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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落带是水体出现季节性水位变化时，被淹没土地
周期性露出水面的区域，属于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敏感
地带。三峡工程建成后，随着水位的涨跌，三峡库区形成
了面积近400平方公里的消落带。由于成库面积大、水
位落差大、季节性气候反差大，三峡库区的消落带治理一
直被认为是世界性难题。

开州区位于重庆市东北部、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处在
长江一级支流澎溪河的回水末端。三峡工程建成后，开
州形成了42.78平方公里的消落带，占三峡库区消落带
总面积的12.26%，占重庆库区的13.79%，是库区消落带
面积最大的区县。

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州区委、区政府贯彻新发展理
念，因地制宜创新治理模式和管护机制，探索出了消落带
生态治理的有效方法，成功破解了这一世界性难题，为长
江流域特别是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有益的示
范和借鉴。

破题“消落带之困”

汉丰湖，开州的城市名片。这个地处开州城区中心
的人工湖，水域面积达15平方公里，相当于杭州西湖的
两倍。站在开州丰乐街道的廊桥上极目远眺，四周山
峦倒映在清澈的湖水中，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景尽收
眼底。

放在10年前，许多开州人都想象不到，自己所在的
这座西部小城会出现汉丰湖这般美丽的景致。“以前这里
哪有这么好的风景，冬天是个水凼凼，夏天是个臭水沟，
周边全是黄泥巴。”回忆起从前的场景，开州区汉丰街道
居民谭国华不禁皱起眉头，“死鱼死虾，垃圾成片，过路市
民掩鼻而行”。

谭国华所说的“水凼凼”、臭水沟，正是三峡水库蓄水
倒灌形成的消落带。记者了解到，三峡水库蓄水后，采取

“蓄清排浑”的运行模式，夏季实行145米的低水位运行，
冬季实行175米的高水位运行，由此在库区范围内的长
江干流及支流两岸形成了落差达30米的消落带。

消落带的形成给生态环境带来哪些影响？“一方面，
水位的周期性涨落对库岸土壤的侵蚀和冲击，容易出现
地质灾害；另一方面，不耐水植物在夏季枯水期快速生长
后遭受蓄水期长时间水淹，腐烂于水体中，造成严重的内
源污染。此外，长期反季节水淹使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
生态系统功能弱化。”开州区澎溪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副局长黄亚洲说。

“在175米的水位线以上，城市非常美观。但水一旦
泄下去，消落带就成了裸露区域，陡坡土层流失而基岩裸
露，杂草丛生，许多漂浮物挂在上面，脏乱不堪。”黄亚洲
告诉记者，开州消落带位于城区中心，分布在人口稠密的
新城周围的河谷平坝地，连片面积达24平方公里，形成
面积大、影响人口多、地势条件特殊、生态承载能力弱的
特点，开州的消落带治理显得尤为紧迫。

因地制宜打造汉丰湖，是开州探索消落带治理过程
中迈出的关键一步。为了减少坝上消落带的面积，缓解

消落带对城市造成的环境影响，2008年，开州曾在三峡
水库澎溪河回水末端建成了一座长507米、高24米的水
位调节坝。如此一来，在调节坝的上游就形成了一个独
具特色的“城市内湖”——汉丰湖。

冬季，三峡蓄水时，汉丰湖的水位与三峡水库水位保
持一致；夏季，当三峡水库水位下降至145米时，汉丰湖
水位仍然可以保持在170米左右。“汉丰湖水位调节坝的
建成，让开州消落带面积从42.78平方公里下降到27.98
平方公里，使汉丰湖消落带落差由原来的30米降到了不
足5米。”黄亚洲说。

创新模式构建立体生态屏障

对于消落带的治理，开州并没有止步于汉丰湖水位
调节坝的建成。

“三峡库区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能否治
理好消落带，关乎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开州区委
书记冉华章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最近
几年，开州区把修复长江生态摆在压倒性位置，坚决
按照“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立足消
落带向环境净化、景观美化、生物多样性保育等多功
能生态效益转变的需求，积极探索消落带生态恢复
治理模式。

消落带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记者调研中了解到，开州
区探索应用湿地生态学和生态
工程原理，在澎溪河及汉丰湖
消落带实施了适应季节性水位
变化的系列生态工程，成功创
建了消落带治理的“四大工
程”：基塘工程、林泽工程、鸟类
生境重建工程、多带多功能生
态缓冲系统工程。

