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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保护和补偿机制探讨

———以洪湖湿地为例

操建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要：建立和实施湿地生态补偿机制是加强湿地保护的战略性措施和协调各方利益的有效形式。通过归纳和评价

洪湖湿地生态保护与补偿实践，以及从湖区小范围试点到大规模铺开的三个阶段的主要做法、成效、特点和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强调了建设初期的政府责任、生态环境破坏者赔偿机制、基于社区参与的

决策机制、基于生态保护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为最低依据的补偿标准、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以及通过产业

发展和就业培训促进渔民转产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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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手段，它
是调整损害与保护生态环境的主体间利益关系的

一种制度安排，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激励机

制［１－２］。从广义上看，生态补偿至少应包括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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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对生态系统保护或恢复的成本的补偿、对

个人或区域为保护生态系统和环境放弃发展机会

的损失的经济补偿、对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

对象进行的保护性投入，以及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

者的行为造成损失的收费和赔偿［３］。湿地是人类

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和生态支持

系统。国家林业局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

查结果显示［４］，全国湿地总面积５３６０２６万ｈｍ２，与
第一次调查同口径比较减少了３３９６３万 ｈｍ２，其中
自然湿地面积减少了３３７６２万 ｈｍ２。湿地生态保
护力度亟待加强。但是，湿地生态保护是有成本

的，往往还会牺牲部分人的当前利益和发展机会。

建立适宜的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能够促进相关

利益群体的合作，提高保护成效。

理论界已经对建立湿地生态补偿机制呼吁多

年，２００９年之后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２００９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
增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启动湿地生态效益

补偿试点。２０１０年财政部设立了“中央财政湿地
保护补助专项资金”，并会同国家林业局出台了相

应的管理办法，２０１４年起展开生态效益补偿、退耕
还湿和湿地保护奖励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典型

案例总结是研究湿地生态补偿问题的重要途径。

洪湖是中国和国际重要湿地，湖区产业结构单一，

湿地保护与渔业发展有明显冲突。早在 ２１世纪
初期就已开展了有关湿地保护和生态补偿的尝

试，也是全国首批湿地保护试点之一，其经验和问

题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湿地生态补偿试点具有

借鉴意义。

１　洪湖湿地概况
洪湖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地处长江中游北岸、

江汉平原四湖流域下游，是湖北省最大和全国第七

大天然淡水湖泊。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建于１９９６
年，２００８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总面积４１４
万ｈｍ２，由大湖水域、滩地、沼泽和池塘等组成，共有
湿地维管束植物４７２种、２１个变种和１个变型种，

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１０种；有各种动物 ７００多
种，包括６２种鱼类和１４１种鸟类，其中国家一级保
护鸟类６种，二级保护鸟类１３种①。洪湖还具有蓄

水、调洪、灌溉、渔业、航运、旅游等多项功能。保护

区涉及洪湖市和监利县沿湖１３个乡镇，据２００９年
统计①，区内有人口１５万人，主要从事渔业生产，
水产品年产量近１０万ｔ。

２　洪湖湿地开发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洪湖是一个碟形通江浅水吞

吐湖，建国初期大规模的湿地开发带来了较大的负

面影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洪湖围垦活动，使洪湖水
域面积由解放初的７６万 ｈｍ２大幅缩减到１９７９年
的３５３万ｈｍ２［５］，湿地调蓄能力也减少一半以上。
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的洪湖隔堤、新滩口大型“节制
闸”建设、“四湖总干渠”和“螺山干渠”等一系列水

利工程建设，隔断了洪湖与长江和东荆河的直接联

系，使其变成人为控制的半封闭型水体。改革开放

后的渔业围网养殖规模迅速增长，加上２００５年之前
的洪湖湿地是多地、多行业、多部门的共同管理体

制，水域经济利益的边界很难清晰界定，围网养殖

面积一度占总水面的６０％以上［６］。

这些活动严重影响到整个湖泊生态系统的健

康和生态功能的发挥：洪湖水生植被覆盖率由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的１００％下降到１９９９年的１６３４％，
至２００１年有８个群丛类型消失［６］。洪湖水质从

