江口水库，是多年调节的深水水库，在
低温水的条件下面，很多重金属发生了甲基
化，变成有机物，可能通过浮游生物传递，
经食物链传递到人，对人的健康造成伤害。63

大坝影响下游生态

    大坝将水和泥沙挡在上游，对下游会产
生显著的影响，带来多种问题。长江上游干
流梯级水库的规划建设和水利工程，对下游
两湖湿地产生了叠加累计影响。 三峡大坝
蓄水以来，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都有所下
降，出现干旱。由于三峡的防洪措施在丰水
期内减泄调度，而10月江河退水期时，鄱阳
湖、洞庭湖的湖滩便开始提前出露，引发湖
滩地水生、湿生、陆地动植物产生新的环境
演化，对越冬飞鸟产生消极影响64。

据研究表明，对洞庭湖来说，长江干流水利
工程加重了湿地正向演化最终的萎缩程度。

而对鄱阳湖来说，长江干流水利工程破坏了
现有的泥沙冲淤准动态平衡过程，大大加速
了湿地的正向演化的速度，此外鄱阳湖控制
工程也将使鄱阳湖湿地迅速萎缩65。自从三
峡蓄水以来，湖滩出露的提前会使水鸟可栖
息的湖面减小，食物减少，造成植被生境的
演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增加。长江上游水利
开发的累计影响，使长江和洞庭湖内的鱼类
濒临灭绝。因此一定要严格限制对洲滩的开
发。

土地被淹没

    水库的建设是以丧失大量的土地为代价
的，其中包括大量农田、森林、城镇、农村
及文化古迹的丧失。以三峡大坝为例，淹没
陆地面积632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五环内的
面积，其中各类农业用地约47万亩，约等同
于北京四环内的面积66。

    我国西南地区众山环绕，耕地面积更加
稀缺，山高坡陡，绝大多数原住民都生活在
河谷地带，利用河流冲刷出的平原耕种粮
食。肥沃的土壤和淤泥的营养通过河流传送

62 曹永强，倪广恒，胡和平,2005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人民黄河》，17(1):56-58
Nestler, J.M., Goodwin, R.A., Cole, T.M., Degan, D., Dennerline, D., 2002 simulating movement patterns of blueback herring in 
a stratified southern impoundment. Trans. Am. Fish. Soc. 131 (1), 55–69
63 刘伊曼,丁舟洋, 《长江成为鱼类的坟墓》,《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12月17日, 信息来源 中外对话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5572-Expert-calls-for-1-year-fishing-moratorium-on-Yangtze-River
64 刘强，黄薇《水利工程建设对洞庭湖及鄱阳湖湿地的影响》，《长江科学院院报》。2007年12月，第24卷第6期
65 同上
66 杨立杰，《三峡水库：世界淹没面积最大的水库》，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5/30/content_896773.htm. 北京五环内的面积约667平方公里，四环内的面积
约302平方公里，约等于45.3万亩。

水洛河在此汇入金沙江，其上下分别是梨园和阿海电站，由于水洛河采金活动失控，已经污染金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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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沿河各地河谷的农田。水电的修建恰恰淹
没了沿河仅有的肥沃的土地。迫使居住在沿
河两岸的原住民搬迁。而这些土地资源往往
也是很多世居民族和社区世代累积的肥沃土
地。失去这些河谷地带的肥沃土地，被搬迁
的农民可能会毁林开山以解决生计问题，带
来更大的生态破坏。在靠近东南亚的云南南
部，水电站淹没的大片森林。若清库处理不
当，则会带来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

    在澜沧江云南进西藏江段，江边有许多
村民种植的葡萄。这些葡萄用于酿酒，可以
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而古水电站将会把这
些葡萄都淹没到水下，使村民失去自己的投
资。随着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大，土地资源的
稀缺性将愈来愈显著，因而土地资源的生态
服务价值愈来愈高。政府与水电业主必须考
虑被电站水库淹没土地的土地利用效益，以
及电站水库建成后对整个流域或区域土地资
源均衡的影响。

库区污染问题

    水电的梯级开发是经济效益最高、水电
界最推崇的开发方式。然而梯级开发将河流
分隔成若干片段，使原来浑然一体并自由流
淌的河流景观破碎化，形成一个个不连续的
水库。河流的自净功能67被彻底破坏，加剧
水环境的污染。因电站的水库蓄水使河流自
然径流老化，河水在水库中滞留；进入水
库的水呈静水环境，累积的污染物质成为污
染源；水库调节径流使坝下河水流速趋于平

稳或减小，减弱了水体的扩散能力。事实证
明大坝建成后，河流从激流水体变为静流水
体，水体的自净功能被破坏，导致营养物质
和污染物的累积，加剧水质恶化。

    以三峡大坝为例，研究表明，三峡大坝
建成后，库区的水文条件突变，河流变湖库
后的环境容量、自净能力大幅下降。据官方
2002年的统计：三峡库区有大、中型工矿企
业3000多家，每年排放工业污水10亿多吨，
处理率仅为70%，达标率更低；沿江城镇每
年有3.5亿吨含粪便的生活污水直接排江；
沿岸600多处露天垃圾堆场，年产垃圾3万多
吨，2万多艘船舶，年产垃圾10万多吨，污
染物50多种。重庆市境内60多条次级河流已
有1/3污染严重68。据2007年水利部长江水利
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三峡水库的面源污染物
占60%-70%，面积大难控制。环保部门的统
计显示，2004年至2009年，三峡库区发生“
水华”84次，覆盖库区21条一级支流。局地
特征性污染问题突出，成为水质保障的重要
风险。2010年库区56条次级河流超Ⅲ类水体
断面比例达28.8%，且成库后库区支流回水区
中段高锰酸盐指数浓度显著上升，有机污染
加重69。支流水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63.3%
的库区支流呈富营养状态。支流回水区水华
频发且日趋严重，影响库区集镇人口饮水安
全。这些现象均显示水电库区建成后，上游
的各种垃圾、重金属、农药残留，以及被淹
没的垃圾填埋场等污染物在水库中扩散及合
成，使水环境恶化。

67 河流的自净功能指污染物进入河流后，在河水流动过程中，通过稀释扩散、沉淀、氧化和生化等一系列物理和
生物化学作用，使污染物浓度降低，流经一段距离后，河水可以恢复到未受污染时的水质。
68 汪达，汪明娜，《长江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探讨》，2002
<http://www.chinawater.net.cn/Journal/Three_Gorges/200212/12.html> [accessed 5 August 2013].
69 章轲, 《非常三峡：水污染问题排在首位, 2011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531/4090032.shtml> [accessed 5 August 2013].

水洛河宁朗电站生态流管道的预计流量为7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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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水洛河干流一库十一级水电规划梯级开发电站分布图

说明
大坝参考全国水力资源分布图标
(http://www.checc.cn/zgsd/zgsd_zy.jsp)
红色图钉为在建或已建大坝
黄色图钉为其他规划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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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救措施形同虚设

    在水电建设的环评过程中，一般要为水
电站产生的生态影响进行减缓措施的保护。
《环评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建设项目建
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同时实施环境影响
报告书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但实际
的落实过程中，由于缺乏监管，水电项目环
评报告书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很少得到全
面落实。另外当地利益的驱动导致“跑马圈
水”现象，大江大河的干流、支流都被全面
开发，使适宜野生鱼类的生境基本消失。甚
至连国家级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
区，也被掐头去尾，为水电让路。这些特有
的政策乱象和监管不严，进一步放大了水电
开发的消极影响，严重破坏河流生态。

干流支流无序开发

    水洛河作为金沙江中游仅存的年均径流
在50亿m3以上的一级支流，曾被视为金沙江
阿海电站闸址以上江段的鱼类替代生境而写
进阿海、梨园等水电工程的环评中，并且是
这些电站的环评之所以能获得通过的关键补
救措施。然而，水洛河在被定为电站生态补
救措施之前，就早已没有适宜鱼类生存的河
段了。因为流传已久的淘金暴富故事让这条
河的河床在2006年以前就被翻了好几遍了。
在2003年前，水洛金矿全靠人工打洞淘金，
生产落后，但“几个月采金数百斤，稳赚几
千万”的传言使得向往这里的人越来越多。

    2007年4月26日，四川省发改委批准了水
洛河干流规划报告，同意水洛河干流按“一
库十一级”开发（见图3），整个流域可开发
装机容量为144.6万千瓦。从来源于国资委网
站的信息了解到，2011年11月，华电国际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四川活兴投资有限公
司、四川协兴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100%股权
转让协议，成功获得金沙江中游左岸的水洛
河干流梯级水电站开发权70。

    北京大学研究人员对水洛河电站的生态
影响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评估71，从流域的水生
生物现状分析指出：梯级电站工程的实施主
要影响浮游植物和水生无脊椎动物，考虑到

这两类生物在水生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由
于其作为生产者为鱼类提供食物，那么建设
河段内鱼类的数量相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此，梯级电站工程的实施对水生生态系统
的影响很大，且多为不可逆的,应采取必要的
保护和减免措施。

    2010年11月，建设单位给环保组织的回
信仍然说：“如果国家政策支持，建立支流
生态补偿机制，支流的有限制地开发或不开
发（通过收购拆除已建水电站）不是没有可
行性。”而事实上，目前该流域所属宁朗和
撒多两座电站已被核准并开工建设，同流域
内固滴电站已完成所有专题申报并通过环评
公示，进入核准程序；新藏和博瓦电站已基
本完成各项专题申报，其余各电站前期报批
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而2013年11
月，四川凉山水洛河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固
滴、新藏、博瓦水电站，也就是水洛河一库
十一级梯级电站的第六、第七和第八个水电
战的工程建设钢材也正在采购招标72。

    水电公司对阿海电站公众意见反馈中提
到“落实如何权衡干流与支流开发与保护这
一关键点”，但现实是水电公司仅仅在阿海
到梨园河段上所修的电站内，设计有一个生
态径流的小孔。据说，这是按照环保部的规
定所留出的生态流量的管道。宁朗电站生态
流管道的预计流量为7立方米/秒，对于年
平均流量201立方米/秒，年径流量63.4亿
立方米的水洛河来说，宁朗电站生态流管
道的预计流量仅能保证大坝下方的河床不会
干枯，而完全谈不上这是针对特定物种的保
护措施。然而，现在阿海、梨园电站以及水
洛河“一库十一级”梯级电站已全面开工建
设。水洛河作为金沙江中游鱼类的替代生境
这一解决方案还没有机会实施就已宣告破
产。

    水洛河的案例在西南并不是孤例，许多
情况下干流的水电站考虑将支流作为替代生
境，却没有考虑到支流的开发情况。比如怒
江，干流上的水坝都还没有正式动工，但怒
江的66条支流上规划了80多个小水坝73。今年
的一份对怒江78个小型水电站的研究发现，
这些小电站每单位装机容量对生物多样性，

70 http://www.gov.cn/ztzl/2011-11/22/content_2000375.htm
71 北京大学吕植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于2010年在水洛河所做的研究
72 http://bbs.h2o-china.com/viewthread.php?tid=1075517
73 http://news.sohu.com/20110923/n3202608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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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生态的影响甚至大于干流规划的电站74。
这样支离破碎的支流，如何能够支持干流的
生态系统？

一退再退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第三十二条：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
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在自然保护
区的试验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
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因此，在自然保护
区内兴建显著改变水域生态的水利枢纽工
程，是违反条例的行为。

    为了缓解三峡大坝对长江鱼类的影
响，2000年建立了长江上游合江至雷波段珍
稀特有鱼类国家级保护区（简称保护区）。75 

然而，长江的鱼类资源减少的速度和濒临灭
绝的速度，随着水电建设的步伐日益加快。
长江中华鲟亲鱼的数量正在以每10年下降50%
的速度减少。根据环保部的监测报告《2010
年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2009
年坝下鱼苗径流量仅为蓄水前（97-02）平均
值的1.7%。在长江鱼类这样快速减少的情况
下，这个被鱼类专家看作是长江上游珍稀、
特有鱼类最主要、最重要和最后的庇护所的
保护区仍然逃不掉被“砍头”的命运。
    由于向家坝和溪洛渡电站都位于保护区
内，为了给水电开发让路，这个国家级保护
区被“掐头”76。重新调整的保护区“长江
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
2005年得到国务院的批准。保护区的范围被
迫向下调整，导致90%白鲟天然产卵场，50%
的达氏鲟天然产卵场被淹没77。长江上游的
多种珍稀特有鱼类如白鲟、达氏鲟、胭脂鱼
等都是干流水环境洄游鱼类，需要在较长的
自然河道里生活、繁殖，鱼卵需要在流水中
漂流足够长的距离才能孵化78。保护区到重庆
江段是这些珍稀特有鱼类不可或缺的生态通
道，然而小南海水电站的建设，再次将保护

区“去尾”。

    2009年，重庆市政府开始积极筹划小南
海水电站的论证，并向农业部提交了调整并
缩短保护区的报告。小南海电站的修建将彻
底阻断长江上游珍稀鱼类的繁殖，迫使他们
濒临灭绝，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79。

    短短五年内两次修改保护区边界，本来
作为三峡生态补偿的机制划分的保护区，成
为了水电公司和政府不惜一切谋发展的象
征。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调整管理规定》，规定对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原则上不得缩小核心区，缓冲区面积，
应确保主要保护对象得到有效保护，不破坏
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的完整性，不损害生物
多样性。该规定同时提出“对面积偏小，不
能满足保护需要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鼓
励扩大保护范围。”借此法规出台之际，我
们呼吁国务院取消2011年为小南海电站让路
进行的保护区边界修改决定，重申长江上游
珍稀特有鱼类生态红线的严肃性。

2.4 西南水电与地质灾害的隐忧

    我国西南地区有着极其特殊的地质构造
和恶劣的地质环境。在水电开发过程中，地
质和地震对水电站的风险一直没有引起官方
和利益集团的足够重视。几年来，民间科考
人员一直在金沙江沿岸进行历史上重大地质
灾害的考察研究。通过考察研究十余处地震
引发的河谷山体崩塌和滑坡，横断山研究会
的杨勇认为，只考虑大坝抗震指数是不够
的：不垮坝不能说明就没有地质风险。汶川
地震说明，不光是很多水电站遭受毁灭或破
坏，且相当一部分难以恢复，即使能够恢复
的，其技术经济指标下降，灾害风险加剧，
五年以来不断遭受地质次生灾害的困扰。水

74 Kibler, K. M., and D. D. Tullos (2013), Cumulative biophysical impact of small and large hydropower development in Nu 
River, China, Water Resour. Res., 49, doi:10.1002/wrcr.20243.
75 刘伊曼,丁舟洋, 《长江成为鱼类的坟墓》,《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12月17日,信息来源：中外对话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5572-Expert-calls-for-1-year-fishing-moratorium-on-Yangtze-River
76 吕植、解焱、郑易生、范晓、汪永晨、李波、于晓刚、马军，《专家：挽救长江特有鱼类必须制止水电过度开
发》，《经济时报》，2009年5月6日。http://env.people.com.cn/GB/9249907.html
77 戴小河、邓全伦，《膨胀的小南海电站》，《证券市场周刊》，2012年第18期总第1798期
http://www.capitalweek.com.cn/2013-03-25/1837034860.html
78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三峡工程对水生生物的影响》，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信息管理
中心。http://www.tgenviron.org/envissue/projecteffect3.html 
79 秦卫华，刘鲁君，徐网谷，王智，蒋明康(2008) 《小南海水利工程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生态
影响预测》，《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08，24 (4) ：23 -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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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系统在地震过程中（包括厂房、变电站、
输电网等附属设施）的破坏更为惨重。

    近年来，西南地震频繁。众所周
知，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玉树地
震，和2013年的雅安地震对社会和经济带来
了巨大损失。泥石流滑坡、地震、干旱和洪
涝等灾害交替危及水电工程。同时，水电工
程也在威胁着西南地区的地质安全。长期研
究地质问题的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工程师范晓说，目前规划的河流水电站基本
都在地震活跃地带上。岷江流域有龙门山地
震带，大渡河流域与雅砻江流域有炉霍－康
定地震带，金沙江流域有东川－嵩明地震
带、马边－昭通地震带、中甸－大理地震带
等80。

    水库诱发地震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一
个科学命题。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其规律，水
库诱发机制还在探索争议中。目前的研究认
为，水库诱发地震取决于库坝区地质环境、
地质构造背景和水库库容运行的总体组合条
件。国内外水库诱发地震的情况，可分为两
类：一是水体渗透储积条件引发的地震，二
是诱震的地质构造条件引发的地震。对世界
近2000多座水库的分析表明，水深和库容在
水库诱发地震的动力机制中具有十分明显的
因果关系。如果具备以下二个条件：（1）岩
体破碎，裂隙发育；（2）水体负荷产生的超
孔隙水压足够大。那么水库负荷所产生的剪
应力和孔压力就形成诱发地震的直接作用因
素。同时，还会触发较大初始应力的间接作
用因素。另外，由于横断山河流流量季节变
化大，一旦河流上形成首尾相连的水库群，
消洪增枯的频繁交替以及水库间库容差异和
频繁调度，引起库容水深的不断变化，也会
引起库岸围岩结构瞬时应变，在这种快速频
繁的变化中，也可能导致应力失衡而诱发地
震。

    在国际学术讨论中，有专家认为，紫坪

80 曹海东，《西南水电为何疯狂》，《南方周末》，2008-05-05
http://www.infzm.com/content/7429
81 席涛、范军、崔浩、胡林，《四川汶川地震对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分析》，《国际经济评论》，2008
年7-8
http://www.iwep.org.cn/
82 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在2009年5月25日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的发言
83 朱弢，《民间环保人士呼吁西南地区缓建大坝》，财经网， 2008年06月02日
http://www.caijing.com.cn/2008-06-02/100067161.html
84 同上
85 章轲，《怒江水电开发扩大化老地质专家高声反对》，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02月24日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65,20110224121225418.html

