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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实施山、水、陆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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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湖北省自然条件复杂多样, 社会经济发展地域差异很大, 可持续发展地区间各有选择重

点: 山地可实施绿色战略, 开拓绿色产业; 平原地区结合防洪实施蓝色战略, 开拓水上产业 ;强化区

域中心武汉市并启动鄂中与鄂东两翼, 实施陆地的灰色战略,开拓第二、第三产业, 使湖北走上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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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21世纪的湖北省,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有必要实施山、水、陆发展的战略. 因为,湖北

是多山的省份,山地面积10. 41万km2 ,占全省总面积的 56% ;山地地区突出的问题是穷,农村

人口年均纯收入 946元, 只为全省农村人均纯收入的 63% .湖北又是一个有相当长的江河岸

线的省,全省平原的面积为 3. 72万 km
2
,占全省总面积的 20% ;平原地区突出的问题是险, 一

般处于江河最高洪水位以下,外涝内渍现象严重,洪涝灾害时有发生. 湖北省丘陵岗地面积为

4. 46万 km
2
,占全省总面积的 24%, 突出的问题是散,除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神农架林区

外,其余所有市、地皆有分布,难以大规模成片开发. 制定战略应当依照湖北山、水、陆的组合特

点,使其由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变为促进发展,其主要思路是山治穷、水治险、陆治散,使山

富、水安、陆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 山区实施绿色工程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湖北的山区总计 32个县市区,主要集中于鄂西,包括十堰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神

农架林区和宜昌市的远安、兴山、秭归、长阳、五峰 5县以及襄樊市的保康县,计 20个县市、2

个城区、1个林区. 除十堰市 2个城区、丹江口市和远安县以外,皆为贫困县和特困县.其中恩

施州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716. 35元,为全省最低; 神农架林区为 841. 07 元、十堰市为 880. 60

元、宜昌市 5县为 895. 12元,都低于全省山区县市的平均水平
[ 1]
.

山区应实行封山育林的生态保护措施. 国家规定山坡坡度 25°以上的土地退耕还林;山区

现有 90. 47万 hm
2耕地中有 1/ 4属退耕之列, 真正的耕地面积约 68万 hm

2, 人均耕地不足,而

山场广大. 山区穷的根源是用不足土地面积 1/ 10的耕地解决生存需要问题, 而将占土地面积

9/ 10以上的山场忽略在外,走上本末倒置的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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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山区绿色战略首先应考虑生态性, 即封山育林,推行绿色工程.其标准一是森林覆盖

率达 75%以上; 二是没有水土流失;三是无污染, 实行清洁能源和清洁生产;四是生态环境优

美,讲究科学的规划布局.为了达标, 必须采用植树种草、梯级水利开发和水土保持等工程与管

理保护措施. 其次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山区主要是搞绿化,不承担林业以外的所有税赋,其经济

发展拟可实行特惠政策 30年,其一是山区主要粮食作物如玉米、红薯和马铃薯等,可以作为保

健食品加工开发,所需粮食由国家调运供应;其二是利用山地垂直地带性规律和晚种晚熟特

点,进行反季节水果蔬菜种植, 培育成开发基地; 三是搞好只有山区才能生产的土特产品的生

产和加工一条龙的开发;四是发展中草药资源的生产和加工产业; 五是生态旅游的开发.湖北

山区脱贫致富的途径众多, 因地制宜开发后可形成约占全省 1/ 3以上的经济实力.

实施山区发展战略还必须采取如下策略: ( 1)教育扶贫,大力搞好扫盲教育、普九教育、成

人职业教育、知识更新再教育, 全面提高人的素质. ( 2)改善交通运输通讯状况,改变闭塞落后

面貌.应尽快建成 318, 316, 209三条国道, 并将十堰- 襄樊和宜昌- 恩施两段作为重点; 105,

106国道也需促成建设. ( 3)加大投资力度. 在植树造林、森林维护、水土保持、扶贫开发、消除

贫困等途径的资金投入中, 实行低息和无息贷款. ( 4)用市场经济的观念,改变产业经营和管理

落后的局面. 施行产学研结合体制.

2 平原地区防洪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湖北水的问题,是心腹大患.之所以严峻,因为武汉、黄石、襄樊、宜昌、荆州、鄂州、仙桃、天

门、潜江、黄冈、孝感等 25座建制市皆是滨江河的城市,都易于受洪水的威胁;还因为全省经济

发达、主要大农业基地是江汉平原, 而江汉平原的河流如长江、汉江和东荆河等皆是平均水位

高于地面的悬河.因此, 江汉平原一到汛期, 便要顶着天大的危险, 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受到威

胁. 2 800万人口, 150万 hm
2良田, 全省 70%左右的财富,都受到洪水的威胁. 这种“险”是我

国其它任何省区都无法比拟的, 在全球范围内只有荷兰的情况比较类似.

