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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态红线管理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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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流域水资源和环境状况趋于严重，亟须划定流域生态

红线，进行综合管理。针对流域生态红线管理面临的制度困境，提出流域生态红线管理制度建设的

路径，包括健全流域生态红线的规制、建立流域生态红线分级分区管控机制、强化流域生态功能目

标考核、全面实行流域上中下游生态补偿、完善流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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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流域已逐步落实国家制定的“水十

条”任务，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
这就需要针对流域内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

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突破现行的流域环境管理模

式，全面实行流域生态红线管理，充分发挥流域生态

红线管理制度的作用。

1 我国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状况

近年来，随着全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我国流域水质性缺水、水量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的

复合性水资源短缺严重，在流域诸多工程的水量调

节中对生态用水考虑不够，影响流域生态安全。流

域废水排放负荷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日益突出，水污

染威胁呈加重趋势。沿江排污总量持续增加，部分

流域的水质呈现恶化的态势。长三角、珠三角城市

密集区水网污染严重，区域水体富营养化，江河源头

水环境已经处于临界状态。如果不采取更为严格的

流域水环境保护和治理措施，未来将可能难以保证

沿江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用水［1］。
《2015 年环境统计年报》显示，2015 年全国重

点流域的废水排放总量为 488. 7 亿 t，占全国废水排

放总量的 66. 5%。其中，长江中下游、海河、淮河、
三峡库区及其上游的废水排放量分别为 131. 9 亿 t、
84. 7 亿 t、69. 3 亿 t 和 65. 1 亿 t，其占重点流域排放

总量 的 比 例 均 达 到 10% 以 上，分 别 为 27. 0%、
17. 3%、14. 2%和 13. 3%。重点流域化学需氧量排

放量达到 1 553. 0 万 t，占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的 69. 8% ，其中长江中下游、海河、淮河、三峡库区

及其上游、松花江、黄河中上游的化学需氧量排放

量分别为 354. 1 万 t、251. 7 万 t、239. 9 万 t、190. 9
万 t、185. 6 万 t 和 158. 7 万 t，分别占重点流域排

放总量的 22. 8%、16. 2%、15. 5%、12. 3%、12. 0%
和 10. 2%。

从流域水资源分区来看，2015 年长江流域的总

用水量高达 2 054. 6 亿 m3，珠江流域、西北诸河流

域、淮 河 流 域 和 松 花 江 流 域 的 总 用 水 量 均 达 到

500 亿 m3 以上，分别为 857. 2 亿 m3、686. 2 亿 m3、
607. 1 亿 m3和 501. 5 亿 m3。在用水总量中，生产用

水和生活用水远高于生态用水。长江流域的农业用

水量达到 997. 7 亿 m3，西北诸河流域和珠江流域农

业用水量也达到 500 亿 m3 以上。长江流域的工业

用水量达到 734. 6 亿 m3，远高于其他领域。长江流

域和珠江领域的生活用水量已增至 301. 3 亿 m3 和

155. 9 亿 m3。而全国各流域水资源分区生态用水

量均低于 25 亿 m3。
《中国水资源公报 2015》显示，水利部对全国

23. 5 万 km 的河流水质评价结果表明: 2015 年全国

Ⅰ类水河长占评价河长的 8. 1%，Ⅱ类 水 河 长 占

44. 3%，Ⅲ类 水 河 长 占 21. 8%，Ⅳ类 水 河 长 占

9. 9%，Ⅴ类 水 河 长 占 4. 2%，劣Ⅴ类 水 河 长 占

11. 7%。从水资源分区看，西南诸河流域、西北诸河

流域、珠江流域水质为优，松花江流域、东南诸河流

域、长江流域水质为良，黄河流域、辽河流域、淮河流

域水质为差，海河流域水质为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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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域生态红线管理的重要意义

2. 1 流域生态红线的内涵和特征

红线的含义是不可逾越的边界或者禁止进入的

范围。流域生态红线是指根据流域生态系统完整性

和连通性的保护需求，在流域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

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

是针对不同生态功能而划定的生态功能保障基线，

也是维护流域生态安全的防护底线［2］。
流域生态红线划定应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

需求，与流域资源数量和质量、流域环境承载力、流
域生态系统服务水平相适应，确保流域资源丰足、环
境友好、生态安全。通过在流域重要生态功能区、生
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开展生态红线管理，既可以

实现流域工业、农业、生活源协同控制，改善流域环

境质量，恢复流域生态健康，同时也可以有效控制流

域生态系统退化，提升流域水源涵养能力，化解流域

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提高流域生态产品

供给能力和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水平。
流域生态红线区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和生态防护