铺电站诱发了汶川地震。同时汶川地震也造
成四川、重庆、云南等八省市水库出险2380
座，险情包括大坝裂缝、坝体滑坡、溢洪道
毁坏、泄水洞垮塌、防浪墙断裂、坝坡塌陷
等81。其中，存在溃坝险情、高危险情、次高
危险情的分别有69座、320座和1991座82。紫
坪铺水库位于都江堰上游9公里处，建设工程
浩大，库容量为11.12亿立方米，拦河大坝高
156米，被业内人士称为“成都人头上的大水
盆”83。从相关地质、水利专家处获悉，紫坪
铺水库在论证中，工程区坝址的地震基本烈
度被认定为7度，而此次地震坝址距离震中仅
17公里，震中烈度达到11度84。这说明紫坪铺
电站的震裂度论证被低估了。由此推断，西
南的众多水电站的地震论证也都有被简单化
的可能。紫坪铺水库坝区及其附近地区，正
处于著名的龙门断裂带上，坝址离震中仅17
公里。在紫坪铺水库蓄水后，断裂带发生超
过以往记录的高烈度地震，使人认为水库诱
发地震。

    著名的地质灾害专家徐道一与孙文鹏于
2011年去怒江考察归来后，致信中央呼吁叫
停怒江水电开发。地质专家认为怒江(云南
段)为断裂河流，当地的地质脆弱不稳定，是
新构造运动最强烈的地区，地震等级很高(为
里氏7-8级区)且频繁发生；这一地区还是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区；最近新构造运动加
剧，地震、地质灾害有明显增强之势；极端
气候、构造活动、地震的相互作用，导致发
生重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在增大85。徐道一还
认为，现行的水电站的建设规范，对环境地
质安全性评估范围局限于坝址附近数十平方
公里，这对于新构造运动强烈的西南地区不
合适，应增添区域的地质和环境安全评估的
内容。当邻区发生大地震、大坝上游发生巨
大地质灾害时，都会对大坝带来毁灭性的破
坏。如由远处的地震而引发大坝上游发生大
山崩或大滑坡，带着大量泥沙石块、沿着“
三江”笔直、陡倾、狭窄的河床急泻直下，
将会给下游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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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性灾难86。

    新的水电建设规范应明确规定，拦江大
坝不能建筑在活动断裂的破裂带上，因为任
何坚固的钢筋水泥大坝也阻止不了延伸大断
裂带的相对错动。 事实上，“三江并流”地
区至今仍在发生巨大的山崩、滑坡与泥石流87

。规范也不能忽略对库区和输变电系统地质
环境的具体约束，应该从整个水电工程系统
全盘考虑地质和地震的影响。 

    同时还应该看到，水电建设工程引发的
工程性地质灾害，也呈现出群发、高发态
势。如四川雅砻江锦屏水电站（世界第一高
坝）在2012年8月30日发生群发性地质灾害。
该水电站施工区内外（木里县、盐源县、冕
宁县三县交界处）因局部强降雨引发崩塌、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点多达100余处。施
工区内外道路、隧洞、桥梁受到严重破坏，
交通、通讯、电力全部中断。灾害已造成10
人死亡、14人失踪88。经历过的人回忆：“
山洪从四面八方倾泻而下，裹挟着山石和碎
木，部分活动板房和永久性住房被冲垮、冲
毁。山体坍塌，砂石淤泥堵住了隧洞，大量
人员被困。汹涌的泥石流将道路淹没，奔腾
肆虐。人们尖叫着四散奔逃，寻找可能的避
难所……”89。锦屏水电站地处攀西大裂谷
的核心地带，山势陡峭，裸露的山体较多，
形成微型峡谷，谷底空间狭小。复杂的地质
背景决定了当地的地质环境亦极为恶劣，加
上大量的人为干扰，开挖山体，留下满目破
碎痕迹。8月29日晚经历暴雨冲刷、崩塌、滑
坡、泥石流等群发性地质灾害在所难免90。

    类似的水电建设引发的地质灾害在各地
不断发生。例如，金沙江下游干流梯级电站

的白鹤滩水电站（上与乌东德，下与溪洛渡
电站相连），2012年6月突然爆发的泥石流冲
毁了白鹤滩水电站施工营，生活在施工营的
41人被泥石流淹没91。2002年8月，云南“西
电东送”的小湾电站一次泥石流造成5人死
亡，2人失踪，18人受伤92。甘肃舟曲的特大
泥石流灾害也与水电建设密不可分。自2003
年至2007年，舟曲县41个在建或已建的水电
站工程合计扰动地表面积达322.83公顷，弃
渣达3834.8万立方米，水土流失预测量达
74.9万吨93。修水电站要炸山征地，引起岩
体松动，植被破坏，弃渣堵塞河道，在沟道
中胡乱堆积也为泥石流形成提供了松散固体
物质。因工程建设不合理弃渣导致的泥石流
灾害时有发生。泥石流同样危害水利水电工
程，水利工程一旦被毁，则会造成更大程度
的灾害。比如，2004年7月8日，滑坡和泥石
流灾害将大盈江支流户撒河上的二级和三级
电站引水坝以及厂区职工宿舍摧毁，造成重
大损失。2005年8月11日，四川海螺沟暴发大
规模泥石流灾害，冲毁建在磨子沟的所有小
型水电站，造成严重灾害94。

    国际河流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
尔温江）和雅鲁藏布江的地质和地震灾害隐
患，还要考虑国际关系和复杂的地缘政治因
素。水电决策不再是公司利益和能源生产的
利益权衡过程。江河上游的大坝与下游国家
沿岸发生的洪涝灾害之间的关系成为无数问
题的导火索。尽管这些灾情与气候变化有
关，但人们仍然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大坝。下
游人民认为是上游的水电站运营加重了灾情
95。

2.5 已建大坝在生命周期中的管理和成本问题

86 章轲，《怒江水电开发扩大化老地质专家高声反对》，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02月24日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65,20110224121225418.html
87 同上
88 黄毅，《四川凉山锦屏群发性地质灾害已致10死14》，新华网，2012年08月3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2-08/31/c_112921594.htm
89 胡非非，《西南水电开发保护兼顾两难》，《时代周报》  2012年09月06日
http://www.21cbh.com/HTML/2012-9-6/5NNDEzXzUxNTU5Ng.html
90 同上
91 http://sh.sina.com.cn/news/o/2012-06-28/1740222482.html
92 李舒，《云南小湾电站工地发生泥石流 5人死亡11人失踪》，新华网，2002-08-17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8/17/content_528343.htm
93 雷永青，《舟曲泥石流之惑天灾人祸科学解析》，中国国家地理网，2010-08-17
http://news.dili360.com/zhdl/dzzh/2010/0817/28549.shtml
94 同上
95 Andrew WALKER,Damned Chinese: mighty Mekong a memory,24 FEBRUARY 2010
http://asiapacific.anu.edu.au/newmandala/2010/02/24/damned-chinese-mighty-mekong-a-memory/



41

96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905 
97 秦海燕，王晓杰，杨莉，《中国水库坝体失事原因分析》，《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7月第20卷
第3期 
98 何晓燕，王兆印，黄金池，丁留谦，《中国水库大坝失事统计与初步分析》，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清华
大学
99 贾金生，袁玉兰，郑璀莹，马忠丽，中国大坝协会秘书处，《中国2008水库大坝统计、技术进展与关注的问题
简论》，《水利发电》， 2010年01期
10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26/c70731-20923697.html

    在2011年6月中旬举办的中国大坝协会
2011学术年会上，中国大坝协会理事长汪恕
诚对即将上马的水电大项目的工程安全表达
了忧虑。他告诫所有与会者：“一定要把大
坝工程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不要成为历史
的罪人，愧对祖国和人民。”“我比较担心
水坝工程的质量安全问题。现在很多都是
两三百米的高坝，都处我国西南高山峡谷地
区，地质条件复杂，往往又是地震多发带，
而勘测、设计、科研等前期工作时间紧、任
务重。我们一定要把工程质量安全放在第一
位，这是历史的责任”96。

    中国的已建水库中，一半以上建成于20
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多是采用“边勘
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建成的，工程
标准低、施工质量差，加之重建轻管，经过
几十年的运行，大多已处于病险状态。2005
年，根据各省上报水利部数字统计，在 
85160座水库中，约4万座水库被列为病险
库，约占全国水库总数的50%。水库大坝作为
重要的水利基础设施，失事造成的后果相当
严重。 2006 年6 月1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
挥部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鄂竞平在强调确
保水库安全的重要性时说:“水库垮坝所带
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可能超过一次海
啸，超过一次强烈地震，甚至不亚于一次局
部战争。”因此，水库坝体的安全问题已经
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97。研究认为：导致
中国垮坝事故的原因，主要是水流能力不足
和水库质量问题，对于北方水库更是如此。
而对于南方水库而言，超标准洪水也是导致
水库发生灾害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98。

    对水坝与各种地质灾害的关系也处于一
个渐进的认识过程。1991年颁布的《水库大
坝安全管理条例》只适用于坝高在200米以下
的大坝。到2010年为止，中国300米以上的大
坝只有锦屏水电站，而200米以上的高库大坝
不下10个，占了世界的一半多。一直没有修
订的《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已不适应现
实需要，管理条例急需修订，以及时反应全
国和各省市的现实需求。

    随着大坝数量的增加和使用年数的增
加，大坝的运行维护和查险、除险将是重要
的问题。另外还有工程寿命和退役问题。大
坝工程合理的、经济的使用年限确实是一个
复杂的问题，如何建立核实的退役制度尚需
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99。中国水利部、国家统
计局2013年3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
公报》显示：在全国有防洪任务的河段中，
已治理的只占33%，已治理且达标的仅占17%
，中小河流治理率低。全国水库总库容占河
川径流量的34%，兴利库容仅占16.8%，对江
河水资源的调控能力不强。全国以供水和灌
溉为主的水库虽然有93000多座，但水利库容
只有1700多亿立方米，供水保障能力较弱100

。

    水电大坝管理的任务眼看将日益加重，
包括在已建大坝群中挖掘新出力的潜力，维
护大坝安全，消除各种隐患和风险，减少大
坝的生态影响，尽可能恢复和维持生态流及
其生态服务，帮助大坝移民社区重新安居乐
业等等。这些成本和代价是水电公司，还是
纳税人来承担，也一直是一个不清不楚的问
题。鉴于这种情况，中国的水电和水坝建设
一方面需要建立面对整个水坝生命周期的监
管机制，同时还需要对水坝建设整个生命周
期的成本代价做清晰核算，并落实其责任。
不应该让水电发电的利润与水坝后期的管理
和事故处理代价分离。这种生命全周期水坝
成本计算和安排的方法，应该成为水坝建设
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边的章节中，将
会介绍国外的发证制度(licensing)，这一制
度实现了对水利设施的定期监管，保证危库
险坝的问题能及时发现，其管理和运行成本
不会被转嫁和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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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护江河之脉 —— 河流生态红线

三江源脆弱的河流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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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保护对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和发
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维持地区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中国
西南地区是世界上挤压最紧、压缩最窄的复
合造山地带，是长江、澜沧江和怒江这三条
世界著名大河的发源地及流经区域。如此的
地理位置，集中了多种地形地貌奇观和各种
生态环境类型。

    正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生态类型的多
样化，该区域内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是地
球上生物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也是中
国生物物种分化的中心地区，还是包括陆
生、水生在内的很多稀有、濒危动植物生存
的栖息地。这块面积不大的区域内，拥有中
国20%以上的高等植物和25%以上的动物种
类。同时，由于南北纵横的峡谷地貌有利于
热带植物区系与泛北极植物区系成分交汇过
渡，这种相对隔绝封闭的环境也成为第四纪
冰期亚欧大陆生物的主要避难所，因而使得
西南地区保存了生物演替系列上许多古老珍
稀物种，并孕育着若干特有物种类群。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最复
杂的地区之一，该区域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17个关键区域的第一位。最近十多年
来，中国与多边、双边的国际合作UNDP、世
界银行，或与国际保护组织IUCN, WWF, TNC, 
CI等等都开展了针对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工作，在确定保护对象和划定关键保护
区域等方面进行了长年的保护工作。但是，
由于淡水生态系统的基础数据不足、开展工
作的难度，以及调查信息的分享平台不能最
大限度共享等等原因，中国河流系统的保护
工作一直落后于陆生系统的工作。最近十年
来，由于水利工程的快速发展，给淡水生态
系统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中国江河的生态保护急需制定系统保护
计划，划定江河的生态红线无疑是重中之重
的工作。在这一章里，我们介绍TNC长江项目
使用的方法，并初步总结研究结果，提出接
下来急需拓展的任务。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主
峰、海拔6221米的各拉丹冬雪山。干流流经
11个省市自治区，在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

全长6300公里，居世界第三位。长江干流拥
有700多条一级支流，流域内覆盖19个省市
自治区，人口近4亿。长江年入海水量近1万
亿立方米，居全国七大江河之冠，占全国河
流总径流量的37%。流域水能资源理论蕴藏
量2.68亿千瓦；可开发量1.97亿千瓦；年发
电量约1万亿度，占全国的53.4%。长江水系
同时也是中国内河航运最发达的地区。长江
源头沱沱河以下，依次为通天河、金沙江，
金沙江以下，岷江口至长江入海口通称长
江。长江支流流域面积1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支
流有49条，主要有嘉陵江、汉水、岷江、雅
砻江、湘江、沅江、乌江、赣江、资水和沱
江，主要湖泊有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梁
子湖、巢湖和洪湖等。中国大陆境内1平方公
里以上的自然湖泊有77%分布在长江流域。整
个长江水系的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占
中国陆地面积的18.8%。

    长江流域有着既丰富又具全球重要意义
的生物多样性。共有已知鸟类超过400种，
昆虫4500种，浮游植物321种，浮游动物330
种，底栖动物220种，水生植物214种，鱼类
378种，两栖动物145种和166种爬行动物，占
到了2/3以上的中国生物资源。与此同时，流
域内有许多特有种和孑遗物种，包括特有鱼
类162种（占到整个中国特有鱼类的43％）和
中国特有的两栖类物种的34％，其中包括著
名的白鳍豚、中华鲟和扬子鳄。

    澜沧江，又称湄公河，地处中国、东南
亚、南亚三大区域和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洋
的结合部，发源于我国的青海省，流经西
藏、云南后进入老挝、缅甸、柬埔寨、泰
国、越南最终注入南太平洋。其干流全长
4661公里，是一条著名的国际河流。西南
地区位于澜沧江流域的上游，在我国境内干
流长度为2160公里，其中在云南省境内干流
长约为1240公里，占全干流长度的1/4。澜
沧江-湄公河属太平洋水系。源头分东西两
支，东源扎曲、西源昂曲在西藏昌都汇合后
始称澜沧江，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的
南阿河口入江后称为湄公河。河流按其流经
地区的地形地质特性所引起的水动力特性，
可划分为不同水段。根据澜沧江水道特征，
可将其分为：河源、上游、中游和下游。河
源：从源头至昌都，干流长564.4公里，是全
流域河道比降最大的河段。该段水系较为发
达，干支流多以斜交相汇而呈树枝状分布。
上游：昌都以下至功果桥，河流进入横断山
区。水系多沿断层发育，两岸支流短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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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流直交属羽状水系，是全流域最狭窄的地
段；中游：功果桥以下至景临桥，进入中山
宽谷区，为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带；
下游：自景临桥至勐腊县南腊河口，河长355
公里，两岸山势逐渐降低，河谷开阔，坡度
减缓。

    区域内江河纵横，地形复杂，气候多样
也造就了丰富而独特的生物和物种。据统
计，在澜沧江地区共有高等植物8000多种，
野生脊椎动物1100多种，占到全国总数的40%
以上。这里汇聚了我国青藏高原、西南两大
动物区系的许多种类，聚集了大量珍稀濒危
野生动物物种，如著名的金丝猴、亚洲象。
在西南地区的范围内，有滇金丝猴、长臂
猿、孟加拉虎等珍稀动物和桫椤、秃杉等多
种稀有植物，其中国家级和省级保护的动植
物物种350种左右。

    该区域是水生生物最为丰富的地区之
一，许多种类为该区域内独有的物种。就鱼
类而言，由上游高寒地区的冷水鱼类区系向
下游的暖水鱼类过渡。澜沧江鱼类区系由6目
组成，包括21科86属162种，其中鲤形目4科
60属117种，鲇形目7科13属27种，鳉形目1
科2属3种，合鳃目1科1属1种，鲈形目7科9属
13种，鲀形目1科1属1种。从鱼类对于环境适
应的特点来看，该区域内鱼类可大致分为3个
生态类群：冷水性鱼类、过渡种和东洋区鱼
类。冷水性鱼类，适应高海拔、低水温、强
辐射和食物匮乏的环境，比较明显地表现在
出藏高原区鱼类区系的特点。主要种类有裂
腹鱼、高原鳅等；过渡种：主要为从澜沧江
上游向下游扩散的种类，如野鲮亚科和刀鲇
科等10多种。东洋区鱼类：适应下游河谷开
阔，河面宽展、水流减慢，沿岸多沙洲的特
点，主要有鲤形目鲤科、野鲮亚科、鲇形目
等。该区域内澜沧江流域内被列入《中国濒
危动物红皮书》（鱼类）中的有13种，占全
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鱼类92种的14.13%。

    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
流经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于云南省潞西市
流出国境，出境被称为萨尔温江，汇入印度
洋的安达曼海。怒江-萨尔温江干流全长3240
公里，其中我国境内长约2020公里，流域面
积为13.6万平方公里，年径流量为710立方
米。