８０年代的二类下降到１９９６年的四类，直至 ２１世
纪初的劣五类。水质的恶化使渔业养殖成本不断

上升，经济效益下降。生态保护成为洪湖的必然

选择。

３　洪湖湿地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历程
洪湖湿地保护起步于２１世纪初，从小范围探索

到大规模实践，洪湖湿地保护和生态补偿取得了明

显成效。其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措施的实施主要

以项目方式进行，经历了三个阶段，基本情况如表１
所示。

① 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北省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完善项目可行性报告２０１２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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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洪湖湿地生态补偿和保护阶段
Ｔａｂ１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Ｈｏｎｇｈｕｗｅｔｌ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补偿时间 补偿主体 补偿范围 补偿对象 目的 补偿方式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 国家、地方政府和ＷＷＦ 核心区
渔民 围网拆除、搬迁 现金

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恢复 资金、技术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 湖北省政府 整个湿地
渔民 围网拆除、渔民安置 现金、划定水域的养殖许可

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恢复 资金、技术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 国家、地方政府和ＷＷＦ 整个湿地 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恢复 资金、技术

　　第一阶段是在核心区开展试点，于２００３年启动
“杨柴胡湿地保护与恢复示范项目区”建设工程。

该项目占地３３３３３ｈｍ２（５０００亩）①，目标是拆除区
内的迷魂阵和围网、搬迁渔民、恢复和改善示范区

的水生动植物种群结构。为此，保护区对核心区渔

民的设备、种苗和承包费进行了赔偿。植被恢复工

作包括两方面：一是大量种植沉水植物以净化水质

和恢复鸟类栖息地；二是种植莲、菱角等经济作物，

兼顾经济效益。示范区还调整了鱼类结构，用白

鲢、黑鱼、鲫鱼等经济品种替换掉对水草破坏较大

的螃蟹等品种。工程期末，示范区内围网已全部拆

除，开阔的水面景观得以恢复。

第二阶段是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５年，针对渔业和
湿地保护的矛盾，湖北省委省政府在洪湖召开了生态

建设现场办公会，洪湖湿地由此开始了由地方政府主

导的为期三年的抢救性生态保护和补偿工作：

一是建立了统一的综合管理执法机构。新组

建了直接隶属荆州市的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并将洪湖湿地资源保护、渔业开发、渔政执法、

野生植物保护、旅游、航运等职能全部纳入洪湖自

然保护区管理。

二是拆除湖区围网，多途径补偿和安置渔民。

在划定湿地面积和功能分区基础上，根据“大中型

湖泊、水库渔业围栏养殖面积应当控制在该水域面

积的１０％以内”的规定确定了应拆围网面积，针对
安置对象和安置补偿对象，分别确定安置和补偿方

案：１）将核心区和缓冲区内５８８户世代以湖为家的专
业渔民作为安置对象，全部迁至实验区，按每户

１３３ｈｍ２（２０亩）的标准在划定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
２）对实验区的安置补偿对象，区分不同情况给予补
助。ａ不愿或不能离湖的渔民，按每户１３３ｈｍ２的
标准在划定水域从事围网养殖，可领取渔池补偿