功能，包括水源涵养、水质净化、气候调节、养分循

环、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水土保持、污染防治、洪水

调蓄、防风固沙、灾害预防等。流域生态红线区将被

限制开发，对于人为活动的强度、产业发展的环境准

入等方面需有严格的标准。
流域生态红线的主要特征体现在组织统筹、严

格制约、协同增效、动态调节等方面。政府统筹安排

流域生态红线的划定、执行与监管等环节，科学有序

实施。流域生态红线划定后，必须制定严格的生态

保护与环境治理制度及具体措施，明确相关者的责

任和义务。流域生态红线区建设应与流域整体规划

相协调，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兼顾生态

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在保证流域资源总量不缩减

和生态功能不衰退的情况下，对流域生态红线进行

适度调整，维护流域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服务

持续稳定，逐步改善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生态系统

服务［3］。
2. 2 流域生态红线管理的必要性

2. 2. 1 有效控制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改善流域水

量和水质

目前，我国流域出现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

污染现象，由结构性破坏转为功能性紊乱，水源污染

加剧水资源的稀缺性，地下水过度开发引致生态恶

化，植被破坏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流域可持续发展

面临严峻挑战。这就需要实行流域生态红线管理，

采取流域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措施。实施资源节约

优先、生态修复为主的策略，促进流域资源的高效利

用。将环境污染控制、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风险防

范紧密结合，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加强流域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严格执行主要污染物

总量控制，确保重要江河湖泊生态用水。改善流域

生态系统功能和环境质量，有效缓解过度开发建设

对流域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
2. 2. 2 优化流域生态空间，增加生态供给

我国流域生态功能区类型复杂，缺乏针对性的

生态保护标准和保障措施。当前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投入缺口较大，流域生态空间尚未得到合理调整。
如果流域生态供给小于生态需求，则将出现生态赤

字和失衡。因此，开展流域生态红线管理，推进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创新，可以整合各类保护区域，对

流域自然资源利用上限、生态功能保障基线和环境

质量安全底线实行明确的目标控制。控制开发强

度，优化生态空间，发挥流域资源潜力。避免资源盲

目过度开发和低水平利用，提高流域生态保护效率，

防止大规模、高强度的开发对流域生态功能区的侵

占和破坏，确保流域生态安全。
2. 2. 3 协调流域内地区和部门关系，增强流域可持

续发展能力

通过科学实施流域生态红线区管理，将促进政

府全面开展流域生态环境建设，推动流域资源开发

利用、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相互融合。完善现有

的流域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明确具体任务，协调各主

管部门职责与义务。以维护河流健康、促进人水和

谐为基本目标，统筹防洪、发电等与生态保护的关

系，协调上下游、河流与湖泊等水体生态需水量的关

系，协调生态红线内外区域的利益平衡，以及个体与

集体等方面的利益平衡，这些将对增强流域可持续

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

3 流域生态红线管理的制度困境

3. 1 流域环境整治缺乏统一管理

在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制上，国家流域管理机

构与地方相关部门进行条块分割，往往完整流域与

行政区的边界不能重合。以行政区为基础进行生态

功能区划，上下游、左右岸等跨界矛盾突出，造成责

权交叉多。目前，由水利、环保、农业、林业、渔业、国
土等部门共同承担流域环境保护和治理的任务，但

各部门的责权边界不清，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规划和

管理。一些上下游地区实行流域条块分割治理，从

整体上缺乏宏观调控和部署，难以从根本上协调流

域内各利益相关者在水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冲

突，无法满足未来我国流域水环境战略管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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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流域水污染总量减排目标单一化

流域水污染总量减排目标未能与水环境质量改

善效益评估、上下游地区绩效评估相衔接，而是采用

“一刀切”的方式。随着流域资源约束的加剧和投

资边际效益的递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规模化

资源开发和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的格局难以长期维

持。部分流域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速度跟不上水环境

污染的速度，需要解决当前目标总量控制条件下污

染物持 续 达 标 排 放 与 水 质 未 见 明 显 改 善 之 间 的

矛盾［5］。
3. 3 流域环境整治市场尚未发育

流域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未能有效内部化，作为

治理主体的企业外部驱动力严重不足。企业所缴纳

的排污费远低于治污成本，排污费收取政策尚不能

真正达到刺激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目的。
尽管在一定范围内流域上中下游地区之间采用