    怒江地处横断山脉峡谷，由于印度板块
和欧亚板块的撞击，在缝合线上形成南北并

列的山脉和峡谷，在纵向形成生物南来北往
的通道。横断山是热带边缘和亚热带的基地
上出现的高山，在垂直方向形成了比较完整
的垂直气候带，这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非
常有利。正因如此，横断山成为我国三大生
物物种聚集中心之一。怒江流域内有著名的
世界自然遗产 “三江并流”，高黎贡山和南
滚河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怒江、小
黑山和永德大雪山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怒江
流域的高等植物占全国20%以上，包括200余
1200余属，6000余种。峡谷区内的珍稀植物
资源丰富，属国家级保护的有彬椤、秃杉、
贡山厚朴、长蕊木兰、红花木莲、水青树、
董棕等20余种，省级保护的有30多种。流域
内陆生生物更为丰富，其中有兽类154种，鸟
类419种，两栖类21种，爬行类56种，昆虫
1690种，亚洲象、羚羊、雪豹、白眉长臂猿
等动物已被列为濒危珍稀动物。从水生情况
看，怒江流域现有7类48种鱼，其中17种为怒
江所特有，角鱼、缺须盆辰鱼、裸腹叶须鱼
及长须黑鱼等四种鱼类已被列入《中国濒危
动物红皮书》。

    从西南地区河流生态现状看，该区域内
两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正遭受着严重的破坏和
威胁。不可否认大坝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作
用是双重的，水库为生物生长提供了丰富的
水源，也可缓解大洪水对于生态系统的冲
击，水电还可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然而，
大坝对于河流生态系统产生的威胁，完全违
背可持续发展。大坝拦截水流形成水库，造
成了河流的非连续化问题。河流生态系统本
应该是一种开放流动的状态，其连续性不仅
指一条河流的水力学和水文学意义上的连续
性，同时也是对于生物群落至关重要的营养
物质以及基因的连续性。先前的研究表明，
洪水的周期变化对于聚集在河流周围的生物
是一种有利的信号，这些生物依据这种信号
进行繁殖、产卵和迁徙，因此河流的连续性
对于生物多样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表
面看，大坝蓄水后，河谷变成水库，原有陆
地及丘陵生境被破碎化、片段化，陆生生物
被迫迁徙。流动的河流变成了相对静止的人
工湖，水工设施引起水文改变，从而改变流
速、水深、水温以及水流边界条件，水库中
会明显出现温度分层现象。此外，由于水库
的泥沙淤积，也截留了河流的营养物质，促
使藻类在水体表层的繁殖，产生水华现象。

江河生态规划方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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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西南地区淡水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
优先区域，其目的是明确在该区域内生物多
样性的信息和机遇，指引出重点开展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区域，用生态区评估的方法对生
态过程、生物组成和当前的环境影响和未来
压力进行评估。

       规划的方法：以西南地区淡水生态区位
规划单元，利用DEM（数字高程模型）根据水
体流动和能量交换的自然连通关系，生成具
有生态意义的相互嵌套的集水区单元作为评
估单元，以评估单元为单位，评估保护对象
（生态系统）的分布和现状。不仅考虑生物
多样性价值，同时兼顾社会经济因素等干扰
因子（保护代价），设定明确的保护目标，
运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MARXAN空间优化模型
计算，识别出那些生物多样性价值高、且保
护代价低的区域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域。

       确定能清楚代表该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的
要素作为保护对象：西南地区澜沧江和怒江
流域生态区评估，是针对水生生物多样性的
评估，因此首先要确定能代表水生生物多样
性的要素，即我们要保护什么。理论上应当
考虑从生态系统到基因的所有能反映水生生
物多样性的要素，但是由于数据限制，考虑
生物多样性要素的所有类别不太实际，在区
域保护规划中，通常使用能代表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过程的生态系统和需要特别关注的物
种，但是由于该流域可用数据较少，这里我
们使用水生生态系统作为我们的保护对象。
在确定水生生态系统分类和制图之前，我们
基于DEM（HydroSHEDs<2006>数据集3秒DEM数
据）根据水体流动和能量交换的自然连通关
系，生成具有生态意义的相互嵌套的集水区
单元作为评估单元，基于集水区大小、河流
的连通性、地形和物质能量流动关系，我们
区划出相互嵌套的水流网络单元。根据集水
区大小可分为三个类别（见图4）

    对集水区等级为1和2级的规划单元我们
将具有相似的地形学特征和环境过程（如水
文、营养、温度等）的径流划分为一个水生
生态系统。物理环境格局和过程能够决定栖
息地的结构，并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分布和结
构，这里选择了一系列能用GIS数据体现的因
子来代表环境格局和过程的因子。（见图5）
。表格3对这些因子做了简单的描述。用此方
法划分出的水生生态系统就是我们的保护对
象。

源头水（集水区面积 < 1,000 km2）
小河（集水区面积 < 10,000 km2）
大河（集水区面积 < 100,000 km2）

图4 集水区单元（以大渡河/岷江集水区为例）

    对于大于2类的河流，例如，集水区面积 
> 10000 km2 （大河，主要支流和长江干流）

淡水生态系统

水文
（流量）状况

水文特征
•	 温度
•	 化学

自然生境 连通性

生物的相互作
用&组成

图5 影响水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因子
（根据Karr改写1986）

，只能对其集水区和主河道进行描述，不能
越过生态流域单元的范围进行分类。大河和
主要支流或者是唯一的，或者在同一类型上
数量很少。进行分类的根本目的，是确定那
些具有类似的水生生态系统的重复的格局，
而在研究区内的大河都具有独特的格局。基
于此，这样的集水区没有再进行分类。

       设置能维持保护对象长期存在的保护
目标：设计一个成功的保护蓝图, 为了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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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3 用来进行水生态西工分类和制图的因子

变量 基本原理 类别

河流大小
/集水区面积

用集水区面积度量，河流
的大小与河道的形状、生
境类型和生境比例、生境
特征稳定性、流量相关。

源头水(集水区面积<1,000 km2)
小河(集水区面积<10,000 km2)
大河(集水区面积<100,000 km2)
主要支流(集水区面积>100,000 km2)
长江干流–宜宾到宜昌  

河流比降
/集水区形状

与流速、基岩、河道单元
形状和河床内生境的类型
和分布相关

分别统计集水区内每个比降级别的
河流总长度
比降级别：
平缓     < 0.0005
低级     0.0005 - 0.02
中级     0.02 - 0.04
陡峭     0.04 - 0.10
非常陡峭 > 0.10

石灰质地质
(Geology  Data System, 
INC(2007))

石灰质地质明显影响水源
（地下水）、温度、化
学、地貌形态、和水文状
况。

石灰质影响：集水区中石灰质基质
的面积>40%

流域地形/洪泛信息 集水区包含模拟的洪泛区的面积比

湖泊连通 
(中国测绘科学院 （2004）
基础地理数据1:1M)

湖泊占集水区的面积

生物多样性对象的生态过程和长期进化，必
须为其数量和分布设置明确的保护目标。由
于知识和支持数据的限制，保护目标的设置
是一个巨大挑战。因此，同其他保护规划一
样，相对主观地选择一个现有生态系统的比
例，作为保护目标。对于小河生态系统（大
小级别为2），设置每种生态系统类型的20%
河流长度作为保护目标。小河集水区的面积
变化较大，从1,000到10,000 km2不等。因此
河流长度能更好的表达集水区数量。对于源
头水生态系统（大小级别为1），设置保护现
有集水区数量的25%的保护目标。因为河流是
从没有考虑降水、基岩或水文方向的流量地
形模型中提取的，所以相比大河来说源头水
的精度偏低，河流长度不是可靠的度量。因
此，我们选择源头水集水区的数量作为保护
目标的度量标准。

       评估保护对象栖息地的可存活性\生态
完整性：将上述过程确定的水生生态系统类
型作为生物多样性对象，下一步就是评估水
生生态系统的生态完整性的相对等级。完整
的生物学系统能支撑和维持生物学要素和生
态过程，更能应对来自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干
扰。通过评估生态完整性的相对级别，可以

选择出那些最具潜力提供生境和支持生物多
样性长期保持的水生生态系统。直接度量流
域内出现的所有水生生态系统的生态完整性
是不现实的，然而可以用人类干扰，或者对
历史和自然条件的违背进行间接指示。本研
究中使用了可利用的能反映人类干扰的GIS数
据计算每个集水区的保护适宜性指数，这些
GIS数据包括土地利用类型和基础设施（道路
其它开发数据）（表格4）。这种方法提供
了生态条件的粗尺度的度量方法。代价指数
可以尽可能的选择那些自然性完好的生态系
统，尽量避免与开发相冲突。这个指数是适
宜性的倒数；高代价指数说明需要更多的保
护投入、与经济发展相冲突，并且不适宜生
态过程的维持，反之亦然。

生物多样性重点区域

    该分析的核心目的是划分生物多样性重
点区域。这些区域如果被有效地管理，西南
地区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代表性的生物多样
性将被长期保存。这些区域代表了一个成功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这个规划基于下面
的原则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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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4 用于计算保护适宜度的因子
因子 度量(每个集水区) 数据源&比例尺

公路 公路长度/ 河流长度 中国测绘科学院(2004)基础地理数据1:1M

铁路 铁路长度/ 河流长度 中国测绘科学院(2004)基础地理数据1:1M

村庄& 居民地 个数/ 面积 中国测绘科学院(2004)基础地理数据1:1M

转换的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比例 中国测绘科学院(2004)土地覆盖1:1M

城市用地 面积比例 中国测绘科学院(2004)土地覆盖1:1M

灌溉农业 面积比例 中国测绘科学院(2004)土地覆盖1:1M

大坝 个数/ 面积 (CI山水(2007), 张继良1000万m3 以上库容或坝
高15米以上的大坝(2009)

下游条件 下游交汇的适宜性指
数值

    代表性：该区域所有的生态系统都满足
保护目标（高于最小面积）；
    连通性：优先选择连通的集水区和河
流；
    生境状态：基于有限的知识和数据，确
保重点保护区域内的集水区在满足保护目标
的同时，具有最优的生境状态并能保证生物
多样性的长期存在。生境状态是通过栖息地
适宜度来衡量的；
    高效性：重点保护区域是一组能够满足
保护目标的最小的区域，并且在保护代价最
小的地方。保护代价用适宜度指数来计算。

长江、澜沧江和怒江的保护优先区

    我们基于下面的三个步骤设计了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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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长江流域淡水保护优先区域

澜沧江及怒江流域的优先区，通过MARXAN空
间优化选择模型，帮助我们从源头水和小河
集水区中，基于有效和连通性，选择那些生
态完整性好且能满足生态系统保护目标的区
域。由于针对长江的保护优先区划定工作已
经有较多的准备工作，参与专家过去累积的
数据更多，所以长江的保护优先区比怒江和
澜沧江的更具体。

    设计的水生生物多样性优先区域（见图6
和图7）结合了专家知识（表格5）和空间优
化模型的计算结果，它基于高效性、连通性
和生态适宜性的原则，满足了所有保护对象
的保护目标。

    专家指定的区域包含了集水区级别在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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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选择原因

1 三江源 特有高山鱼类

2 金沙江 特有鱼类

3 雅砻江上游 特有/威胁鱼类：高山鲃鱼 

4 大渡河上游 特有/威胁鱼类：
高山鲃鱼，四川哲罗鱼；
人类进入受限

5 青衣江 特有鱼类 

6 恒水河 特有鱼类
限制开发

7 赤水河 特有鱼类

8 国家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 
(NNRARSF)

特有鱼类
保护区变成三峡水库库区

9 乌江上游 (草海) 特有/威胁鱼类：
鲶鱼, 鳅, 高山鲃鱼, 鲮鱼

10 大陵河&小陵河 特有鱼类

11 白鳍豚栖息地 白鳍豚；河口；中华鲟幼鱼保护区

12 长江经济鱼类种质资源保护 汉江与长江交互区；经济鱼类种质资源

13 长江中下游鱼类保护区 鱼类丰富

14 大鹅洲 鱼类丰富

15 丹江口上游 过去鱼类丰富，是多种鱼类的栖息地

16 洞庭湖 湖河连通；恶性捕捞；洞庭与长江交互区是四大家鱼
种质资源

17 洪湖 鱼类丰富；白鳍豚国家级保护区

18 靖江刀鱼种质资源保护区 种质资源

19 梁子湖湿地 鱼类丰富

20 鄱阳湖 湖河连通；湖口区豚类保护区；南矶山鸟类保护区

21 鲥鱼栖息地 鲥鱼分布

22 豚类保护区 豚类栖息地

23 新螺段 特有鱼类

24 扬子鳄保护区 扬子鳄

表格5 专家制定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

以上的5,600 km的河段，这些优先区域包含
了108个小河生态系统集水区，占所有小河集
水区的29%；包含了1076个源头水集水区，占
所有源头水集水区的38%。

    总结：专家指定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多
样性优先保护区域，为具体划定中国江河生
态红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在水利工
程项目星罗密布，且上马态势加速的现状
下，如何通过大量实地考察，把关键保护
物种和它们实际的分布区域、理想的抢救和
恢复区域，与工程项目的分布清晰的标识出
来，仍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还需
要参考借鉴国外案例，特别是对水利开发、

水资源综合利用、流域多重价值协调发展等
方面已经进行了较全面的反思，在法律和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都有较多经验和教训的
国家，如欧洲的挪威、瑞士、北美的美国和
加拿大等。这方面的工作，离不开淡水生态
系统的资料分享以及公开透明和安全的共享
平台。否则，划定生态红线，并落实到河川
流域的实际河段，仍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没
有生态红线工作的快速推进，河流保护只能
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很难赶上大坝建设
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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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澜沧江和怒江流域优先保护区域图示



50

第四章

建江河之盟 —— 非水能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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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规划中大力推进水电发展的理由
主要是两个：1）为节能减排做贡献，2）增
加非化石能源比重，优化中国能源结构。对
这两个理由，民间环保组织虽然认可其出发
点没好，但是也观察到众多疑点。 

水电是否助推了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在西南的
发展

    水电的电能消纳市场在哪里？谁在决定
电送到哪里？水电的开发利用是否真正替代
了我国的一部分火电，还是促进西部的重工
业的兴起？分析这些问题，必须把水电的生
产和消费的冲动放在西南地方的经济政治博
弈的过程中。

    表面上看，水电似乎有干净的“身段”
，而火电总显得“灰头土脸”。可是水电却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国家三令五申、连续十
多年希望控制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一个
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在调研中，访问过十
多家气候和能源的研究相关的机构，也查阅
了众多文献，除不同产业有单独的计算，如
2010年中国吨钢电耗保持在600kWh/t左右,但
与日本的340~350kWh/t101相比，仍然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预计2015年和2020年钢铁行业
的吨钢电耗分别为519kWh/t和461kWh/t,分别
比日本当前电耗水平高48.2%和31.8%102。关
于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最近十多年来，产
能过剩究竟总共消耗了多少电力，其中有多
少是水电，目前还未找到现成答案。 

    2013年6至7月《能源报》等众多全国性
媒体的跟踪报道曝光了云南水电的弃水现
象，云南省政府在卖电决定上的博弈，以及
云南省政府用水电推动省内矿业和高耗能产
业发展的决定。例如，云南省政府搁置金中
直流计划，即±500千伏溪洛渡右岸电站双回
直流输电工程、±800千伏糯扎渡电站送广

东直流工程，以及金沙江中游电站送电广西
直流输变电工程；云南省物价局2013年6月初
发出通知，从2013年6月1日——10月31日工
业企业消耗的富余电量可享受8折优惠。该方
案的实施范围包括云南电网统调范围内所有
水力发电企业，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
保、技能减排要求的铝、铜、锡、铅锌、钢
铁、铁合金(含工业硅、高钛渣等)、黄磷、
电石、烧碱、水泥等10个行业的工业企业。
云南丽江在国家“十二五”能源规划发布的
前后，曾因上马高污染、高耗能的电解铝项
目，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究其背后的原
因居然是：为了把金沙江中游各电站发出的
电最大限度地留存当地，要消纳电力，丽江
必须发展工业，电力成本几乎要占到60%左右
的电解铝项目无疑是最合适的项目。而发电
企业同时可以减少输电的损耗，增加利润103

。在丽江发展电解铝比在广西发展可以降低
生产成本104。

    在西南地区调研过程中发现，由于水电
缺乏调节能力等固有的缺陷，对大江大河的
过度开发正在西南地区引发高耗能产业的膨
胀；而建立在廉价水电基础上的高耗能产
业，给当地环境带来严重影响。由此制造的
巨量能源需求，将大规模消耗江河开发所产
生的电力，直至导致新一轮电力短缺；而电
力短缺又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水电开发。这
一“面多了掺水，水多了加面”式的水电开
发模式，将使国家在高污染、高消耗的扩张
型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105。

    2008年全国政协和电监会联合赴云南、
四川，考察长江上游的水电开发和环境保
护。当时的考察已发现西南地区的水电推动
高耗能产业的膨胀，引起了舆论关注。云南
省政府发布的“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云
南要建立电、矿、化一体化资源精深加工的
产业基地。推进多种形式的矿电结合，发展
水电—铝、水电—铁合金、乙炔化工产业，
发展原料、市场、能源“三头在外、封闭运
行”的产业模式106。

    水电丰枯季节的发电不稳定，可导致煤

101 杨瑞广、张立， 2013，《钢铁行业节能降耗对全社会用电量的影响》，《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第六卷，第二期
102 史红亮 、陈凯 ，《我国钢铁行业能源消费的分解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101-104
103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600
104 http://paper.people.com.cn/zgnyb/html/2013-03/11/content_1209740.htm
105 马军，《西南水电过度开发无助节能减排,甚至有可能导致更多煤电的上马》，《科学时报》，2009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09/2/216348.html
106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2年06月11日
http://district.ce.cn/zt/zlk/bg/201206/11/t20120611_233970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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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的上马，恶化节能减排形势。丰水期的富
余电能吸引高耗能产业落户西南地区；而到
了枯水季节，电力供应不足，不得不对这些
能耗大户实施限电。这些高度依赖电力维持
其运营的企业，经济上势必遭受损失。而这
些当地能耗大户，是当地利税来源。于是，
建设枯水期水电调节电源就成为开发商和地
方政府的共同目标。由此，西南很多水电富
集区将目光锁定到更加稳定的煤电建设上。
例如，紧邻二滩水电站攀枝花，其煤炭需求
量反而在加大。2005年全市生产原煤998万
吨，消耗原煤1491万吨，在现有工业结构条
件下，攀枝花煤炭生产能力已经满足不了全
市对煤炭的需求，出现“群鸟争食”的局
面，攀钢煤炭库存频频告急，煤炭供应成为
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瓶颈。