湖北江汉平原的险,究其根源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以外来原因为主.长江和汉江两条跨

省区的大江河在湖北汇聚, 汇集的径流量为 7 319 亿 m
3
,由外省入境的径流量占总径流量的

86. 6% .从这个角度而言,湖北的洪水灾害主要是由省外原因造成的. 长江和汉江在湖北省的

总长度为 1 939 km, 两江干堤总长度为 3 500 km. 其险不是指长江、汉江在湖北的长度,而是

长江和汉江的悬河特点,即江、汉的河床高于临河的陆地,高水位的径流全凭大堤的约束,一旦

咫尺不坚,便千里为壑,所以江汉大堤素来被称为湖北的“命堤”.

长江的险, 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有大的问题.一般而言长江流域的降水是有规律的.鄱阳湖

水系汛期最早,次为洞庭湖水系,再次为川江水系,最后为汉江水系,四者之间各有 7天左右的

间隔期,如果各水系行洪顺畅, 洪峰叠加的情况不致发生. 1998年的情况, 汛期规律正常,但由

于近年来皖江无证采砂量极大,破坏了河床的自然比降,形成中间凹陷河段, 致使海水倒灌顶

托;加上鄱阳湖综合治理的重点是保护围垸,湖堤和垸堤障碍了行洪, 这样鄱阳湖水系洪峰不

能被及时渲汇, 当九江以上洪水到达时, 鄱阳湖非但不能起分洪蓄洪作用,反而阻挡正常的行

洪,湖口阻塞是第一要害;同样原因洞庭湖水系洪峰滞消, 形成城陵矶阻塞, 是第二要害,当川

江洪峰到达时,洞庭湖并未发挥分洪作用.

1998年汛期长江洪水属偏大而非百年未遇, 但宜昌至湖口水位为百年一遇, 只汉口站最

高洪水位未超过 1954年水位,这是因为 1998年未曾像 1954年长江汉江两江洪峰叠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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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川江和汉口站的最大洪峰流量较 1954年均少 3万 m
3 / s , 即少 30%. 某些江段水位之

所以超过 1954年, 主要原因是河床淤高、湖泊蓄洪容量减少,以致不能有效过洪和分流.河床

淤高是上游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所致.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为 35. 2万 km
2
, 土壤流失量达

16亿 t , 在中下游河道淤积沉淀的泥沙达 5 亿 t 左右; 中游的鄂、湘、赣三省水土流失面积为

20万 km
2
,年土壤流失量 6亿 t 左右,也要在干支流河床沉淀淤积. 因此, 44年来河床升高值

约 2 m, 长江和汉江等干支流堤防高度普遍是按 1954年水位加高 1 m 的标准建造, 结果是因

河床抬升致使加高的堤防被升高的水位抵消, 险情由此造成. 长江和汉江等主要干支流的堤

防,是历史上不断修筑和加高培厚形成的, 堤防质量很难经受特大洪水的考验
[ 2]
,“目前长江单

靠堤防只能防御 5～20年一遇洪水,而荆江河段只能防御 5～8年一遇的洪水,这是全国七大

江河的重点堤防中抗洪能力最低的, 它与荆江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 3] .

长江的险还有两个瓶颈,一是荆江沙市段最大安全流量为 6万 m
3
/ s ,近百年来流量在此

标准以上的年份为 23 次, 即 4. 35 年一遇; 二是城陵矶河段安全泄洪量也是 6万 m
3/ s , 而

1931, 1935, 1954年等年份, 长江和洞庭湖的汇合洪峰流量都在 10万 m 3/ s 以上, 超过城陵矶

长江段安全泄量的洪水量为 1 000亿 m
3
. 为了保证江汉平原和武汉市的安全, 规划了两江的

分洪区和蓄洪区,分蓄洪区面积 9 480 km
2
, 1990年人口 429万人, 按不同标准, 可分蓄洪水

550亿 m
3和 1 100亿 m

3 . 而 1998年一些分蓄洪区不能取用,以致还要严防死守, 是因为分蓄

洪区内人口剧增,如荆江分洪区 1954年仅 17万人口, 现已超过 50万,增加近 3倍; 固定资产

投资猛烈加大,如上百里洲原来总资产不足 1 800万元,现在却达 37亿元; 东西湖是武汉市的

台资区等.正因为如此,中央和湖北省领导面对 1998年如此之大的抗洪压力,而不能实施分洪

的决策.