市场补偿模式，但其功效仍很有限。过度依赖行政

手段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将容易受到政府财政和管

理方式的制约，阻碍上中下游地区形成利益和责任

共同体。
3. 4 流域生态环境预警体系薄弱

目前，重点流域生态环境应急预警体系不完备，

缺乏先进实用的风险评估预警平台。流域生态环境

监测手段和预警、应急处置能力较低，不能满足流域

生态环境管理的要求，企业超标排污未能得到有效

遏制。沿江工业园区密集，危险化学用品吞吐量较

大，中上游承接产业转移加快，重化工企业增加，潜

在水污染风险源众多，应对重大突发污染事件的能

力仍较低［6］。

4 流域生态红线管理制度建设

4. 1 健全流域生态红线的规制

为保证流域生态红线的科学划定和有效维护，

需要健全流域生态红线的法律法规。国家应根据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制定《生态保护红

线条例》等法规，确定流域生态红线的法定地位。
严格保护流域内水源、森林、草原、湿地等各类生态

用地，明确流域生态空间的功能定位。
各流域均需制定《水污染防治条例》，完善基于

流域生态红线的产业环境准入制度，严禁落后产能

向中上游地区转移，遏制盲目重复建设。协调上中

下游、左右岸省区关系，加强省界缓冲区水质纠纷处

理。一些企业等市场主体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具

体要求，在落实流域生态红线过程中，加强自身监测

和检查。
实行严格的环境准入，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执

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于不符合产业政策要求、未
取得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达不到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建设项目，一律不予审批环评文件。对于未实现

总量控制目标、水质达不到功能区目标要求、发生重

大污染事故的地区实施区域限批。规范工业园区建

设，依法关停达不到污染物排放标准又拒不进入定

点园区生产的重污染企业。加强产业转移的规划引

导，统 筹 产 业 转 移 园 的 区 域 布 局，切 实 防 范 污 染

转移。
全面划定沿江生态红线，将饮用水源保护区、重

要湿地保护区等纳入流域生态红线区。落实生态红

线区管理制度，强化水源地保护，严禁向具有饮用水

功能的主干流设置直接排水口，各产业区的排水在

进入区域公共河流之前，必须达到规定的地表水标

准，切实保障饮水安全。将流域生态红线变成实线

而不是虚线，使生态红线能够真正落地。
4. 2 建立流域生态红线分级分区管控机制

为更具针对性地化解流域内不同区域资源与环

境问题，需要对流域生态红线区实行分级分区管理。
根据流域内区域生态功能性质和生态保护的重要

性，将生态红线区划分为一级管控区和二级管控区。
一级管控区指需要优先或者重点保护的生态功能

区，主要包括生活饮用水源区、自然保护区和河口区

等。应采取最严格的资源和环境管控措施，禁止所

有开发建设活动。二级管控区指生产和生活用水功

能区，主要包括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

区和景观娱乐用水区等。实施差别化管控措施，限

制规模化开发建设，排除有损于流域生态系统的开

发建设项目。
将流域资源开发利用限制在资源阈值内，生产

生活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不超过环境自净能力。提

升流域生态供给，满足经济社会增长需求。降低流

域生态需求，减少生态资源浪费。制定流域污染物

产生量、排放量与入河量控制规划，根据核定的水域

纳污能力和入河污染物限排控制要求，实行流域重

点控制单元污染减排和差异化环境控制。明确流域

与区域权限划分和管理范围，制定流域和区域相结

合的水污染防治综合控制规划，促进对流域环境的

有效控制。实行产业优化布局，采用无污染或少污

染工艺，严禁新建、扩建污染严重的产业，取缔在饮

用水源地附近的生产活动。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合

理利用水资源。针对流域发展项目，必须制定节能

减排规划。
第一产业中应以环境污染较小、土地和水资源

利用率较高作为产业选择的基本标准，从源头上对

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加以控制。第二产业的发展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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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环境的消耗较大，其比例不宜过高，应依托流域

自然资源优势，选择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自然资

源消耗低和环境污染小的项目。第三产业污染较

小、资源消耗少，其产业选择可适当放宽范围，可根

据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要素禀赋进行选择。
4. 3 强化流域生态功能目标考核

全面开展流域生态功能区和省界缓冲区水质达

标评价，从严核定流域纳污容量，严格控制入河排污

总量，并实行目标绩效考核。严格实行入河排污口

设置审批，出台沿江开发产业项目负面清单。减少

内源存量污染，控制流域所有新增的污染负荷量，恢

复流域生态功能。同时，实施河湖截污、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河道清淤整治、水土流失防治、产业节水、外
流域调水等工程。将生态功能保护与污染物入河控

制及减排措施进行以流域为单元的各省分解落实，

实施流域跨界水质考核与监督。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明确流域与各区域

水利主管部门的管理权力和责任，对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实行离任审计制度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推行

“河长制”“湖长制”和“断面长制”，依据流域各段

纳污评估结果，具体落实流域污染物减排的责任。
针对流域生态红线制度执行进展，进行定期考核和

监管，包括信息公开、行政监察、公众参与、绩效评估

等方面。对采取流域生态保护措施并取得明显成效

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可以减免税费、给予补贴和奖励、
提供优惠贷款，对破坏流域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