    一直以来，大力主张发展西南水电的专
家与官员强调：“西南水电可以弥补我国东
部发达地区的电力短缺，以水电替代大量的
火力发电，将有力促进污染控制、环境保
护、减缓气候变化。”同时，西南各地区大
力宣传水电对国家贡献的口号，并受到公众
的认同。 然而如果西南水电开发的决策者试
图通过水电刺激当地的高耗能产业的增张，
推高我国两高产品在世界的份额，两高产业
所消耗的这部分水电，显然不是节能减排的
成绩。

    水电过度开发所带动的高耗能产业，除
了耗能高以外，排放的污染也将非常严峻。
西南是生态脆弱的地区，高耗能产业的引进
以及矿产的开发扩大，无疑将威胁到当地环
境，也威胁着周边居民的健康和生计。高耗
能产业例如冶金、化工的废水如果流入江
河，河流的生物多样性和下游人民的饮水就
将受到威胁。

    云南发生的弃水弃电是否会快速扩大高
耗能产业在云南落户？将来的“西电东送”
是否会成为消纳水电的主力军？如何在国家
层面合理的整合优化水电能源供需？如何让
受水电影响的民众分享水电的利润？这些问
题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也必须探究和反思
我国的能源体系和机制。

非水能可再生能源是优化能源结构的新生力
量

    由中国工程院士黄其励教授带领的中国
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我国可再生能源中
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目标与途径的
研究结论是，通过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发
电，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热利用和燃气技
术，积极努力发展生物质交通燃料技术，使
可再生能源从目前的补充能源，逐步提升
到2020年的替代能源，2030年的主流能源和
2050年的主导能源的战略地位107。

    同时，《能源报告——2050 100％可再
生能源》108认为：“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可
以满足我们所有的能源需求。 这样一个转变
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经济可行的。这种方
式提供的能源是全人类都能够支付得起的，
且生产能源的方式也是全球经济和 地球所能
承受的。报告充分考虑了世界各地对大型水
电工程的利弊分析,对水电给于相对较小的增
长，与现在的15%相比，到2050年，水力发电
提供电力所占比例为12%。新水电计划要满
足严格的环境可持续性和人权的标准, 并且
尽可能的降低对河流和淡水栖息地的负面影
响。

    美国柏克莱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对五种中
国能源情景分析的比较研究109，其中还包括
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2050情景分析。
在其比较研究的结论中，我们发现：发改委
能院所的能源情景分析，对核能的前景估计
较乐观，但是对风能和太阳能的情景估计比
较保守。太阳能在低碳和强低碳2050情景中
都只占1％，风能占到6％－9％，水电占15％
－16％。在英国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
情景中，对太阳能和风能的估计都比发改委
能源局要更乐观。值得欣慰的是，不同的中
国能源未来情景分析中，大家对2030－2050
年中国大幅度提高能效有较大的信心。

    中国大坝协会理事长汪恕诚在2011年
讲过一番话110：“当我还在水利部任职的时
候，考虑到生态问题，考虑到一条河流的全

107 黄其励、高虎、赵勇强，《我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目标与途径》，《中国工程科
学》2011第13卷第6期
108 《能源报告——2050 100％可再生能源》 WWF,ECOFYS,OMA AMO, 2011
http://www.ecofys.com/files/files/wwf_ecofys_2011_theenergyreport_chinese.pdf
109 Nina Zheng, Nan Zhou and David Fridley,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odeling Studies on China’s Future Energy 
and Emissions Outlook, China Energy Group Energy Analysis Department Environmental Energy Technologies DivisionLaw-
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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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汪恕诚理事长2011年6月16日在中国大坝协会2011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http://www.chincold.org.cn/chincold/gclt/webinfo/2011/06/1308287584880935.htm
111 赵昂，2013，《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如何改变过高依赖煤电和大水电的电力结构：以南方电网为例》
112 黄其励、高虎、赵勇强，《我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目标与途径》，《中国工程科学》
，2011第13卷第6期

面规划问题，曾提出：一条河流水能资源的
开发上限可以设定为60%，保留一定河段的
原生态。这次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以后，经
过反复思考，我建议水电开发的上限要提
高，提高到80%～85%。这次日本核污染事故
对全球能源的影响，让我觉得水电的担子更
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水电开发的程度要提
高，不然中国的能源问题很难解决。”这让
人不禁思考：江河承担多少电力生产和节能
减排的重任是合理的？近几年在技术和市场
上，无论是装机还是发电量都连创新高的非
水能可再生能源，以及天然气发电等方式，
是否可以有更多的承担呢？或者说，在节能
减排总目标中，水电出力所占的比例是否是
基于对非水能可再生能源出力的较保守估计
呢？

    从下边表格（表格6）中的数字不难看
出，“十二五”之前，非水能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潜力一直在低处徘徊。2007年公布的国
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2005年太
阳能和风电的起步水平基本也就相当于一个

水电站的装机。可是2012年的太阳能发电和
风电的实际装机已经分别超过国家可再生能
源规划中2005年现状的46倍和575倍。而“十
二五”能源规划的太阳能发电和风电装机目
标则是国家可再生能源2020年目标的22.2倍
和3.3倍。这可以充分说明，“十二五”之前
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是非常保守的，
或者说非水能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和市场正在
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有研究报告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南方电
网的非水能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改进，有潜
力，也有机会大规模替代常规大水电和煤
电，满足地区经济发展。但是，南方电网“
十二五”和“十三五”非水能可再生能源电
力发展目标设定得比较保守，照目标发展，
南方电网将不能完成国家在可再生能源中长
期发展规划中给各大电网下达的关于非水能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的指令目标111。所以
说，新的形势下，非水能可再生能源有分担
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更大潜力。在“十二
五”能源规划中，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分解出

太阳能发电
（万千瓦）

风能发电
（万千瓦）

水电
（亿千瓦）

技术可开发利用量112 22亿千瓦 7－12 亿千瓦 4－6亿千瓦

2007年国家可再生资
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的
目标： 
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
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
总量的10%, 到 2020 
年达到15%

2005 起始点 7万千瓦 131万千瓦 1.17亿千瓦

2010 30万千瓦 500万千瓦 1.9亿千瓦

2020 180万千瓦 3000万千瓦 3亿千瓦

十二五能源规划：
能源总需求40亿
tce；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提高到11.4%,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比重达到30％

2010 86万千瓦 3100万千瓦 2.2亿千瓦

2012
（实际）

328万千瓦 75324.2MW 2..49亿千瓦

2015年 500－1000－15000
－21000－4000万千瓦

（修订了五次）

1亿千瓦 2.9亿千瓦

2005年与2012年实际
相比

46倍 575倍 2．12倍

2020目标与2015年目
标相比

22．2倍 3．3倍 0倍

表格6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2007)与国家十二五能源规划的目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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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风能发电的新增装机与
水电的新增装机都是70GW。加上太阳能发电
目标的最新调整，太阳能和风能预计2015年
的新增装机将超过100GW，已经超过水电在“
十二五”的新增出力。

    与西方制造大国相比，中国的水电出力
已经超越德国、美国，并且高于欧洲平均水
平。目前全世界水电生产占总电力生产的20
％113，欧洲27国水电生产占总电力的16％，
水电装机占总装机的17％114。德国水电出力
在国家能源生产机构中所占的比例：2010年
为5.4％115，北美水电总装机94GW(其中美国
35，加拿大50，墨西哥9), 占北美总电力生
产（556GW）的18％116。美国2012年为7％117

。 在美国300GW的水能可开发资源中，仅有
10％已经被开发，30％的水能属于州和联邦
政府划定不能开发的河段，还有60％的水能
尚未开发118。而到2010年底，中国水电装机
容量达到216GW，水电装机占全国发电总装机
容量的22.3% ；2010 年全国水电发电量6867 
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量的16.2%。无论是水
电电力年生产总量、发电装机，还是它们占
总量中的比例，中国已经赶上或者正在快速
超过美国、德国。

    在2010年欧盟新增发电装机容量中，太
阳能发电首次超过风电，成为欧盟新增发电
装机最多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根据欧盟及成
员国颁布的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到2020
年，欧盟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超过9000
万千瓦119。从以下表格（表格7）中，德国20
年来能源增长的方向和比例可以看出，德国

的水电装机在20年间变化不大，而风电和光
伏贡献了主要的增量。

    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基本形成了完
整的光伏发电制造产业链，但是太阳能发
电装机一直没有真正打开局面。“十二
五”注定成为太阳能国内装机可以打翻身
仗的分水岭。由于上网、补贴、分布式太
阳能生产等系列有利政策的出台，以及欧
美“双反”等因素，光伏发电“十二五”
规划已经做出前后五次调整。从最早的
5GW，10GW，15GW，21GW,到最后《太阳能
发电发展“十二五”规划》把目标稳定在
40GW120。还有消息认为，发改委能源局的意
见是不再设定太阳能发电的上限目标，而是
通过改善并最终实现“平价上网”的条件，
充分发掘太阳能大发展的市场潜力。

    2012年风能已经成为中国第三大的发电
能源，仅次于煤炭和水能。这是中国继2009
年超越美国以来，连续第四年保持行业第一
的位置。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2013年9月
夏季达沃斯论坛论坛上表示，近十年来中国
的新能源，特别是风能发展得很好。去年排
名全球第十，发电量已经超过核能。连面
临产能过剩的太阳能也跟上节奏，2013年中
国的太阳能发电量会达到10GW,超过德国，
成为世界第一121。26日，财政部发布《关于
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问题的通知》，自11月
19日起对分布式光伏发电自发自用电量免收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基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农
网还贷资金等4项针对电量征收的政府性基

113 Hydropower and the World’s Energy Future -The role of hydropower in bringing clean, renewable, energy to the world, 
2000,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http://www.ieahydro.org/reports/Hydrofut.pdf
114 Hydro in Europe: Powering Renewables The Union of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EURELECTRIC 
http://www.eurelectric.org/media/26690/hydro_report_final-2011-160-0011-01-e.pdf
115 欧洲欧盟统计署数据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statistics_explained/images/6/6b/Primary_production_of_renewable_energy%2C_2000_
and_2010.png
116 A  North American Energy Plan for 2030: Hydro-electricity the forgotten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  Neil Howes ac-
cessed on December 16, 2013
http://www.olino.org/us/articles/2009/06/15/a-north-american-energy-plan-for-2030-hydro-electricity-the-forgotten-renew-
able-energy-resource
117 http://www.eia.gov/electricity/monthly/index.cfm
118 Feasibility Assessment of the Water Energy Resou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New Low Power and Small Hydro Classes 
of Hydroelectric Plants, Douglas G. Hall, INL, Kelly S. Reeves, NPS, Julie Brizzee, INL, Randy D. Lee, INL, Gregory R. Carroll, BNI, 
Garold L. Sommers, INL, retired 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
http://www.olino.org/us/wp-content/uploads/2009/06/main_report_appendix_a_final.pdf
119 http://zfxxgk.nea.gov.cn/auto87/201209/P020120912536329466033.pdf
120 http://guangfubbs.bjx.com.cn/thread-270321-1-1.html
121 http://money.163.com/13/0911/16/98GNDJ1E00254VF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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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7  德国新增可再生电力装机容量及近几年的发电量对比122

年 装机
容量
(兆瓦)

水电
(百万度)

风电
(百万度)

生物质
(百万度)

生物废
弃物

(百万度)

光伏
(百万度)

地热
(百万度)

总发电量
(百万度)

占总能
源消耗
量(%)

　 　 陆地 离岸 　 　 　 　 　 　

1990 4,069 15,580 71 　 221 1,213 0.6 　 17,086 3.1

2000 10,875 24,867 9,513 　 2,893 1,844 64 　 39,181 6.8

2005 28,122 19,576 27,229 　 10,978 3,047 1,282 0.2 62,112 10.1

2008 39,597 20,446 40,574 　 22,872 4,659 4,420 17.6 92,989 15.1

2011 65,843 17,674 48,315 568 31,920 5,000 19,340 18.8 123,519 20.5

2012 76,017 21,200 45,325 675 35,950 4,900 28,000 25.4 136,075 22.9

2012年
比1990
年增长
倍数

18.7 1.4 638.4 　 162.7 4.0 46666.7 　 8.0 7.4 

122 Böhme, Dieter (February 2013). “Entwicklung der erneuerbaren Energien in Deutschland im Jahr 2012” (PDF). Federal 
Ministry for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 Retrieved 20 April 2013. 德国2012年可再生能源发展报
告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

金。各种迹象表明分布式发电正成为国家未
来扩大国内光伏市场应用的重要方向。有消
息称，国家能源局本月初下发的《关于征求
2013、2014年光伏发电建设规模意见的函》
，要求在不出现弃光限电的情况下，2014年
光伏发电的建设规模较今年提高两成，达到
12GW。其中，分布式光伏8GW，光伏地面电站
4GW。根据测算，在我国中东部电价水平较高
的地区，在光伏电量自发自用比例较高的情
况下，账面盈利水平可以达到8%以上甚至更
高。而政府性基金的免征，无疑将使得盈利
水平进一步提高，对中东部地区用电量多、
电价高的商业用户和大工业用户发展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会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总之，我们必须警惕水电利益集团自说
自话的“清洁”观点。水电是否减排不能单
独地从能源生产端来独立看问题。如果水电
由于市场等因素导致大量高污染高排放的产
业上马，甚至间接支持了煤电的上马，水电
的节能减排贡献就不成立。另外，有了非水
能可再生能源的崛起，国家“十二五”能源
规划对水电开发的期望和压力应该可以得到
分解和分担。“十二五”期间，国家能源局
如能有效保证风电开发有序进行，解决大型
风电厂大量弃电的问题，同时完善光伏发电
补贴政策，支持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太阳
能和风能发电的市场行为应该被赋予更高、

也是更合理的预期，从而降低对水电开发的
压力。我们期待让水电出力回到理性的位阶
上，让河流生态的多功能服务成为可能。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发现两个有趣的现
象：在关注能源和气候变化交叉议题的专业
机构和人士中间，较煤电相关的研究而言，
不仅很少人关注减排策略中水电的真实贡
献，适应的策略也没有河流的“身影”。除
了水电集团自己在说自己减排贡献大之外，
水电似乎非常“小众”；另外，几乎没有人
能说得清，国家过去十多年的结构性产能过
剩究竟消耗了多少电力，其中水电占了多
少，特别是西南的两高产业。 为了更加清晰
地分析和制定合理的能源结构，我们认为民
间组织和能源智囊机构应该关注以下三个问
题：1）近十年的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
究竟消耗了多少能耗？2）西南水电刺激了多
少两高产业的上马，同时引发多少新增的煤
电？3）GDP能耗降低与水电上马的成本效益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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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寻治河之荐 —— 他山之石

因水电站而干涸的怒江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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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已经可以看到的危机，人类急需转
变对河流的态度，采用更长远和全面的眼光
来规划和开发河流，维系河流从源头到入海
的全流域完整性。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从1970
年代起便开始反思对河流进行的改造，建坝
以及污染等问题，并尝试从立法、管理等方
面来保护河流的生态健康，保证可持续的开
发和子孙后代的福祉。本章着重说明欧美国
家对河流的保护机制，目的是希望中国参考
别国的经验和教训，慎重考虑河流发展与保
护的关系。科学开发的同时，依法严格执行
对河流的保护。让水资源和水生态的健康成
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在“十二五”水电规划中也已借鉴
国外的经验，但我们认为，其中缺乏文献出
处的数据和结论还有待商榷。 中国“十二
五”水电规划中指出：“目前经济发达国家
水能资源开发已基本完毕，如瑞士、法国
开发程度达到97% ，西班牙、意大利达到
96% ，日本达到84% 、美国达到73% ，发展
中国家水电开发程度普遍较低 。”经过核
实，世界能源委员会（WEC）和国际能源机构
（IEA）年度报告的资料都显示，这些数据不
仅存在偏见甚至错误，还可能造成对公众的
误导。 

    我们有针对性的核实了挪威、瑞士和美
国的情况，得出了很不一样的结论：欧洲国
家中，水电生产占国家电力总生产前四名的
国家是挪威、奥地利、冰岛和瑞士。挪威水
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为年发电205TWh，已经
开发的水电是年发电121.8 TWh，相当于59
％的技术可开发量。但是另有22％的水能位
于不可开发的受永久保护的河流和河段段内
123。因此挪威水能技术可开发量不可能已经
达到97％的开发程度。而世界能源委员会
（WEC）的报告也显示，法国、意大利、西
班牙的水电开发程度也远不及“十二五”水
电规划中的数据。我们认为，与经济总量，

能源消耗总量差异极大的欧洲小国，比较水
电开发程度是不恰当的选择。欧洲小国在工
业、农业、森林覆盖、土地使用、用水危机
等方面与中国差别太大。在随后的部分，有
关美国的数据也表明，美国的水能资源完全
不可能实现73％的技术可开发量。