从区内自然条件分析,则是由于平原地势低下, 每年雨季汛期,即便没有长江和汉江等干

支流的洪水威胁, 区内渍水也非人工外排不可, 因为江河水位普遍高于平原内河流和渠道的水

位. 湖北省易涝面积占平原地区耕地总面积的 95%, 建国后虽经几十年的治理, 1996年全省

水灾受灾面积仍达212万 hm 2,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63. 13% ;成灾面积153万hm 2,占全省耕

地总面积的 45. 68% ,除灾面积仅占受灾面积的 27. 64%
[ 2]
. 1996年洪灾正好是川江洪峰未形

成的情况下, 主要由平原地区内部原因造成的.

通过对 1996年和 1998年的洪水险情分析, 目前江堤抵御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超过

6万 m3 / s)和百年一遇的洪水水位, 相当困难; 而且不能不考虑如何面对百年一遇的流量

( 1954年超过 10万 m
3
/ s)和千年一遇的水位(比 1954年最高水位高 4 m)的可能性,不然一旦

遇上这一情况,将造成摧毁性的灾害.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在三峡工程的基础上,仍然有必要实

施湖北的平原地区蓝色发展战略,其要点如下:

( 1)建设长江、汉江、东荆河沿江堤防城镇带战略.主要思路是将浚深河床作为治理水灾的

重点,即将淤积在河床的泥沙就地运至大堤之内堆积,构成一个与堤顶高程相同的地带.这样

便可使河床因深度加大,遏制水位的上升, 加大容洪过洪能力;同时提高内河通航等级,改善航

运条件,发展水运业.这一地带由于不会受到水灾威胁,可以形成城镇港口带,使沿江河经济带

得以形成,改变现有的经济布局.

( 2)平原地区水产业开发战略. 主要思路是将分蓄洪区的建设和退田还湖结合起来,使长

江和汉江等河流超过保证水位的多余洪水,即对长江大约 1 000亿 m3、自产水约 500亿 m 3的

水,有接纳容蓄能力的空间,这样便可从根本上消除洪水对湖北的威胁.平原地区可施行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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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养殖为主的产业政策,使水产业作为全省的支柱产业. 因为湖北分蓄洪和退田还湖的水面面

积以 80万 hm 2为宜,加上现有塘堰面积 14. 1万 hm2 ,水库面积 14. 5万 hm2 ,这样合计可养殖

水面达 108. 6万 hm
2
. 1995年湖北农田平均产值

[ 1]
为 0. 96万元/ hm

2
, 而可养水面的平均产值

为 2. 74万元/ hm
2
, 单位面积产值水产是种植业的 3倍,依此,则水面养殖相当于 325. 8万 hm

2

耕地,那么湖北现有的耕地比其仅多 10万 hm
2 .而且水产品的加工增值潜力很大, 形成新的产

业链前景广阔.

( 3)淡水产业开发战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治水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从湖北

省内来看, 应该是山、水、陆的综合治理, 进行山区植树造林的生态建设,可使水土流失得到治

理.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消除水土流失可减少地表径流的 8%～10%, 滞洪削峰 20%,增加枯水

季节水量 7%, 是防汛抗旱的最有效措施;丘陵山地还应继续建造梯级水利工程. 湖北已建水

库的库容量为 502. 7亿 m
3
,占全国总库容量的 11% ,居全国第 1位; 绝大多数水库水质优良,

I 类水所占比例在 80%以上, 其余也可达Ⅱ类水的标准. I 类天然绝净水, 比人工纯净水和矿泉

水对人类食用更为合适.我国广大北部干旱地区和沿海地区, 或因资源短缺, 或因污染严重,饮

用水问题便成为中国半数人口、特别是 3. 6亿城市人口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湖北 500亿 m
3
天

然纯净水,其价值难以估量.据沙特阿拉伯《中东报》1998年 9月 4日报道, 土耳其在底格里斯

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修筑 23座拦河大坝,用管道和船舶运至中东缺水国家出售,其把水变成

了一种战略、经济和政治商品;据新华社 1998年 9月 14日杭州电,新安江水库兴建 40年来在

573 km
2
的库区封山育林,国家环保局检测其湖水已达到直接饮用标准.水库容量居全国第 2

位的广东,从东江引水至香港, 是最早开发淡水产业的省份;浙江居全国第 3位, 新安江水库

(即千岛湖)是其最大水库, 这是开发淡水产业的信号.作为水库容量居全国第 1位的湖北, 应

尽快搞好淡水产业的开发.