费。ｂ愿意离湖的渔民，领取船只补偿费和渔池
补偿费后离湖上岸，自主择业，今后不再从事湖内

围网养殖或捕捞作业。ｃ对实验区岸上有房、无
鱼池、无其他经济来源的以湖为生的渔民，允许进

行传统的渔业捕捞作业，不再从事养殖生产。此

外鼓励渔民开展适度的生态旅游。除拆围的设备

费和人工费外，项目对渔民过渡期间的生活费也

按规定进行了补偿。到 ２００７年，拆除围网面积
２５１万 ｈｍ２，安置渔民３２３５户②。

三是恢复和改善湿地生物多样性。将人工种

植和天然恢复相结合，恢复水生植物约 ７０００ｈｍ２；
通过人工投放鱼种、灌江纳苗、向候鸟投喂饲料、季

节性禁渔禁草、自然保护区内全面禁猎等方式增加

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

第三阶段是国家湿地保护示范区二期工程建

设和湿地生态保护补助资金项目。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林业局批准的洪湖保护区

示范工程二期项目实施。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又连续

多年获得国家湿地生态保护补助资金支持，用于

建立湿地保护与恢复示范区、能力建设和湖区的

巡护管理。

洪湖保护与生态补偿实施后，水质从２００５年之

后开始好转，至２０１０年，地表水总体以Ⅲ类为主，有

５１

①

②

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北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计划（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２００８
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调研报告，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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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达到Ⅱ类。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其中水生植被覆
盖率升至９０％以上，鱼类由５７种增加到６２种，鸟类
从１３３种上升到１４１种，数量达到３０多万只①。渔民
经济效益增加，经济鱼类的渔获量呈上升趋势。随着

湖面变宽，湖面航道又畅通了，现已有７条航道共
１３９ｋｍ的水路可以使用。洪湖旅游业也获得快速
发展。

４　洪湖湿地生态保护与补偿的特点
４１　具有鲜明的政府主导特征 注重与国际国内的
专业科研机构合作

洪湖湿地生态保护与补偿工作是在政府的强

力推动下完成的，主要由政府投资，湿地保护、渔民

安置和补偿方案也完全由政府主导。此外，世界自

然基金会（ＷＷＦ）和中科院都是洪湖湿地保护的合
作方，保护区管理者有较多机会与国内外同行交

流，接受更先进的湿地保护理念和技术。

４２　行政管理体制具有综合性和独立性
洪湖管理涉及湿地保护、渔政、船检、航运、旅

游、公安、交通、血防等多种综合执法职能，以前由

洪湖市和监利县的多个部门分散管理，互相牵制、

推诿和争利，行政成本高。集中到一个部门并相对

独立后，职能和利益冲突被内化，管理成本降低。

４３　以工程项目方式开展湿地保护和生态补偿 初
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湿地保护体系

洪湖湿地的生态恢复和补偿工作的开展，都是

依托国家、地方政府和国际合作项目进行的，具有

目标明确、任务清晰、资金有保障和项目连续的优

势，有利于形成稳定的保护体系。洪湖湿地保护区

目前已基本形成了由湿地恢复、湿地保护、湿地可

持续利用和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构成的管理和技术

体系，尤其是多年实践形成了洪湖植被、鸟类栖息

地和鱼类资源恢复的技术能力。

４４　生态恢复措施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的
合理利用

洪湖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的较好。在不

影响物种多样性的前提下，更多地选择莲藕、菱角、

经济鱼类等水生动植物作为恢复物种，兼顾了渔民

的经济利益。此外，诸如允许季节性捕捞、划出

１０％的水面发展水产养殖、允许适当发展旅游业等
措施给予了渔民合理利用湿地的权利。

４５　抓住了影响湿地生态功能的主要矛盾 补偿和
安置方案能够考虑渔民的损失

围网养殖是影响洪湖湿地水质和生物多样性

的主要因素，治理难度也最大，洪湖抓住了主要矛

盾，补偿和安置方案考虑到了主要利益受损群体即

渔民的利益。

５　洪湖湿地生态补偿中的问题
１）生态补偿标准偏低。主要考虑的是围网拆

除的成本和渔民投入的部分资产的价值，对于渔民

可能收益的损失和转产转业的机会成本考虑不足。

２）补偿范围偏窄。并非所有渔民都获得安置
和补偿，如陆上有房有田有精养鱼池的渔民就被排

除在安置对象之外。

３）社区和渔民在补偿安置方案设计和决策过
程中的缺失。政府主办，社区和渔民参与度小，在

补偿对象的确定和人数统计、拆违时间的安排等诸

多与渔民生活生产相关的问题考虑不周，渔民安置

和补偿措施不到位，导致洪湖围网养殖面积不断反

复。由于湿地保护与社区利益的冲突，周边渔民和

渔场等因被限制生产生活到管理局上访的事例时

有出现，影响了湖区的社会稳定性。

４）对除渔业之外的水质污染源和生态破坏者
没有惩罚措施。如上游和湖周地区的工农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工程建设、旅游开发、非法围埂