    自从建国以来我国的水电事业发展先后
经过了技术制约、投资制约、市场制约阶
段，目前应该进入生态制约阶段。因为一旦
经济可开发的水能资源突破了生态环境可容
许的界限，则超出了合理开发范围。124 目
前中国水电开发，考察合理的经济可开发量
时，不仅没有充分考虑生态因素，甚至反复
突破保护区边界，让珍稀鱼类为水让路，而
且基本没有考虑到文化景观，法律制度，生
物多样性的综合价值，以及不断增大的水库
移民成本和水资源有偿使用的成本。另外由
水电部门主导的开发型容量缺乏权威性，
再加上水库移民的成本和水资源有偿利用的
成本已经远比过去大，要承认经济可开发量
的局限性，并且用简单的水电可开发率的比
较，并不能得出水电开发是合理的结论，而
应该具体分析，因流域制宜。125 中国江河干
流的大型水电开发与美国早期的西部开发不
同，因为中国的江河河谷几乎都有人居住，
并且汇聚民族文化，在这些地方进行水电开
发会导致大批的移民，不能盲目照搬国外大
规模水电开发的过程。但是，河流保护的制
度和创新却是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的。

保护河流的办法

    20世纪50至70年代，世界大坝建设经
历了黄金时代，当时由于对水坝不可逆的
生态与社会影响认识不足，战后能源需求
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
和城市化，都需要大量的水和能源。以经
济高速发展的美国为例，到20世纪末，大部
分美国的河流都被充分利用后严重污染，或
者被大坝、小坝拦腰截断。三分之一的密西
西比河进入了水库，另外三分之一建了水道
沟渠，也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的政客总结
说：“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没有比造水坝
更赚钱的了。”为保护水资源、水环境和濒

123 Envisioning Permanent River Protection Strategies for China, 2010, A Group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satisfaction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Group Participants: Matt Freiberg, 
Hanna Jacobsen, Lydia Leclair, Carly Wilburton, Faculty Advisor: Robert Wilkinson, Clients: Kristen McDonald: China Rivers 
Project and Michael Gheleta, Brownstein Hyatt Farber Schreck,  LLP
124 汪恕诚，《再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兼论大坝与生态》，《中国水利》2004年第8期，第7页 
125 郑易生，《对“水电是绿色能源”掩盖下的无序开发说不》，《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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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动、植物，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已经
颁布了一系列环保法规，对水坝建设加以严
格限制。美国水资源管理法规定，水坝建设
不应因人为控制而降低整条河流的水质，要
保护原有物种和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同时，
建坝决策越来越公开化。环保主义者、游乐
团体、公用事业、工程技术及水坝工业等各
方面的代表共同参与新坝建设的决策，并对
旧坝重新进行评估和审核。1974年，美国垦
务局宣布：美国的水库时代已经结束。从此,
美国开始放弃以建坝蓄水作为水资源开发主
要模式的政策，把重点转移到可持续的水资
源管理与环境恢复的工作上126。

    世界水坝委员会就是1998年2月在世界银
行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支持下成立起草了
《水坝与发展——新的决策框架》，至今仍
被国际社会作为评估水电开发框架的范例。

1. 美国的水坝管理与河流保护

    美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很少
再修建新的水电站。一方面是因为水电将会
带来的社会经济代价使为电力资源开发水电
不再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另一原因是因为
规范的法律保护和管理机制使许多河流免于
受发展和污染的影响，其自然、文化、风
景、科学和休闲价值得到保护。关于美国的
水电和水坝现状，中国水电行业的信息存在
诸多混乱。有说美国水能开发已经高达78％
，其实那只是密西西比河的情况，而且密西
西比河的水电站都不是高库大坝，因此洄游
鱼类的生态恢复问题相对容易解决。

    根据美国能源局的专题报告，全美的
300GW水电总量中，开发量仅仅达到40％的水
平(如果在水能可开发总数中包括了已经划为
生态红线，从而禁止开发的90GW, 已经开发
的电力所占比例就下降为10％多一点)。奥巴
马政府的水利和环境委员会、以及交通和基
建委员会的一位资深水利官员127确认：美国
联邦政府能源管理委员监管所有的私有水利
水电项目，2011年发放95个水电执照， 2012
年发放了125个大坝执照。执照制度是为了保
证水利发电项目按照水坝管理的条例安全运
行，每三年换发一次。 截止2013年9月，在
45个州中，有相当于60GW的新建和执照换发

申请的行政审批工作需要处理。美国总共有8
万个水库，其中2500个服务于水电生产。美
国每年的水电生产相当于美国年度电力产量
的7％。美国联邦能源部的规划是提升水电在
电力总生产的比例到15％的水平。其开发策
略是：1.在已建的水坝中甄选有可能性的600
多个水坝，并从中再挑选出100个左右，安装
发电机组，提升发电技术及效率，而非另外
新建水坝水利设施；2.在河流支流上寻找低
水头的小坝，在最大限度保证河流生态的前
提下，促成开发的机会。

密西西比河的水利开发和教训

    密西西比河上的水坝有水电开发、航
运、渔业等多种用途。密西西比河的水电开
发的确高达75％左右，但是其主要水坝集中
在上游，而且不是高库大坝，对洄游鱼类的
影响和金沙江等国内大河完全没有可比性。
不过由于其建设时间较早，随后的管理和科
学研究也发现非常多的棘手问题，包括河堤
管理对湿地和水灾的管理，都有诸多教训可
以让我们学习。

    从公元前4世纪以来便有印第安人在密西
西比河流域居住，等到16世纪欧洲人发现密
西西比河之后不同的国家争先恐后瓜分密西
西比河流域，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1763年
英国赢得七年战争，密西西比河成为英国与
西班牙殖民地的边界，但后来右岸又被法国
夺取。直到1812年美国打败英国，才将整条
密西西比河重新归为己有。在工业革命，南
北战争期间，密西西比河都起到了重要的战
略作用。

    密西西比河上的水坝为了洪水调控和航
道运行而建设，变成了一个受到重重限制的
河流，丢失了巨大面积的湿地，并由于泥沙
和沉积物形成的收缩的河口三角洲。此外，
由于河口三角洲的缓冲区泥沙不足，海岸受
到暴风雨和洪水的侵袭更加严重。密西西比
河的水电站主要在密西西比河的支流上。现
在密西西比河还受到许多非本地以及入侵物
种的威胁。

    由于密西西比河上游水坝将泥沙拦住，
许多来自农业的面源污染，沿河流到墨西哥

126 韩益民，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拆坝有缘由建坝须谨慎－从美国拆坝看水电开发政策的演变》，《水利发展
研究》， 2007 第1期 
127 作者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采访得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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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制造出一片跟麻省大小相同的“死亡区
域”（dead zone）。最近美国法院在对密西
西比河污染和“死亡区域” 的判决中说，美
国环境署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保证密
西西比河的健康。事实上密西西比河中下游
并没有大型水库，而且上游的大坝也不是巨
大库容的水坝，所以下游鱼类有一个更健康
的生活环境，并且美国地理调查局（USGS）
报告中提到，下流水生境的鱼类在没有蓄水
的密西西比河下游没有像上游减少的那么
多。

    由于石油开采、工业废水排放、洪水预
防等工程的负面影响，自1991年以来，密西
西比河就被列为美国最受威胁的10条河之
一。 为了密西西比河的航运和两岸城市土
地扩张及城市安全的问题，洪水管理与河堤
加固工程曾经是河流工程的骄傲。可是在飓
风“卡特丽娜”重创新奥尔良和周边城市之
后，有关城市抢占河流的低洼湿地和湖泊，
河堤加固硬化等措施，特别是下游入海口城
市用地与河流三角洲自然野地的矛盾成为各
方争议的焦点128。密西西比河的开发历史以
及新的教训和代价重新成为密西西比河开发
管理的重要问题129 130 131。 

    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联邦自然与风景
河流法案的规定，密西西比河上游650千米长
的河段被认定为适合保护。密西西比河源管
理局（Mississippi headways board）成立
于1980年，是《法案》系统提出的指定替代
保护机构。由沿岸8个县的代表组成。并制订
了一项河流管理计划。管理局与国家公园管
理处共同制定计划。作为州级权威的组织，
管理局还可以对严重影响河流的活动采取行
动。除管理局以外，其他的地方河流保护团
体，包括平民水质监督计划“密西西比河源
河流观察组织”以及“河源遗产”也帮助进
行河流保护的宣传。

大坝许可证

    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FERC）负责
向美国国内大部分的小型水力发电项目发放
许可证132，同意在限定时间内对现有项目进
行建造或者持续运行，但时间到期以后，水
坝运行者必须重新申请行政许可。每次决议
颁发许可，都要对环境、休闲、鱼类、野生
动物以及该项目所产生的其他非能源价值和
发展目标给予同等考虑。把重新发放许可与
改善水坝联系起来，可以成为恢复河流生态
的重要工具。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每50年对
水坝审查一次，重新颁发许可证的机制，也
促进了对河流的进一步保护。

    1921年美国国会对《联邦能源法》进行
修正，直接规定了除非具有国会的授权，美
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不得在国家公园内部
给任何机构颁发许可证，并同时规定在决定
是否颁发建设许可证时，考虑能源发展、鱼
类与野生动物保护，以及环境质量等其他因
素。

    1986年，国会批复了《电力消费保护
法》，使电力行业必须深层思考生态问
题。“水坝和电站执照过期前五至六年，原
经营者应该出具文件表示与委员会有续签合
同的意愿。委员会应把它公布在联邦统计上
上并通知有关的州和联邦的资源机构。执照
过期前两年，要求向委员会正式提交申请文
件，让有关利益集团、公众及其他机构都能
看到该文件，并有可能提出改进要求。之后
委员会会接受评审，包括环评和替代方案。
各相关方如果对委员会的决策不满，可以向
国家法院提出上诉。各部门机构之间进行协
商的机制，也是河流管理新时代的重要力量
133。

128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332684/
129 http://www.hydroreform.org/node/3646
130 http://www.nwf.org/Wildlife/Wild-Places/Mississippi-River-Delta.aspx
131 http://blogcritics.org/katrina-could-alter-louisiana-geography-mississippi/
132 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大坝许可证制度的网址
http://www.ferc.gov/industries/hydropower/gen-info/licensing.asp 
133 威廉劳里，《大坝政治学－恢复美国河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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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拆除水坝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河流恢复运动逐渐兴起。1994年美国的垦殖局局长声明“美国建设
大坝的时代结束了”。美国的恢复河流运动，包括拆除水坝、改变选址、寻找替代方案等等134

。美国在20世纪一共拆除了近500座水坝。近百年来，为了恢复渔业和水质，一共拆除了1200个
水坝。尤其是拆除特别危害渔业发展的老化的小坝。

    1998年美国的内务部长拉比特（Rabbitt）在全国发动了“大锤之旅”，他说：“水坝的黄
金时代已经过去，这一趋势不会逆转。”并强调，“我们不能让当年建坝时的简单化方法（先
建坝，后质疑）在拆坝时继续沿用。”拆坝时要预先对全流域的成本和效益进行评估，对带来
的影响进行评估。

    传统的美国工程控制时代，对“铁三
角”的利益集团——官僚——政客进行了结
构上的控制。最近几十年，新的参与者加入
和决策透明度的增加，使公众参与更加有
效。而多个部门和利益相关方互相磋商，多
方参与，是妥善管理河流的前提条件。

自然景观河流法令

    美国能源部2004年对美国水利状况做过
一个全面评估报告135，文中提到美国年均水
能总装机大约为300,000MW或3亿千瓦，其中
40GW或已经开发，尚未开发的电力在1.7亿千
瓦, 占60%。而另一份同样来自美国能源部
的水电可开发资源评估报告则认为，综合考
虑了经济、技术、和法律的制约因素，美国
尚可开发的水电资源为3000万千瓦136。2004
年报告中还提到，没有包括在可开发水电60
％比例中的，还有9000万千瓦（90GW）属于
受保护，不能开发的水能资源。由此引出了
美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保护河流的法律机
制《自然景观河流法令（Wild and Scenic 
Rivers Act）》137

    美国《自然景观河流法令》发布于1968
年，它旨在认可和支持的理念是，河流需要
保持自由流淌的状态。——这种看似放弃经
济发展的价值，本身就是人类发展追求多元
幸福观的体现。此法令将“自由流淌”定义
为“河流存在于或流动于自然状态，没有经

过水库蓄水、调水、改道或者其他对河道的
改变。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自然保护地
体系向淡水生态系统的一种延伸。该法案强
调：禁止美国任何部门或机构支持可能对河
流价值产生直接而负面影响的水资源开发项
目。管理部门需要在确立保护身份之后的三
年内制定管理计划，制定过程需要有公共参
与，还要进行环境/社会影响评价。

    法令的出台实质上也发挥了限制河流上
建坝的作用。一旦按照法令的推选和核准标
准138，确立某一河段被列入保护范围内，就
不会批准建造大坝或运河（航运设施）139

。在执行的过程中，主要涉及的政府部门
有：1.鱼类和野生动植物管理局，2.林业
部，3.土地管理局，4.公园管理局（包括私
人土地）。这条法令最初只对美国的12条河
流进行保护。

    在这条法令规定下，河流被划分于自然
和景观河流系统的一部分，这个分类系统将
河流划分为“自然河流部分”、“景观河流
部分”和“休闲河流部分”。在这个分类系
统中，关键区别是河流的偏僻性和可到达
性。由于自然河流一般都较难到达，自然和
景观河流应该没有认为的水坝或水库工程，
而休闲河流可能经过了一定的开发或者改
道。法令中明确规定，联邦能源委员会不得
给任何进入自然景观河流体系或者正在研究
中备选进入体系的河流上的水电项目发许可

134 威廉劳里，《大坝政治学－恢复美国河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年8月
135 http://hydropower.inel.gov/resourceassessment/pdfs/03-11111.pdf
136 http://hydropower.inel.gov/resourceassessment/pdfs/doeid-10430.pdf
137 美国联邦自然景观河流法案网址
http://www.rivers.gov/
138 http://www.blm.gov/pgdata/etc/medialib/blm/mt/field_offices/butte/draft_rmp.Par.31162.File.dat/appi.pdf
139 张可佳 等“从传统的利用时代走向新时代－河流的新观念在美国的由来与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将核开发》华
夏出版社，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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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并且禁止给这些项目贷款。

    美国政策表明,自然景观的河流，包括
它们的周围环境，如果带有特殊的景观、休
闲、地质、鱼类以及野生动物、历史、文化
或者其他价值，应该被保存在自由流淌的
状态，并且这些河流和它们附近的环境应该
为了当前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和享受而受到保
护。

    到1980年底，受保护的河段达30多条。
到1992年，超过200条河段受到其法令保护。
奥巴马政府2009年还新批准了86条新的原生
景观河流。现在，美国原始风景河流法律系
统中，有252条野生风景河流。并且还有超
过30个州模仿建立了州一级的自然景观河流
系统。重要是，此法令并不仅仅包括从源头
到入海口或汇流处的河流，还包括部分的河
流，例如，Rio Grande大河有53英里的河段
被法令认可为野生河流，尽管这整条河流
经过多次人工改造，有时已经难以到达入
海口。2012年4月为止，美国国家野生景观
河流系统一共认定了39个州的203条河流／
段，12598英里的河道，超过0.4%的美国河流 
（与此相比，在同一时间美国的75000个水库
大坝一共堵塞了累计600000英里，大约相当
于17％的美国河流）140。总之，美国在联邦
政府和州政府两级体系中，已经保护的河流
锁住了相当于超过30％的全国水能技术可开
发量（300GW），也就是约90GW的水电装机。

    除了有法律出台，在美国还有专门致力
于河流保护、发动各地公众、联系当地民选
的党派代表，和使用该法案保护本地河流
的环保组织。最典型的就是遍布全国的美国
河流（American Rivers）及其分支机构141

，当然还有分布在各州的独立机构如加州的
河流之友142。它们每年推出最受威胁的河流
名单和报告，观察各地河流的污染和保护状
况。1988年美国河流组织公布的壮美河流保
护名单中包括了15000个河段，累积总长达到
3000000英里长。143

2. 加拿大的国家遗产河流系统

    加拿大的河流保护体系与美国类似，加

140 http://www.saveeastrosebud.org/images/wildscenicquestions.html
141 http://www.americanrivers.org/initiatives/wild-and-scenic/designating/
142 www.friendsoftheriver.org/site/PageServer?pagename=FORNationalWildScenic
143 美国能源局报告－美国水电资源评估最终报告（1998）
http://hydropower.inel.gov/resourceassessment/pdfs/doeid-10430.pdf

拿大的国家遗产河流系统（National Heri-
tage River System) 是作为公共信托的方式
运行的，但不具有立法权限。此系统建立于
1984年，项目目标是给加拿大的独特河流给
予国家级的认可，保证对这些河流的长期管
理能够保护河流的自然、文化和休闲价值，
并且与现在和未来的加拿大公民进行利益分
享。到目前为止有39条河流、长达9922km的
河段被提名，34条河流被定为遗产河流。这
意味着对河流遗产价值详细的管理计划已经
被管理局认可。这个系统中最长的河流是长
达1375千米的Fraser河，它在1994年被认定
为国家遗产河流，此河中有极其丰富的鱼类
的产卵场、白水激流和大峡谷，也为许多白
水活动创造了休闲娱乐的可能。

3. 澳大利亚的河流保护

    澳大利亚的环境法令大都在州层面执
行，保护河流的诸多工作，都是通过立法或
多方协议实现的。比如在维多利亚省，《维
多利亚遗产河流法令》在1992年定位了18个
遗产河段。带有重要的休闲、自然、景色或
者文化价值特征的河流受此法令保护。此法
令保护三种河流：未经更改的流域（通常都
比较小），每种类型河流在国内的代表江河
（可能已经经过较多的人工改造），以及野
生景观河流（带有特殊的自然、景观和文化
价值）。野生景观河流包括许多自由流淌的
大河，比如米歇尔河（Mitchell river)。米
河全流域及其周边区域，都在米歇尔河国家
公园保护管辖的范围内。此法令特别要求避
免会产生严重影响的人工屏障和设施，包括
对可能影响水生生物经过或者严重降低地区
休闲、自然保育、景观以及文化遗产特征的
开发。法令要求管理机构保证采取所有合理
措施，确保在此地区的河流部分不受干涉的
维持自由流淌的面貌。2005年起，澳大利亚
也在积极尝试建立国家范围内保护遗产河流
系统。