3 强化中心启动两翼的陆地灰色发展战略

湖北省在实施山区和平原区发展战略之后, 也就是克服了穷、险两大制约,增强了可持续

发展后劲的情况下,便可以实施强化中心——武汉, 启动两翼——鄂东和鄂中的湖北陆地崛起

战略,达到陆上湖北的聚合优势目的.

( 1)强化中心——武汉战略. 武汉是全国超特大城市,城市规模居全国第 5位,综合实力

居全国第 6位,在中、西部地区居于绝对第 1位.武汉在我国农业经济时代,是最早诞生的城市

之一, 有 3 500多年的城市发展史;在我国工业经济时代,武汉与上海同为全国近代工业的发

祥地;在即将来临的知识经济时代,武汉有三大优势:高等教育,包括教师数和学生数均居全国

第 3位,有人才优势;全市科技专业技术人员数超过 40万,居全国 5位, 是全国科技中心之一;

信息产业以邮电业务总量算,武汉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沈阳, 是全国的中心之

一.在我国三元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混合存在(灰色)的情况下,这三大优势

的发挥,可以使武汉带动全省经济发展 [ 4, 5] , 利用后起优势, 不走和少走弯路, 把科教兴国和可

持续发展两项基本国策结合起来, 在知识经济发展上将高科技产业、高效益产业推向更高水

平;同时,还应利用知识经济原理将汽车、冶金等湖北省的支柱产业进行改造,增强其在国内、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强化中心武汉,主要思路是放在高科技、信息、金融、贸易等产业上, 真

正起火车头的作用,并能迅速地带动两翼发展.

( 2)启动两翼战略. 以武汉为中心, 启动两翼是指鄂东沿江地区和鄂中沿宜黄一级公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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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地区.鄂东和鄂中这两翼地区既是实现长江沿江战略的关键,又是实现中西部发展战略的关

键.沿江战略的瓶颈是中游段,因为下游沿江由直辖市上海带动,以浦东为龙头,发展态势一直

很好;上游沿江由直辖市重庆带动, 以水电能源开发为主也举世瞩目; 而中游一段尚未有大动

作.中西部发展虽已提出数年, 迄今未选准突破口, 起色不大.湖北以武汉为中心的两翼,非但

是湖北的发展轴线,也是全国的发展轴线, 理由如下.

鄂东翼, 包括武汉、黄冈、鄂州、黄石四市的沿江地区,由武九、京九、汉麻、京广四条铁路环

线所包围的地区,面积约 1. 8万 km
2, 除铁路外还有 107, 106, 105, 318, 316五条国道,加上长

江航线和武汉天河机场,以及京汉广和沪宁汉渝两条国家主干信息高速公路的交汇,使其成为

国内无可比拟的投资环境优势地区, 在国际上也极为少见.

鄂中翼,包括武汉、仙桃、潜江、荆州、荆门、宜昌六市的沿汉宜一级公路两侧地区,有长江

和汉江两航线, 京广和焦柳两铁路, 318, 107, 207三条国道,武汉、宜昌、沙市三空港, 京汉广

和宁汉渝两信息高速公路构成又一个投资环境极其优越的地区.

在东亚金融危机与俄罗斯经济危机之后,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国际投资急欲寻找理想投资

场所.湖北以武汉为中心的这两翼,是国际投资最合适的场所.因而进行高科技产业投资,进行

出口加工投资,进行农业产业化投资,湖北最优越.湖北面向 21世纪振兴崛起,一定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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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conception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ountain, water and land in Hubei Province

Liu Shengjia

( Institute o f Sust ainable Development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9)

Abstract　In Hubei Prov ince, the natural condit ions are complex and var ied, the

development o f economy and society has great regional dif ferent ials, so each sus-

tainablly developing area has it s ow n key choice: to afforest the mountain distr icts

and exploit green industries in mountain areas; to implement blue st rateg y and ex-

plo it water indust ries combined w ith a flo od control in plain ar eas, and st rengthen-

ing r eg ional cent re of Wuhan and start ing the two wings of Centr al and East Hubei,

to carry out g ray str ategy and develop the secondar y indust ry and ter tiary industr y.

These st rateg ies can make Hubei devetop in a sustainable w ay .

Key words　Hubei Pro vi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 green st rateg y;

blue st rateg y; gray st 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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