先说基塘工程和林泽工
程。根据消落带受反季节水
淹、生物多样性衰退严重的实
际，开州经过多方反复论证后，
在消落带165米至150米区域

实施了“三峡库区消落带湿地多功能农业开发关键技术
研究及产业化示范”项目（简称“基塘工程”），挖泥成塘，
种植荷花等观赏性水生植物。同时，在175米至165米
区域实施林泽工程，种植耐水淹且具有经济价值的湿生
林木，恢复消落带“乔—灌—草”结构，满足城市景观优化
和水质净化功能需求。

由于反季节的水淹和干旱，寻找适合在消落带上生
长的植物是一大难题。“通过多年来的试验示范，成功筛
选了耐冬季深水淹没、适于消落带季节性水位变化环境
的 20 余种草本植物、10 余种木本植物，如今存活状况
良好，发挥了护岸、生态缓冲、景观美化和碳汇功能。”
黄亚洲告诉记者，2013年，开州在汉丰湖北岸乌杨坝实
施了190余亩的消落带林泽工程，栽植了落羽杉、水松、
秋华柳、乌桕、江南桤木等耐水淹乔灌木 20 余万株，成
活率达 90%以上。因为不同树种在不同季节的变化，
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湿地林泽景观，被市民称为“水上五
彩林”。

基塘工程和林泽工程的成功实施，突破了多年来消
落带生态恢复技术的瓶颈，不仅起到净化水质、拦截面源
污染的作用，还让汉丰湖成为鸟类栖息的天堂。为了保
持汉丰湖和澎溪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开州实施了消落
带鸟类生境重建工程，构建水塘、洼地作为鸟类的营巢和
庇护地。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库区冬季库区冬季175175米蓄水后米蓄水后，，由于水位较由于水位较
高高，，水面缺少鸟类停歇水面缺少鸟类停歇、、觅食的浅滩和岛屿生境觅食的浅滩和岛屿生境，，为破解为破解
这一困局这一困局，，开州区在汉丰湖上建起了两个鸟岛开州区在汉丰湖上建起了两个鸟岛，，
并栽植了火棘并栽植了火棘、、桑桑、、乌桕乌桕、、巴茅等乔巴茅等乔

灌木和草本灌木和草本，，让这里变成了鸟类休憩觅食的天堂让这里变成了鸟类休憩觅食的天堂。。
“消落带鸟类生境工程实施后，鸟类种数和种群数量

明显增加。”黄亚洲告诉记者，随着一系列消落带治理修
复工程的实施，汉丰湖湿地水清了，鱼多了，植被繁盛了，
每年来此栖息的水鸟有200多个品种、2万余只。2015
年6月，汉丰湖被正式命名为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成为
全国23个重点建设国家湿地公园之一。

以系统思维推进流域水生态治理

记者了解到，汉丰湖作为三峡库区治理消落带影响
的重要示范成果，不仅形成了14.8平方公里水域的一座
新生水库，而且构造出一个新生流域——汉丰湖流域，该
流域面积3052平方公里，占辖区总面积的77.4%。

“消落带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
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冉华章说，近年来，开州区委、区政
府将水环境保护特别是汉丰湖流域的保护治理工作作为
重中之重，不遗余力地加强汉丰湖流域的生态建设和保
护治理。

规划先行，流域治理“一盘棋”推进。开州制定了《汉
丰湖水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和4个子方案，划
定出7层防控区和26个控制单元，编制涉及工业点源污
染治理、城镇生活污染治理、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汉丰湖
生态系统重建、生态环境监管能力提升等方面的项目
322个。围绕规划内容，又相继出台了《汉丰湖水环境保
护治理方案》等实施方案，科学有序推进汉丰湖流域的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

开州还不断探索建立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2016
年，开州与毗邻的重庆云阳县建立了澎溪河流域上下游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倒逼协同推进流域水环境保护治
理。同时，开州还建立了区内河流上下游补偿机制，从流
域内控制水环境污染。

记者注意到，开州区近年来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多所科研院
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建立“三峡水库澎溪河湿地科学实验
站”“三峡库区湿地生态恢复示范基地”，合作开展科研项
目10余项，涉及湿地保护、景观设计、资源调查、生物多
样性保护、水质监测等多个方面，为汉丰湖流域生态保护
工作提供了科学支持。