4． 挪威和瑞士的河流保护

    挪威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为年发电
205TWh，已经开发的水电是年发电121.8 
TWh，相当于59％的技术可开发量。但是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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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的水能位于不可开发的受永久保护的河
流和河段段内。1973年，为平衡水电资源开
发与河流保护，挪威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和计
划，国家政府通过法案：国会有权利决定应
该保护和可以开发的河流与河段，这些决定
还需要公共的参与。挪威政府对河流的多重
价值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制定挪威河流保护
中分等级的国家河流保护计划。同时挪威作
为欧盟国家还要满足欧洲水资源保护的框架
性政策的规定——在2000-2030年之间，逐渐
让欧洲的河流达到优良的河流评级，保持水
生态的健康。

    瑞士作为第四大的欧洲电力生产国，
电力生产占瑞士总电力生产的60%。瑞士有
水电站556个，总装机达到13681MW,年出力
35,833GWh。主要的河流主干就是莱茵河和
多瑙河144。瑞士河流和水资源管理的总原则
是：要求各种法律和各种行业部门的政策能
够协调统一的把河流系统看做支持植物和动
物，以及河流生境的“活的”环境。具体通
过以下几个重要的原则体现对河流和生态的
管理：1.满足人类饮用水的质量，2.满足人
类对户外自然欣赏和旅游的需求（特别是河
流的自然的冲积洲和自然湿地系统），3.水
电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证河道最小生态
流，4.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直接补贴河流
生态保护和恢复农业措施），5.尽可能维持
航运。获取河道沙石必须以自然河道不受破
坏为前提145。 

    下表（表格8）对美国、加拿大、挪威
和欧盟的河流管理与保护的机制作简要的对
比。从中可以看出，四种机制都认可河流的
生态服务价值，并通过立法和制定管理计划
和水资源评价体系来保证实施，并且都有充
分的公众参与渠道。

5. 自然保护地和世界自然遗产

    自然保护地的立法，在许多地区被认为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方法，在世界上
许多国家被广为采纳。在国际层面上，由
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协调，对自然保
护地的六个不同的保护类别进行保护。每个
类别都有不同的自然保育重心，如科学、休
闲、野生和景观的保护。但在国家层面上，
大部分国家仅仅关注陆生系统，大部分淡水
的区域（湖泊和湿地）。在生物多样性契约

框架下，所有的政府都应该致力于建立和有
效管理有代表性的保护地系统，包括内陆水
资源。河流是一种特殊的自然遗产，应该受
到区别对待，与保护区分开，所以河流的立
法要与保护地分开，并且协调上下游开发与
保护之间的关系。

    1972年的世界遗产条约将人类活动影响
和文化自然遗产联系了起来，并提出人类与
自然的交流需要平衡。根据遗产条约，各国
应尽其所能的使用金融、艺术、科学和技术
手段来保护世界自然遗产。保护遗产最好的
例子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塔斯曼尼雅岛上
是温带地区保存最好的野外环境，大部分地
区仍保持了自然的状态，1982年被列入世
界自然遗产。遗产区域包括几个国家公园、
国家森林公园和保护地。1970年为了发展水
电，澳大利亚在戈登河上建设了水电，1982
年，塔斯曼尼雅政府审批通过了在戈登河下
游和富兰克林河下游继续开发水电的计划，
但此计划招致了国内和国际的强烈反对。同
年世界自然遗产地位的确立也支持了对水电
开发的反对声音。世界遗产委员会建议澳大
利亚政府马上采取所有可能措施来保护遗
产地的完整性。随后澳大利亚政府进行干
涉。1983年通过了《世界遗产财产保育法》
令，此法令禁止了水电开发。1999年，此法
令被《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育法令》替
代，用于保护世界遗产地的价值。

发展与保护

    在以上个案的基础上，读者还可以从以
下表格看出，各国河流保护机制在法律和政
策上的异同。具有完善和先进的河流管理和
保护措施的国家大多数为发达国家。中国正
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水资源的危机日
益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而公众已经
对宜居的生活环境和可持续的发展环境日益
提出更多要求。确保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平
衡，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关江河生态红线的划定，理应包括自
由流淌的河流和河段，并作为禁止开发区，
禁止任何水电开发、大型灌溉或造渠的工
程。在非优先河流上要进行河流基础设施的
发展，并且与世界大坝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相
符，充分衡量不同的需求和可能性，并且对

144 http://www.bfe.admin.ch/themen/00490/00491/00492/index.html?lang=en
145 http://www.euwareness.nl/results/Swits-cs-kaf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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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美国 加拿大 挪威 欧盟

促成立法 野生与景观河流法案 加拿大自然遗产河

流系统宪章

1-4级河流保护

方案，水资源法

案，水资源主体

方案

欧盟水资源框架

指令

宗旨 “保存自由奔流状态下

的特定河流或河段，以

保护其水质，并实现其

他重要的全国性自然资

源保护目的”

“以可持续的方式

来认知、保护与经

营加拿大重要河流

及其自然、人文历

史遗产和观赏价

值”

“确保对河流水

系和地下水资源

的社会化合理利

用”（水资源法

案）

“建立起一个保护

内陆地表水、跨国

水域和地下水的框

架”

开始保护的

动因

自由奔腾河流的减少

相关的自然保护价值

关注由水坝、开发

和污染带来的负面

影响

水电开发和环境

保护之间的冲突

针对公众对洁净水

的要求应运而生

主要特点t *强制性的河流管理综合

方案

*分级方案

*周边环境的保护

*对河流多重价值的认知

与管理

*强调对文化和遗产

的保护

*复查评判标准

*10年报告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对河流及其周边环

境的检测与管理

*主体方案对流

域的发展与保护

进行归类和优先

考虑

*环境影响分析

*对环境的、景观

的、文化的和其

他价值的考量

*基于水质和环境参

数的分类计划

*流域层面的管理

*每6年制定流域管

理计划

*保护地表与地下水

河流选择机

制

*国会法案

*州政府立法提案

*由联邦林业局、国家

公园、鱼和野生动植物

局、或土地管理局所作

的研究

*由公民、社团和参

与的政府部门提名

*基于环境、文化

与休闲价值的集体

评议

*向主管部委推荐

*河道保护计划

*由议会批准

没有特定机制，所

有河流都在监测中

管理程度 *具体河流与河段

*由联邦政府管理

*具体河流与河段

*由加拿大遗产河流

委员会管理

*具体河流与河段

*政府部级管理

*水质特别保护区

*流域管理

管理计划 是 是 不详 是

调研过程 是 是（非正式） 是 是

对公众参与

的要求

是 是 是 是

对征询利益

相关方意见

的要求

是 是 是 是

政府部门协

调

是 不详 是 是

潜在的弱点 *在受保护区域之外河段
开发的可能

*联邦政府为破坏环境的

活动提供土地租赁

*没有法律的权威性 *没有沿河两岸的

土地保护

*没有对具体河流的

保护

*对开发没有直接

规定

表格8 河流保护系统比较图 146

146 Envisioning Permanent River Protection Strategies for China, 2010, A Group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satisfaction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Group Participants: Matt Freiberg, 
Hanna Jacobsen, Lydia Leclair, Carly Wilburton, Faculty Advisor: Robert Wilkinson, Clients: Kristen McDonald: China Rivers 
Project and Michael Gheleta, Brownstein Hyatt Farber Schreck,  L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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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内水坝的积累影响作出评价。

    中国现在还缺乏明确的河流法律和管理
办法，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
出发，科学管理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平衡。尤
其是正在进行无序、快速水电开发的西南地
区，因其风景独特、物种丰富、民族众多、
地质复杂，相关建设决策过程应该更考虑可
持续性，决策更加透明公正。

    参照国外的经验，中国的赤水河、雅鲁
藏布江和怒江，应该成为野生河段加以保
护。

尊重河流——从水利观到流域观到自然观

    保护和重建河流的关键在于认真对待以
及尊重整条河流的流域。从流域层面思考是
指将河流看成是陆地、水文和生态有机结合
的复杂生态系统。对生态系统的任何一点冲
击和改变都会影响到其他各部分。保护河流
就意味着保护水源、土壤、生态系统、甚至
空气（因为最终进入河流的污染物许多都先
进入了空气）。我们应该丢弃“控制”“驯
服”河流这些语言，人类无法“控制”一个
流域。我们需要认识和尊重土地、水和大气
之间的复杂交换，并且去适应这种复杂性，
而不是相反的去控制和简化它。尊重流域也
是尊重不同流域的区别和多样性，以及依靠
流域生存的自然和人类社区。

    自大禹治水改变其父的治水方针，变堵
为疏最终取得成功。以疏为主的治理方式也
体现在后来的郑国渠、都江堰、大运河，但
黄河的治理却使用了以堵为主的方式，留下
地面悬河等后患。 水与土地、森林、矿藏一
样，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
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现在的江河
开发缺乏人文关怀，支撑集体精神生活的民
族文化因而遭到破坏。保护江河，要从重塑
价值观开始，重新树立和谐平衡的生态文明
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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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已被梨园电站淹没江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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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推治河之计 —— 中国民间组织的建议和呼吁

被梨园电站淹没的金沙江江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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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文明的繁荣和消亡已经反复揭示了
江河竭文明衰的道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伴
随着不小的水资源危机与挑战，这与国家能
源消费增长的需求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相
比，同样具有不可商量的刚性和紧迫性。
江河水危机问题的累积和滞后性更加不可逆
转，而且其代价将由国人自己“独享”。

    中国江河经历了“十五”、“十一五”
和“十二五”十五年的经济开发热潮之后，
急需生态恢复，进行新的转型。十八届三中
全会把中国生态文明提到体制改革的高度。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正在呼唤有利于江河
生态恢复，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江河生态文
明观。国家能源“十二五”规划认为：面对
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
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新一届中央
政府提出了“五位一体”建设美丽中国的新
构想，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紧紧围绕
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
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
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推动形
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构
想中几个集中的亮点都可以直接用于调整河
流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如：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健
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
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强
化节能环保市场准入标准，建立健全防范和
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完善发展成果考核
评价体系，加大环境指标的权重。总之，改
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一是以“制度”
，而不是“政策”来全面系统地保护资源环
境；二是要对现行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进行改革。

    鉴于此，多家国内环保组织对过往多年
的江河保护工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特别
是“十一五”以来，在金沙江中游梯级开发
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为确保三中全会的精
神可以在江河保护与开发的问题上，更好地
在“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和接下来“十三
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得到有效的落实，我

们对新一届政府的水电开发和江河流域治理
有如下的建议和期望：

第一，建立有利于江河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发
展的江河生态文明观

    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认为：首先需要一个
有利于公众参与和公开讨论江河问题的社会
环境和制度文化。要建立平等公开的对话基
础，摒弃戴帽子贴标签的对话方式，尊重不
同的意见，即便是少数人的意见。从江河决
策与治理的教训中学习，不能让旧错重演，
用下不为例的态度放过不符合流域规划的水
电项目。从江河生态恢复的前提出发，从超
越水电的能源全局观出发，从江河多重功能
的全流域视野出发，制定、完善和执行有利
于江河生态恢复的流域规划。

建立平等公开的对话基础和制度文化是生态
文明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水资源保有量和江河长度都不是
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勇夺
水库总数、水电站总数、高库大坝总数和水
电装机总数的世界冠军。在如此骄人的水电
成绩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谦虚谨慎的对待水
电发展，展开公平公开的对话和讨论。关于
江河开发和水电建设，不应该停留在全盘否
定或肯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之争，而应该就水
电开发的政策环境，生态影响，社会风险，
以及河流的综合规划等具体问题来展开有建
设性的讨论。对于少数由于生态及社会影响
对在某段河流甚至某条河流修建水电的质疑
声音，应该摒弃“戴帽子”的方式，并针对
反对意见进行深入论证。

    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水利专家、黄河
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温善章教授
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代表少数派意见的经
历，精辟地总结了流域管理和大坝决策中的
关键问题。他认为：在科学技术领域，在逻
辑思维范畴内，不能没有反对意见的监督，
要建立“挑毛病”的制度，要有按反对意见
做平行深度工作的制度”147。他在接受新闻
采访时曾建议：“决策者要想使决策尽量科
学民主，自己就不能发挥能量去创造一个多
数派；就算有多数派，少数派还需要获得国
民待遇，这种国民待遇不能仅仅只是一个发
言的机会，而应当能够获得与多数派同等规

147 在科技领域“建立挑毛病制度”,黄委会专家温善章教授访谈录 2003
http://news.sina.com.cn/c/2003-12-15/00511339833s.shtml



68

模与力度的支持，以充分展开各自的论证
和试验，最终为决策提供尽量客观的科学依
据。”148 

树立和谐、有底线以及公正的流域大局观

    大江大河的广阔流域从雪山到草地，从
平原到大海，流经无数的文化、经济、地
理、行政和政治单元，甚至还跨越不同的国
家，如西南的澜沧江，怒江，雅砻藏布江，
以及东北部的黑龙江等等。上、中、下游之
间的不同文化、经济、地利、行政单元之间
需要相互的理解、尊重和支持，这是全流域
间和谐共存的基础。全流域的和谐必须建立
在对资源开发和河流生态恢复的共识之上，
而这种共识的基础就是对资源的局限和资源
利用方式负面影响的充分认识。其次，还需
要公正的手段和公平的价值认同来处理不同
单元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最后，对待不可预
见的风险和科学技术认知上存在的局限，无
论是规划还是具体项目的审批和建设过程，
都需要使用预先审慎的原则149，避免在经济
开发活动中重复别人的错误，造成对人类健
康的极大代价，对生态环境形成不可逆转的
严重破坏。

    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治水实践有太多的经
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因为那是我们
自己的亲生经历，既有我们的成绩也有我们
的错误。关于三门峡大坝的决策和建设过
程或许已经不为年轻一代的河流治理和水
坝建设者们所熟知、甚至淡忘。黄河水利委
员会设计院水利专家、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
规划设计研究院温善章教授在回忆那段历史
时，有一些关键的细节仿佛就是在解读与时
俱进的流域大局观。他认为：在考虑减轻下
游水患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上游百姓遭受的
困难，“关中八百里秦川经过了中国多少代
人的耕作，才有了今天，在我们手中，不能
轻易毁掉。所以，在提出‘高坝、大库，蓄
水、拦沙’方案的同时，我提出了‘低坝、
小库、滞洪、排沙’方案，旨在放弃一点大
坝高度，减少若干库容，少淹一点上游的土
地，尽量保护关中平原百姓的利益，能少挪
动就少挪动一些。”

    意识形态之争其实也是对河流不同价值
的认定。水利水电仅仅看到的是水力发电的
经济利益，但忽略了河流的综合多重性价
值。总之，大江大河的流域规划需要全局
观，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和监督。如果我们
连少数派的不同观点都不能包容，更何谈处
理流域系统的复杂问题与挑战？

第二，尽快完善水电开发制度，避免重复过
去的错误

    我们希望决策者和水电集团以第二章中
论述的水电开发的经验教训为鉴，填补制度
性漏洞，加强论证和研究完善措施，以避免
重蹈覆辙。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1.江河流域的综合规划及制度必须确保江河
健康和公共参与

    由于2012年底刚获得水利部批准的七大
流域综合规划，在规划制定过程中极少经历
公众参与的程序，也无从获取关于此规划本
身的环评信息，我们建议水利部应该尽快开
展有关七个流域规划的公众信息分享和介
绍，同时，补充进行规划环评的工作。在此
过程中，补充规划在河流生态红线方面的新
内容，补充已建的江河梯级开发工程对河流
累计影响的认识和评价，并扩大公众在此过
程中的参与范围、程度和具体内容。 

2.建立和完善江河治理和水电决策中的公众
参与制度

    江河管理和江河治理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前者关系到“做什么”和“怎么做”，
而后者则关系到“谁来做”和“谁有权力
做”的问题。公众参与涉及到管理，但更涉
及到治理的层面。我们呼吁水利部、发改委
和环保部出台公众参与在江河治理和生态恢
复方面的具体参与细则和程序。

    自从《环评法》和《公众参与条例》实
施以来，水电开发依照法律和条例应该召开
的专家咨询会、公共听证会等不仅召开次
数非常有限，而且每次公众参与的渠道和

148 李文凯 2003 三门峡工程半个世纪成败得失——一项大型公共工程的决策逻辑, 南方日报，人民网转载
http://www.people.com.cn/GB/huanbao/1074/2217350.html
149 欧洲环境署报告《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世通则》(Late Lessons from Early Warnings: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1896-2000，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翻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英文原文下载
http://www.eea.europa.eu/publications/environmental_issue_report_2001_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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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总是形式大于内容。针对河流水电开发
的问题，尽管时常存在大量有争议的情况，
但是至今没有召开过一次公共听证会。我们
希望，水电项目的决策开辟更多的公众参与
机会和渠道，建设单位应该主动公开水电项
目的环评报告全本，江河流域综合规划文
本，专家评审会的人员名单、联系方式和他
们的开会记录。同时，对有关环境影响评价
的过程性信息也应做出更有利于公众参与的
解释。尽快修改行政许可法和相关法规，不
得以所谓的“非直接利害关系”拒绝所有纳
税人和公众申请水电决策公共听证的申请权
益。 

    我们期望，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央
政府和环境资源立法机关在决策中应该参照
1998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通过的《奥胡
斯公约》（《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
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可以毫不夸
张的说，这是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发布的《里约宣言》之后，对现代国家公
民参与环境和发展的治理过程，最具建设性
的公约150。尽管该条约是区域性的，但条约
中所规定的公民对环境治理的信息知情权，
环境治理决策的参与权和环境诉讼及救济