处罚。
4. 4 全面实行流域上中下游生态补偿

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流域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形成流域生态共同体。流域

上中下游各级政府、各部门之间应加强协调配合，共

同分摊生态环境建设的直接成本，控制相关行政区

出入水口排污量，确保水质达标。完善流域生态补

偿制度，提髙排污收费标准。由上中下游地区水利、
环保和财政等部门协商成立生态补偿运行机构，承

担生态补偿主客体确认、补偿标准核定、生态补偿资

金使用和管理等任务。明确补偿活动中各主体的权

利和义务，并建立相关的协商平台和仲裁制度。
运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使流域资

源开发者、利用者和破坏者支付相应的生态补偿费。
实行资源使用者对影响流域水环境的成本补偿，使

排污成本不低于治污成本。加大市场引入的力度，

发展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生态服务交易市场，开展政

府采购环境保护服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第三方

治理等流域管理制度创新实践，探索跨流域生态补

偿模式。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技术转让、直接投资等方式

帮助流域生态红线区原有居民进行生态移民、转变

生产生活方式。对于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应

从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个方面考虑。直接成本包

括用于造林种草、防治水土流失的建设项目以及污

水和垃圾处理厂的建设和运营等。间接成本则主要

指因保护流域生态环境而放弃相关项目建设所产生

的机会损失。
4. 5 完善流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在流域内建立以重要生态功能区、省( 国) 界、
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源地、地下水监测为主体的生态

环境监测体系。统一设置监测断面，整合分散在不

同部门的污染防治职能，对流域所有污染物、污染源

和环境介质实施统一监管。确保实现重要江河湖泊

生态功能区、主要江河干流及一级支流省界断面生

态环境监测全覆盖，提高流域省界和重要生态功能

区监测覆盖率。
加强流域生态功能区和省界缓冲区水质的自动

监测，实现重要河流控制断面水质动态监控。同时，

注重入河排污口监测，实现重点入河排污口监测信

息共享。构建完整的流域水质与污染物入河排污量

统一监测体系，实现流域机构对重点区域水质、水生

态环境和主要入河排污口的常规监测与自动监测相

结合、定点监测与机动巡测相结合、定时监测与实时

监测相结合的总体监控目标。强化监控、预警及应

急处置方面的能力建设，加快提升流域管理手段现

代化和信息化水平，逐步形成流域与区域、行业之间

互补联动的监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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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research on eco-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case

study of typical projects /DUAN Hongdong1，2 ( 1． China Society

of Water Economics，Beijing 100053，China; 2． Development

Ｒesearch Center of Ministry of Water Ｒesources， 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China is now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eco-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lso the key

measure for strengthening weak areas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eco-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emphatically studied，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to be followed i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are fully discussed． The typical case of

Dujiangyan large-scale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hydraulic engineering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lanning，design，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Key words: eco-hydraulic engineering; conceptual connot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principle; case study

Watershedeco-red line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BAO

Xiaobin ( Ｒ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The situ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watersheds in China is sever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t is urgent to designate

watershed eco-red line for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The

watershed eco-red line management system is suggested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edicament．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 are

proposed: completing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watershed eco-

red line，establishing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watershed

eco-red line in different regions at different levels，intensifying

the target evaluation for watershed eco-function，implementing

the watershed eco-compensation at all reaches，and completing

the monitoring network of watershed eco-environment．

Key words: eco-red line; watershed; eco-environment;

management system

Understanding and thoughts of ensuring ecological flow of

rivers and lakes /WANG Jianping， LI Fapeng， SUN Jia

( 1． Development Ｒesearch Center of Ministry of Water

Ｒesources，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analysis， the current

management situ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flow in

China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With regard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flow are put forward so a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work of ensuring ecological

flow．

Key words: ecological flow; rivers and takes; flow management

System ofecological flow safeguard measures for rivers and

lakes in China /ZHANG Haibin1，YIN Xin1，2，LI Wei1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Water Ｒ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Nanjing Hydraulic Ｒ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210029，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Ｒ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cienc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security status of the ecological flow in

China is analyzed． Based on the orientation of solving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aiming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river

water system an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water

resources，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society， the

security countermeasure system for the ecological flow in China is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legislation， management

operation，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and technical support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t may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ecological flow．

Key words: ecological flow; water resource protection;

flow safeguard

Thoughts onissues related to allocation of irrigation water

right to farmers /LIU Changshun，DU Lijuan，ZHANG Chunlin

(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Ｒesources and Hydropower Ｒesearch，

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The allocation of irrigation water right to farmers is the

key and difficult issues of asset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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