不论是消落带治理还是水生态修复，归根结底都是
为了让群众享受更多的生态红利，提升获得感和幸福
感。近年来，开州区坚持将生态保护与城市建设同步推
进，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致力于发展生态旅游，经济社
会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记者采访时看到，以汉丰湖为中心，开州区建设了
20多公里的环湖步道，步道一侧是烟波浩渺的汉丰湖，
另一侧则是美丽养眼的城市公园，公园中还点缀着游泳
馆、体育馆、网球场等运动场所。汉丰湖畔，每天清晨和
黄昏，钓鱼、游泳、骑车、跑步的市民络绎不绝，呈现出一
派人水和谐、水城共生的生动景象。

此外，围绕亲水休闲运动主题，开州还举办城市钓鱼
对抗赛、国际摩托艇公开赛、马拉松赛，渝东北最大的水
上乐园也开始动工开建……开州区以汉丰湖为中心打造
了系列休闲旅游产品。数据显示，2018年，全区旅游接
待游客903.13万人次，旅游收入55.68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12.47%和15.57%。

“ 水 凼 凼 ”变 生 态 湖
——重庆市开州区三峡库区消落带治理调研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经过10多年不懈努力，重庆市开
州区将陡坡泥地、污染严重、生态脆
弱的库区消落带打造成青山环绕、绿
水长流、生态富民的“金腰带”，成功
探索出一条长江沿线尤其是三峡库
区城市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
路子。

可以说，开州的消落带治理和生
态保护，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开州的成功实
践再一次说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
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
展生产力。

从开州的具体实践来看，有几点
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坚持全流域统筹与上下游
联动相结合。消落带修复治理是个极
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综合治
理需要多地区、多部门的协调和配
合。开州在治理过程中，以系统思维
加强汉丰湖及澎溪河的全流域统筹治
理，不仅是区内各部门、各乡镇街道齐
抓共管，而且还联动毗邻的重庆云阳
县建立上下游联防联控机制，共同推
动流域水生态治理。

第二，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相结
合。消落带的修复治理不仅是单纯的环境保护，还涉及
库区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库区经济的发展方式。对于消落
带，开州不仅“治好”，更是为了“用好”。通过发展生态旅
游和文化旅游，开州成功找到了把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
银山的路径方法，实现生态资源反哺民生，推动形成了新
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坚持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生态环境
问题，政府要“管”，要“治”，也要“引”。改善生态，没有群
众的主动参与是难于开展、不可持续的。在具体实践过
程中，开州把生态意识培养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宣传教
育、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等多种形式，引导并强化全民生态
文明意识，形成了生态保护的浓厚氛围和强大合力，实现
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如今，一座生态滨湖之城在三峡库区拔地而起，开州
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开州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
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落到实处，久久为功，才能
让美好愿景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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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开州区位于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有

42.78平方公里的消落带，占三峡库区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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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因地制宜创新治理模式和管护机制？

消落带生态治理的有效方法有哪些？日

前，记者深入重庆市开州区进行了调查

采访。

图为汉丰湖旅游景点，游客乘坐摩托艇游览湖光山色。

据开州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周彤介绍，开州从加强
饮用水水源环境整治、入河排污口整治、黑臭水体专项整
治、农业农村污染整治、工业园区环境整治等方面发力，
打出了治水“组合拳”。

——环保基础设施先行。为了保护汉丰湖和三峡库
区的水质，开州对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迁扩建和提标升
级，建成乡镇污水处理厂43个，实现镇乡街道污水处理
厂全覆盖；分流域建成生活垃圾处理场4个、垃圾发电厂
1个、医疗废物处理场1个，建立垃圾“户集中、村收集、乡
镇清运、区垃圾发电”收运处置体系，城镇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100%，实现全区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

——坚持生态保护与修复。加大汉丰湖国家湿地公
园和汉丰湖“四面山”生态建设与修复，开展环湖湖滨带规
划建设，沿湖建设滨水植物防护带和湖滨带，种植芦苇、香
蒲等耐水植物及黑藻等沉水植物，恢复消落区自然植被。

——开展工业污染源治理。城区禁止新建 20 蒸
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工业园区工业企业淘汰、
改造燃煤锅炉，同时开展“散乱污”企业分类治理，改造提
升一批、集约布局一批、关停并转一批。

——严格落实河长制，坚持“抓大不放小，治理全覆
盖”。开州抓实河长制排污巡查，对辖区东河、南河等重
点河流，树立流域治理理念，坚持“一河一策”，分年度推
进实施、系统治理，下大力气解决流域内居民生活污染、
畜禽养殖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

治水需用“组合拳”
本报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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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汉丰湖上水鸟自由飞翔。
下图 汉丰湖湿地水美草肥，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