权，具有国际性的借鉴意义和普世价值。

3.废除“三通一平”先于主体工程的开工审
批规定，杜绝未批先建现象

    除了要求信息公开、推动公众参与之
外，还要找准水电开发乱象之源，使诉求彰
显力度，推动治本。杜绝拆分项目、未批先
建的水电行业惯例，废除来自国家发改委、
原环保总局的法外施恩、养痈遗患的规范性
文件，如《关于加强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
的通知》（环发[2005]13号）、《水电工程
施工组织设计规范（DL/T 5397-2007）》
、《关于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开工条件的
规定（计建设[1997]352）》等。撤销原环
保总局与国家发改革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加
强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环发
[2005]13号文件）中可以开展前期”三通一
平”工程的规定，以撤销水电工程可以分两
步开工的做法。严格执行环评法第二十五条
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
法律规定的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
准的，该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
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150 钟卫红翁汉光，《奥胡斯公约》中的环境知情权及其启示——兼论我国公民环境知情权的立法与实践，《太平
洋学报》 2006年第8期

金沙江，住古村脚下，今年五月份后这一段被梨园电站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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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视并切实解决移民问题，确保少数民族
权利

    对大坝移民的调查研究应该尽可能提
前，多途径多方法告知大坝建设的信息，认
真了解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和他们
的意愿，尽可能减少受影响的范围和人数。
在经济补偿的方法和标准上，要充分考虑到
他们的文化特点和市场价值，并帮助大坝移
民社区重新安居乐业。

    政府须完善立法，实施已经批准加入的
《联合国人权公约》，履行需承担的责任义
务；完善国家规定的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和公
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及其实施，使基于《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民族区域自
治法》《原住民权利宣言》《少数人权利宣
言》中确认的原住民自决、自治、参与等权
利得以落实，以及“自由的、事先的、知情
的同意”程序得以实现。地方政府应当特别
关注少数民族因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
活方式上的特殊性而产生的权利诉求，尊重
他们与土地和自然的历史、精神联系，依法
实施对水电开发移民工作的全过程的监督。
应当鼓励社会各界关注、调查、报告和监督
水电开发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影响；设立
各种渠道的申诉机制，消除障碍使少数民族
群体及其成员通过这些机制实现权利救济。
国家应提升权利救济的公众意识，提升运用
这些机制的能力，提供在此过程中可能获得
的任何支持(财政或专家资源，法律援助等)
，以实现有效的权利救济。从而，确保当地
生态环境和少数民族水电移民的文化安全，
确保当地政群关系、民族关系和人地关系和
谐。

5.正视西南水电与西南山地地质风险

    多开展水电开发与地质风险的实地研
究，公开论证，倾听不同意见，让水电风险
的分析更充分，在决策中采取预先审慎的原
则。新的水电建设规范应明确规定，拦江
大坝不能建筑在地震活动断裂的破裂带上，
因为任何坚固的钢筋水泥大坝也阻止不了延
伸大断裂带的相对错动，事实上，“三江并
流”地区至今仍在发生巨大的山崩、滑坡与
泥石流151，也不能忽略对库区和输变电系统
地质环境的具体约束。应该从整个水电工程

系统全盘考虑地质灾害和地震的影响。 在
大型水电工程规划和审批过程中，把溃坝等
重大事故的应对预案列入项目审批的重要内
容。

6.重视已建电站的管理问题

    水电大坝管理的任务将随着大坝数量的
增加而日趋繁重。应该建立新的机制帮助维
护大坝的安全，消除各种隐患和风险，减少
大坝的生态影响，尽量恢复和维持生态流及
其生态服务。同时，尝试把水电开发的重点
从新建大坝逐渐转向在已建大坝上挖掘新出
力的潜力。

    中国的水电和水坝建设一方面需要建立
面对整个水坝生命周期的监管机制，同时还
需要对水坝建设整个生命周期的成本代价做
清晰核算，并落实其责任。不应该让水电发
电的利润与水坝后期的管理和事故处理代价
分离。这种生命全周期水坝成本计算和安排
的原则，应该成为水坝建设决策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能把高坝大库的后期危险和责任丢
给子孙后代。

第三，应该尽快划定生态红线，实行生态红
线一票否决制

    从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的电站开发的博
弈中，我们认识到《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并
不能守住江河生态红线，而且可以让水电开
发集团作出最利于经济利益的解释。《全国
生态功能区划》中于所涉及区域只提出主要
的生态保护措施要求，并没有禁止或限制经
济开发的规定，直接为水电开发开了绿灯，
例如阿海电站等所影响的天然河段和珍稀鱼
类没能得到制度性的保护，是明显的案例。

    认真总结小南海和水洛河的教训，水电
站项目的决策必须严格执行项目审批的程
序，实行生态红线一票否决制。从多元价值
观的角度来对水电综合效益进行评估，在水
电项目决策中考虑生态系统的安全，即对于
未建或规划中的水电工程，应统筹水资源总
量，并结合体现生态安全及物种零灭绝、流
域生态景观及人文景观保护等多元价值的方
法来估算水电工程的综合效益。若有效益，
则工程须在满足上述多元价值的框架下开工

151 章轲，《怒江水电开发扩大化老地质专家高声反对》，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02月24日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65,201102241212254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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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并运行；若无效益或将产生无法挽回的
损失，则应视情况选择政府及业主共同参与
补偿以使有害环境影响最小化的抢救性策
略，或执行“生态红线一票否决制”。

第四，大力发展非水能可再生能源，控制两
高企业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水电开发比例相对高
的发达国家中，一方面他们已经建立江河生
态保护的法律框架和治理规划，另一方面多
数都是森林植被覆盖较高，土地使用和土地
管理精细化程度高，工业生产总量与中国均
没有可比性的小国家。而经济总量与中国有
可比性的发达大国，都在河流保护和水电开
发的关系上采取偏重河流保护的政策。所
以，我们不能过度夸大水电开发对节能减排
的贡献，应该把能源生产端和消费端结合起
来看水电对节能减排的贡献。如果水电导致
大量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上马，甚至间接支
持了在水电枯水期的煤电上马，水电对节能
减排的贡献就应该重新考虑。我国的太阳能
和风能资源潜力巨大，应该对太阳能和风能
发电的潜力赋予更高的期望，从而降低对水
电开发的压力。让水电出力回到理性的位阶
上，让河流生态的多功能服务成为可能。

第五，加快河流保护专项立法，并落实在决
策中

    加快河流生态保护的专项立法，参照国
外河流保护的法律制度，立法保护正在迅速
消失的自然生态河流和河段；同时对大量已
建大坝在其生命周期内的累积性生态影响实
施研究和监督，为大坝与河流的动态变化提
供重要的科研、政策和管理依据。开发针对
江河生态红线的河流价值评估工具，作为河
流评级、分类、判断优先级和批准河流加入
保护系统，以及是否适于建设水电项目的依
据。河流或河段一旦被评定了级别，保护系
统就应该要求这条河流或河段的级别不能因
任何原因而降低，监督管理部门有责任定期
检查和报告河流状态。

最后，我们希望以本报告的出版，提醒决策
者，中国从“十二五”规划起开始的水电站
建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数量最多，时
间最密集的水电建设，而划定生态红线的进
程，必须先于水电开发，要控制水电开发的
速度和范围。如若等到这些江河的底线都被
突破后才能完成，就为时已晚了。为了完
成节能减排的压力和履行最大碳排放国的

责任，中国不能以放弃自己的健康河流和牺
牲本国老百姓的  福祉为代价，不能再重蹈
从前水电开发的教训，应该积极寻找新的解
决思路。河流对于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具有重
要意义，如果自然河流变成一库接一库的水
库群，加上气候变化导致的降水不均和水量
减少，将对于中国的水资源安全带来重大的
危机。如果“十二五”、“十三五”将最后
的江河开发完毕，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痛失自
然奔腾的河流价值，遭受更加严重的生态灾
难。建设美丽中国离不开健康的河流，建设
生态文明离不开健康的河流。我们已经看到
了空气污染雾霾的危害，认识到食品安全的
各种危机，不能再丢失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
江河水资源。

    在这决策的紧要关头，中国民间环保机
构发出强烈的声音，恳请全面保护我们已经
脆弱不堪的江河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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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怒江玉曲



73

附录一： 

铭江河之志——中国民间环保组织
江河保护大事记

1991年
杨勇与杨欣徒步考察雅砻江全程1571公里，
历时140余天，为二滩水电站建设提供地质灾
害分布和预防线索。

1998年
杨勇率领20人完成雅鲁藏布江漂流，漂流长
度为其在中国境内的1600公里历时136天。这
是人类首次无人伤亡漂流考察雅鲁藏布江河
谷地质地貌和生态系统。

2002年
2月，前云南社科院研究人员于晓刚深入澜沧
江漫湾电站库区进行社会影响评价。8月评价
报告获得国务院领导批示，责令解决漫湾社
会遗留问题。

2003年
媒体专业人士在四川康定木格措、仁宗海、
都江堰采访，注意到木格措水坝问题，联合
环保组织开始共同关注。之后木格措电站被
搁置。由此开始了中国民间关注江河水电开
发的行动。    　  
   
8月29日 
由于各方的努力，都江堰杨柳湖水电站被搁
置。
  
7月
环保人士开始关注怒江13级水电站。怒江是
中国仅剩的两条基本保持自然状态的大河之
一。 
　 
8月，绿色流域和云南大学亚洲河流合作举
办“漫湾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报告会”。
绿色流域翻译出版《世界水坝委员会公民
手册》、世界水坝委员会报告《水坝与发
展——一个新的决议框架》。

10月
发起“请留住最后的自由流淌的江河——怒
江签名”。62个专家、学者、演员、记者签
名。从此怒江引起国内外媒体和公众关注。

11月
泰国世界水坝大会上，发起各国NGO共同关注
怒江。有60个国家、80多个民间环保组织参
加签名。后泰国总理给中国政府写信称，相
信中国是一个责任的大国，不会因自己的开
发牺牲小国人民的利益。 
　
2004年
1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中心等民间环保
组织共同在北京召开了“水电工程的经济、
社会、生态环境影响”研讨会，随后出版《
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一书。
 
2月13日
绿色流域协助云南省民盟形成《怒江水电开
发要慎重》的议案，并在云南省政协大会上
提出。 
   
2月15日－25日
中国几大新闻媒体记者及几家民间组织第一
次采访怒江。路上得知温家宝总理在国家发
改委上报的怒江开发计划书上指示：“对这
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
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
策。”

2月26日
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环境NGO代表将撰写的《
保护天然大河怒江，停止水电梯级开发》、
《关于分类规划江河流域，协调生态保护与
经济开发的提案》议案交给了全国政协委员
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副总
工程全国政协委员何少苓。

3月14日（世界大坝行动日）
“留住怒江”网上摄影展正式展出。《情系
怒江》网建立。随后全国很多机构和大学开
展了影展的巡展和研讨。　   
    
4月21日 
在环境记者沙龙上，牟广丰国家环保局环评
司司长讲座：环评法在保护江河中的作用。
　 　     
4月26日 
民间组织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温总理对怒江
建坝的批示。随后《经济时报》、《新闻周
刊》、《东方早报》《南方周报》、《南华
早报》去怒江调查采访。 　   
      
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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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召集关注怒江的专家和NGO
代表介绍怒江现状。    
 
6月27－7月1日 
来自全国23家民间组织和科研单位的43名关
心“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民间组织
代表、科研人员、新闻工作者以及生活在“
三江并流”地区的原住民代表，给正在苏州
召开的联合国第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写信提
出：“保护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

7月21日 
环境记者沙龙组织“虎跳峡告急”讲座，由
马军和萧亮中主讲。提议成立“中国河网”
。随后以中国河网的名义开展大量的讲座和
研讨。

8月9日
在国家林业局森林与人类编辑部会议室召开
第一次“中国河网”会议，希望关注环境的
NGO组织起来关注江河问题。同年10月“中国
河网”在自然之友开会成立秘书组，分工管
理。

8月
人类学学者和金沙江虎跳峡在地居民代表萧
亮中（已故）带头发出“保护虎跳峡、长江
第一湾宣言”呼吁信。
 
9月
民间组织和各界人士发出公开信，呼吁“停
止危险的虎跳峡流域水电开发！”“留下虎
跳峡、长江第一湾！”

10月
民间环保组织“云南大众流域”组织10名怒
江边的村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怒江对澜沧
江的访问与考察”。
  
10月27日－29日
参加“水电可持续发展大会”。该大会由世
界水电大会和联合国、世界银行、中国发改
委在北京共同主办。在中国NGO的协助下，5
名住在金沙江边的农民参加了这次国际会
议，在会上为NGO争取了发言权。从开幕式上
无人提到NGO到闭幕式上每一个发言都注意到
了中国环境NGO在保护江河中起到的作用，以
及应该重视原住民的利益。   
  
2005年
1月5日

32岁的萧亮中去世。他为了阻止虎跳峡电站
对家乡的影响，不遗余力地工作。金沙江流
域村民称他为“金沙江之子”。

1月21日
自然之友等56家民间环保组织联名致信国家
环保总局，坚决支持国家环保总局“环保风
暴”的严格执法。 
    
3月3日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王名
在两会期间提出“水电开会应有公众参与”
提案。　
     
8月25日
互联网上公布“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
报告”并在网上签名。   
 
2006年

3月1日 
金沙江潜在移民签名上书国家领导，要求留
住虎跳峡。      
    
3月4日
两会期间，向全国政协常委介绍虎跳峡建坝
前期准备中江边人的忧虑，反映怒江100名潜
在移民调查结果。
    
3月22日 
绿色记者沙龙，环保总局前副局长、全国政
协常委汪纪戎、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水资源
所博士沈大军博士、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
副主任任勇主讲，主题：生态补偿能否真正
启动。    
     
4月24日
被誉为“绿色诺贝尔奖”的戈德曼环境奖被
颁给6位生态保护人士。中国民间环保组织“
绿色流域”主任于晓刚因为水库移民的调查
和政策倡导工作，成为该奖本年度在亚洲的
唯一得主。

25日
虎跳峡村民与龙盘电站调查人员发生冲突，
引发环境群体事件。金沙江村民开展示威活
动，反对虎跳峡电站。次年虎跳峡电站被迪
庆政府叫停。

7月11日 
向立陶宛维尔纽斯第30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遗产委员会会议递交有关“三江并流”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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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可能面临的开发失控的严重问题”报告。 
       
7月19日 
绿色记者沙龙，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效
研究室主任郁聪主讲，题目：为实现“十一
五”的节能目标可以做些什么。美国能源基
金会首席代表杨富强博士主讲，题目：中国
能源面临的严峻挑战。 　  
 
8月28日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开通全国首个民间水污
染数据——中国水污染地图，收录了全国水
污染数据库，并用地图的形式标注出来，直
观地了解水污染问题。
  
9月6日 
向国务院信访办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会
上“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再次被列为重点监
测保护项目。
     
11月19－29日
“江河十年行”出发，“江河十年行日记”
开始。     

2006年起
横断山研究会杨勇针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和
中国西南河流水电开发活动，进行独立考察
研究，行程10万余公里，提出横断山水电开
发具有不可预测的地质和生态风险。
     
2007年
11月10日
环保组织发出关于《阿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
告书》（简本）的意见和建议。

12月12日
记者沙龙，主题为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巴西
生态文化考察，主讲人分别为公众与环境研
究中心主任马军和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
委员会委员沈孝辉。

12月16日至12月28日
绿家园志愿者组织了“江河十年行”考察活
动，对四川、云南境内的河流进行了考察。

2008年
3月19日
记者沙龙，搜狐网络大厦12层大演播室 ，主
题：今日长江，主讲人为原长江委翁立达。

4月17日
记者沙龙，主题为“规划环评立法难：难在
何处”、“中国自然保护区面临的新挑战”
，主讲人分别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和
北京林业大学保护区管理学院院长。

6月6日
在科学时报会议室举办“地震后的西南水
电”研讨会，会议最终形成了《建议对西南
地质不稳定地区大型水坝项目安全性进行重
新评估》的呼吁。

10月19日至10月25日
绿家园志愿者组织“江河十年行”四川考
察，对四川境内的大渡河、木格措等河流进
行了考察。

12月19日至12月28日
绿家园志愿者组织了“江河十年行”云南考
察。

12月29—30日
杨勇、马军代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参加环保
部召开的“云南金沙江阿海电站一环评会”
。这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第一次参加国家环
评。

12月31日
十家组织和个人发出关于《观音岩水电站环
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意见和建议。

2009年
4月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民间环保人士、学
者、企业家、河川漂流爱好者和中学生等不
同背景的29人在金沙江虎跳峡－梨园电站之
间完成“最后的漂流”的漂流考察。

7月 
二十多家NGO和几十位专家发出呼吁信《金沙
江开发决策须对历史负责——对环保部暂停
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鲁地拉龙开口电站
项目决定的回应》。

8月
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致信重庆市政府，建议
本着对生态环境负责的原则，放弃经济效益
有限而环境影响巨大的小南海水电工程，协
调三峡电站用电。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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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环保组织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分
别向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递交行政复议申请
书，要求撤销水电工程环评分两步走的规
定，全面叫停金沙江水电站工程建设。

10月
自然之友、云南绿色流域、绿色汉江、绿家
园志愿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重庆市绿色
志愿者联合会发出公开信，呼吁参与评审的
专家守住学术良心的底线，本着对今世后代
负责的原则，投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庄严一
票。

11月9日
自然之友、云南绿色流域、绿色汉江、绿家
园志愿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重庆市绿色
志愿者联合会向环保部递交申请函，申请由
每个组织各派一位代表，旁听将在当月召开
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的年度会
议。