等对洪湖湿地的破坏等，其影响已不可忽视，仅靠

生物净化和控制养殖规模是不够的。

６　启示与建议
６１　完善以政府为主体的湿地生态补偿主体构成
引入破坏者赔偿机制

湿地是具有公共产权性质的资源，市场配置通常

会导致过度利用和资源退化。湿地保护是一种具有

６１

① 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北省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完善项目可行性报告２０１２



　第３期 操建华：湿地生态保护和补偿机制探讨

外部性的社会经济活动，其实施的社会边际成本收益

与私人边际成本收益不一致，如果没有足够的补偿，

私人通常是没有积极性参与的。因此，中国在建立生

态补偿机制的初期阶段，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各方力

量积极参与的稳定机制是必要的。洪湖的经验之一

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保护投入和推动机制。但是，

部分生态破坏者的责任却被忽略了。应该对湿地资

源加害者引入破坏者赔偿机制。

６２　建立基于社区和保护区合作的湿地生态补偿机制
湿地保护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

者之间能够达成共识是生态保护的成果可持续的必

要条件。因此，建立有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湿地生态补

偿机制，有利于湿地的长效和规范管理。洪湖周边社

区尤其是渔民在决策层面的参与度不够、一些现实诉

求在既定方案中得不到体现，是以后矛盾和冲突的导

火索。建立基于社区参与的湿地生态补偿制度对于

促进和强化保护区的管理、建立和谐社群关系具有极

为重要的意义，应将这项工作制度化、日常化。

６３　明确湿地保护权属 统一执法
对于很多面积较大的湿地，其管理通常会跨行政

管理区域，并且涉及多个行业部门的管理，最容易出

现的问题是部门间、区域间的扯皮现象。在明确资源

权属的情况下，明确和统一管理权不失为一种有效的

湿地保护手段。这是洪湖湿地保护能够推进的重要

原因之一，可以在具备条件的湿地保护区推广。

６４　确立以生态保护成本加发展机会成本为最低
依据的湿地生态补偿标准

目前关于生态补偿的依据或标准的主要看法

有：生态保护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生态破坏的恢

复成本、生态受益者的获利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

等。其中，生态保护者的直接投入和机会成本是指

生态保护者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投入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以及牺牲的部分发展权，二者之和应该是

生态补偿的最低标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于计

量方面的原因，只能作为参考或最高标准。具体制

定时应该综合考虑国家和地区生态保护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或阶段性特征，尤其是湿地周边

产业结构调整的时间，通过协商和博弈确定，并与

时俱进，有适当的动态调整。以洪湖湿地为例，生

态补偿的对象应该包括湿地保护者和利益受损者，

最低标准应包括湿地保护的直接投入和周边农渔

民被限养、限捕、限猎及候鸟对庄稼鱼苗的伤害等

损失的发展机会成本。

６５　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 发展生态友好型
产业

湿地也是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可以并行不

悖。洪湖通过引入具有经济价值的水产动植物品

种，实现了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结合，值得提倡。同

时，为了提高湿地产品的经济价值，建议借鉴国外

广泛采用的生态标签制度，对湖区产出的水产品，

如莲藕、鱼类引入生态标签制度，提升其市场价值。

此外，洪湖观光旅游若与红色旅游、休闲旅游相结

合，前景可观。

６６　加大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加强农渔
民就业能力培训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矛盾的缓解，最终要靠减

轻经济发展对湿地资源的依赖性来实现。因此多

渠道提升农渔民从事生态友好行业和转产行业的

收益显得十分重要。必须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

产业升级。对农渔民，政府可以加强转产转业的职

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拓展其就业渠道。

志谢：感谢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各科室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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