11月10日
环保部自然生态司自然保护区与物种管理处
致电自然之友，告知环保组织递交的申请函
已经收到，并表示当次专家会议不会出现和
小南海有关的内容。

11月4日
环保组织提交“关于金沙江中游梨园水电站
的意见”。

12月17日—31日
“江河十年行”15名记者、专家走四川、云
南六条大江，记录水电开发对这条大江的影
响。长江委原保护局局长翁立达同行。

2010年
4月21日
自然之友召集关注江河民间组织谈西南大旱
与江河保护。

8月2日—8日
在杭州成立“中国江河观察网络”，14个中
国民间组织为第一批成员组织。

8月12日——30日
40位记者、专家、志愿者参加 “黄河十年
行”考察。

11月1日
环境保护部专家评审会在环保组织不知情的

情况下全票通过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修改计划。

11月11日
环保组织为康菲石油介绍中国水危机和江河
保护公众参与。

11月24日—12月29日
18名记者、专家参加“江河十年行”考察。

12月1日
绿家园志愿者、自然之友、云南绿色流域、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北
京大学自然与社会中心和达尔问自然求知社
致信环保部，要求就调整长江上游珍稀特有
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涉及公众重大环
境利益的决策事项召开听证会。

12月
两位地质专家考察怒江。

12月14日
五家环保组织再次问责梨园水电站建设单
位，回复建设单位2010年10月18日对环保组
织2009年11月4日致环保部的“梨园水电站公
众参与”公众意见。

2011年
1月
环保部在网站上发布1号公示，长江上游珍稀
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已经被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通过，并公示了调
整前后的地图以及保护区面积的变化。除此
之外，无其他信息。多家环境保护组织向环
保部提交意见。自然之友、大自然保护协会
通过各种途径发动公众向环保部提交意见。

1月18日
自然之友向环保部申请三项信息公开，分别
是长江上游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项目调整申
报书、综合考察报告和专家评审会记录。

1月24日
包括翁立达、汪松、解焱在内的多名专家学
者向环境保护部生态司发出拯救长江上游珍
惜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公开信。

2月10日
环保部就信息公开申请进行答复，答复认为
申报书和综合考察报告系农业部填写和编
制，应当向农业部申请信息公开；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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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实行打分制，没有会议记录。

2月17日
自然之友向农业部申请公开项目申报书和综
合考察报告；向环保部申请专家评审会的打
分记录和评审专家名单。

2月28日
著名作家张抗抗向社会公开其关于慎建小南
海水电站的政协提案。

2月28日
地质学者范晓向国务院总理、发改委、环保
部、农业部、水利部等部门和地方负责领导
发出公开信，呼吁不对保护区进行调整，不
让小南海电站上马。

2月
黄河上游羊曲水电站动工在即，8家环保组织
和47名植物学家联名致公开信呼吁拯救植物
界“大熊猫”——野生甘蒙怪柳林。

3月9日
环保部就自然之友于2月17日信息公开申请作
出答复，认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第二条有
关规定，“打分记录”属于审查中的过程性
信息，不予公开；认为“专家名单”中专家
任期为五年，组成人员基本固定，为了保证
今后三年评审工作正常开展，在专家任期届
满之前，不予公开专家名单。

1—3月
在两会上递交两个地震专家的怒江危机书，
人大副主任汪纪戎递交温家宝。温家宝再次
提出科学研究，慎重决策。

3月9日
农业部就自然之友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
认为“申报书”“综合考察报告”属于过程
性信息，不予公开。

3月24日
自然之友就农业部回复提起行政复议。

5月23日
农业部作出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过程性信
息”的认定。

5月26日
范晓在“中国国家地理大讲堂”讲三峡大

坝、紫坪铺大坝对地质的影响。

6月3日
自然之友不服农业部关于行政复议的决定，
向国务院提起最终裁决申请，并要求附带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
开工作的意见》“过程性信息”进行合法性
审查，至今未果。

6月6日—13日
8名记者、专家参加“江河十年行”考察，访
问四川水电移民。

8月12—29日
20名记者、专家参加“黄河十年行”考察。

12月13日—23日
9名记者、专家参加“江河十年行”考察，访
问云南水电移民。

2012年
1月初
自然之友取得《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段）范围和功能区调
整综合论证报告》，该报告曾经在2011年3月
被农业部认定为“过程性信息”，因而未予
公开。

1月4日—6日
“第二届中国江河观察行动”年会在南昌召
开。20个中国关注江河的民间组织考察鄱阳
湖，了解到因三峡大坝修建，鄱阳湖也要建
坝的现状。

2月23日
小南海水电站“三通一平”工程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进行信息公开，向公众征求环境
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为中国长
江三峡集团公司，环评单位为长江水资源保
护科学研究所。

3月3日
包括自然之友在内的8家环保组织及个人向长
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就小南海水电站“
三通一平”工程致函，希望长江水资源保护
科学研究所能够重视水电项目可能带来的不
可逆转的生态影响，客观真实陈述小南海水
电项目将带来的环境和社会代价。

3月10日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回复致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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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环保组织的建议，并会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的有关技术要求，依照《关于加
强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环发
【2005】13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电建
设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环办【2012】4
号）精神编制好小南海水电站“三通一平”
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3月16日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就小南海水电站“三通一
平”工程环评简本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
日。该环评简本并未对长江上游珍稀鱼类的
影响作出评价。

3月20日—4月6日
18名记者、专家、律师参加“江河十年行”
，到重庆小南海拍开工筹备照片。

10月20日—11月5日
14名记者、专家参加“黄河十年行”考察。

12月20日
第三届“中国江河观察行动”年会在重庆召
开，28个关注中国江河的民间环保组织考察
小南海筹建电站地址。

2013年
1月7日—25日，绿色流域组织民间环保组织
考察雅砻江水电开发。

3月16日—4月1日，14名记者、专家参加“
江河十年行”考察。媒体报道小江－牛奶河
后，沿金沙江污染企业被叫停。

7月22号
成都河研会，绿色流域等机构在成都参加岷
江，雅砻江战略环评研讨会，与长江委进行
对话。

10－12月， 由加拿大导演Gary Marcuse 和
中国环保纪录片导演史立红，四年拍摄和制
作的独立纪录片《唤醒绿色虎》－Waking 
the Green Tiger，在国内多个城市多个大
学和机构流动影展。影片讲述怒江和虎跳峡
水电开发所引发的中国民间环保运动。 该片
荣获凤凰卫视纪录片大奖赛的最具媒体价值
奖。

附录二： 

中国西南水电开发与生物多样性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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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重点开工建设水电站

十二五规划深入论证有序启动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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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中水电站

!( 规划中水电站

D 已取消水电站

!( 状态不详的水电站
! 其他重要水电站

一级二级河流

三级及以下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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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 － 长江

2004年7月，中国环保NGO成立“中国河网”，并开始关注虎跳
峡的水电站计划。金沙江虎跳峡居民及人类学学者肖亮中为保
护虎跳峡四处奔走，鞠躬尽瘁，于2005年1月去世，年仅32岁，
被称为 “金沙江之子”。虎跳峡的潜在水电移民签名上书国家
领导，要求留住虎跳峡。2006年5月，村民与电站调查人员发生
冲突，引发环境群体事件。次年虎跳峡电站被迪庆政府叫停。

2008年12月杨勇、马军代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参加环保部召开
的“云南金沙江阿海电站一环评专家咨询会”。这是中国民间
环保组织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水电项目环评咨询会。

2009年7-8月，众多环保组织与专家发出呼吁信《金沙江开发
决策须对历史负责——对环保部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
鲁地拉龙开口电站项目决定的回应》。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
会，分别向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撤
销水电工程环评分两步走的规定，全面叫停金沙江水电站工程
建设。

2009－2012年，自然之友等多家环保组织多次致信重庆市政府
和国家环保部，建议本着对生态环境负责的原则，放弃经济效
益有限而环境影响巨大的小南海工程，并申请公开关于长江上
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界调整原因的信息。2013
年12月20日，第三届“中国江河观察行动”年会在重庆召

开，28个关注中国江河的民间环保组织呼吁搁置小南海电站。

怒江

2003年7月，绿色流域实地考察怒江，并将考察结果反
馈给北京的公民社会，用于发起“请留住最后的自由流
淌的江河——怒江”签名。62个专家、学者、演员、记
者签名。
 
2003年11月，在泰国的世界水坝大会上，来自 60个国
家的300多位民间环保人士签署联名信共同关注怒江。
之后怒江下游泰缅边境的80多个民间环保组织联名发起
请愿信，递交中国外交部与泰国政府要求信息公开。泰
国总理致函给中国政府称，相信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
国，不会因自己的开发牺牲小国人民的利益。

2004年2月，中国主流新闻媒体记者及重要民间组织第
一次采访怒江。路上得知温家宝总理在国家发改委上报
的怒江开发计划书上指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
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
究、科学决策。” 

2006年11月，绿家园组织的“江河十年行”开始，此后

绿家园每年定期探访西南众多江河以及沿途移民。

澜沧江

2002年2月，前云南社科院研究人员于晓刚深入澜沧江
漫湾电站库区进行社会影响评价。8月，评价以内参形
式获得国务院领导批示，责令解决漫湾移民的社会遗

留问题。水电站移民问题从此受到社会关注。

雅砻江

1991年杨勇与杨欣徒步考察雅砻江全程1571公里，历时140余天。为二滩水电
站建设提供地质灾害分布和预防线索。从此杨勇用眼睛与脚步，漂流中国西
南的大江大河，考察地质地貌和生态系统。

2013年1月多家民间组织考察雅砻江水电开发对少数民族生活与文化的影响。

岷江

2003年媒体在四川采访，注意到康定木格措水电站和
都江堰杨柳湖水电站的问题，联合环保组织开始共同
关注。之后两个电站都被搁置。由此开始了中国民间

关注江河水电开发的行动。

注： 大坝的数字代号可在附录三－中
国西南主要河流水电站列表中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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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国西南主要河流水电站列表

编号 级别 名称 状态

1 川江第三级 葛洲坝 已建成

2 川江第二级 三峡 已建成

3 川江第一级 小南海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4 金沙江下游第五级 向家坝 建设中

5 金沙江下游第四级 溪洛渡 建设中

6 金沙江下游第三级 白鹤滩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7 金沙江下游第二级 乌东德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8 金沙江下游第一级 银江 规划中

9 金沙江中游第九级 金沙 规划中

10 金沙江中游第八级 观音岩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1 金沙江中游第七级 鲁地拉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2 金沙江中游第六级 龙开口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3 金沙江中游第五级 金安桥 已建成

14 金沙江中游第四级 阿海 已建成

15 金沙江中游第三级 梨园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6 金沙江中游第二级 两家人 规划中

17 金沙江中游第一级 上虎跳峡

（龙盘）

十二五深入

论证有序

启动

18 金沙江上游第十

一级

奔子栏 规划中

19 金沙江上游第十级 日冕

（旭龙）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20 金沙江上游第九级 昌波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21 金沙江上游第八级 苏哇龙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22 金沙江上游第七级 巴塘 规划中

23 金沙江上游第六级 拉哇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24 金沙江上游第五级 叶巴滩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25 金沙江上游第四级 波罗 规划中

26 金沙江上游第三级 岩比 规划中

27 金沙江上游第二级 岗拖 规划中

28 金沙江上游第一级 果通 规划中

29 通天河第十级 色乌

（晒拉）

规划中

30 通天河第九级 西绒（东

就拉）

规划中

31 通天河第八级 侧仿 规划中

32 通天河第七级 跟着 规划中

33 通天河第六级 勒义 规划中

34 通天河第五级 德曲口 规划中

35 通天河第四级 若钦 规划中

36 通天河第三级 路马日 规划中

37 通天河第二级 牙哥 规划中

38 通天河第一级 马日给 规划中

39 雅砻江第二十三级 桐子林 建设中

40 雅砻江第二十二级 二滩 已建成

41 雅砻江第二十一级 官地 建设中

42 雅砻江第二十级 锦屏二级 建设中

43 雅砻江第十九级 锦屏一级 建设中

44 雅砻江第十八级 卡拉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45 雅砻江第十七级 杨房沟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46 雅砻江第十六级 孟底沟

（大空）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47 雅砻江第十五级 楞古（蒙

古山）

规划中

48 雅砻江第十四级 牙根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49 雅砻江第十三级 两河口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50 雅砻江第十二级 龚坝沟 规划中

51 雅砻江第十一级 共科 规划中

52 雅砻江第十级 新龙 规划中

53 雅砻江第九级 英达 规划中

54 雅砻江第八级 通哈 规划中

55 雅砻江第七级 格尼 规划中

56 雅砻江第六级 阿达 规划中

57 雅砻江第五级 热巴 规划中

58 雅砻江第四级 仁清岭 规划中

59 雅砻江第三级 温波寺 规划中

60 雅砻江第二级 达尼坎多 规划中

61 雅砻江第一级 仰日 规划中

62 岷江下游第五级 偏窗子 已建成

63 岷江下游第四级 龙溪口 规划中

64 岷江下游第三级 犍为 规划中

65 岷江下游第二级 沙咀 规划中

66 岷江下游第一级 板桥溪 状态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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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岷江上游第二十

二级

杨柳湖 状态不详

68 岷江上游第二十

一级

紫坪铺 已建成

69 岷江上游第二十级 映秀湾 已建成

70 岷江上游第十九级 太平驿 已建成

71 岷江上游第十八级 福堂坝 已建成

72 岷江上游第十七级 沙坝 建设中

73 岷江上游第十六级 姜射坝 已建成

74 岷江上游第十五级 羊毛坪 状态不详

75 岷江上游第十四级 铜钟 已建成

76 岷江上游第十三级 南新 已建成

77 岷江上游第十二级 石鼓 已建成

78 岷江上游第十一级 宗渠 状态不详

79 岷江上游第十级 燕儿岩 状态不详

80 岷江上游第九级 飞虹桥 状态不详

81 岷江上游第八级 金龙潭 已建成

82 岷江上游第七级 天龙湖 已建成

83 岷江上游第六级 小海子 已建成

84 岷江上游第五级 莲花岩 状态不详

85 岷江上游第四级 五里堡 状态不详

86 岷江上游第三级 龙盘 状态不详

87 岷江上游第二级 西宁关 状态不详

88 岷江上游第一级 红桥关 状态不详

89 大渡河第二十五级 安谷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90 大渡河第二十四级 法华寺 规划中

91 大渡河第二十三级 沙湾 建设中

92 大渡河第二十二级 铜街子 已建成

93 大渡河第二十一级 龚嘴 已建成

94 大渡河第二十级 沙坪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95 大渡河第十九级 枕头坝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96 大渡河第十八级 深溪沟 建设中

97 大渡河第十七级 瀑布沟 已建成

98 大渡河第十六级 老鹰岩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99 大渡河第十五级 龙头石 已建成

100 大渡河第十四级 大岗山 建设中

101 大渡河第十三级 硬梁包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02 大渡河第十二级 泸定 已建成

103 大渡河第十一级 黄金坪 建设中

104 大渡河第十级 长河坝 建设中

105 大渡河第九级 猴子岩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06 大渡河第八级 丹巴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07 大渡河第七级 巴底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08 大渡河 安宁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09 大渡河第六级 金川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10 大渡河第五级 双江口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11 大渡河第四级 卜寺沟 规划中

112 大渡河第三级 达维 规划中

113 大渡河第二级 巴拉 规划中

114 大渡河第一级 下尔呷 规划中

115 乌江第十级 大溪口 建设中

116 乌江第九级 白马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17 乌江第八级 银盘 已建成

118 乌江第七级 彭水 已建成

119 乌江第六级 沙沱 已建成

120 乌江第五级 思林 已建成

121 乌江第四级 构皮滩 已建成

122 乌江第三级 乌江渡 已建成

123 乌江第二级 索风营 已建成

124 乌江第一级 东风 已建成

125 澜沧江第十六级 勐松 取消

126 澜沧江第十五级 橄榄坝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27 澜沧江第十四级 景洪 已建成

128 澜沧江第十三级 糯扎渡 已建成

129 澜沧江第十二级 大朝山 已建成

130 澜沧江第十一级 漫湾 已建成

131 澜沧江第十级 小湾 已建成

132 澜沧江第九级 功果桥 已建成

133 澜沧江第八级 苗尾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34 澜沧江第七级 大华桥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35 澜沧江第六级 黄登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36 澜沧江第五级 托巴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37 澜沧江第四级 里底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38 澜沧江第三级 乌弄龙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39 澜沧江第二级 果念 取消

140 澜沧江第一级 古水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41 澜沧江 白塔 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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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澜沧江 古学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43 澜沧江 如美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44 澜沧江 班达 规划中

145 澜沧江 卡贡 十二五深入

论证有序

启动

146 澜沧江 约龙 规划中

147 澜沧江 侧格 十二五深入

论证有序

启动

148 澜沧江 林场 规划中

149 澜沧江 如意 规划中

150 澜沧江 向达 规划中

151 澜沧江 果多 建设中

152 澜沧江 冬中 规划中

153 澜沧江 昂赛 规划中

154 澜沧江 龙庆峡 已建成

155 怒江第十二级 光坡 取消

156 怒江第十一级 岩桑树 取消

157 怒江第十级 赛格 十二五深入

论证有序

启动

158 怒江第九级 石头寨 取消

159 怒江第八级 六库 十二五深入

论证有序

启动

160 怒江第七级 泸水（跃

进桥）

取消

161 怒江第六级 亚碧罗 十二五深入

论证有序

启动

162 怒江第五级 碧江

（娃瓦）

取消

163 怒江第四级 福贡 取消

164 怒江第三级 鹿马登 取消

165 怒江第二级 马吉 十二五深入

论证有序

启动

166 怒江第一级 丙中洛 取消

167 怒江 松塔 十二五重点

开工建设

168 怒江 俄米 规划中

169 怒江 昂曲 规划中

170 怒江 罗拉 规划中

171 怒江 拉龙 规划中

172 怒江 叶巴 规划中

173 怒江 怒江桥 规划中

174 怒江 卡西 规划中

175 怒江 同卡 规划中

176 怒江 新荣 规划中

177 怒江 洛河 规划中

178 怒江 热玉 规划中

179 怒江 沙丁 规划中

180 怒江 吉前 已建成

181 怒江 查龙 已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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