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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综合改革方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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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举措，如何解读“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 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 的理念，是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破解的重大命题． 本文针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难点地区———长江上游地

区，提出设立“ 长江上游经济带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综合改革试验区” 的设想，认为应着眼于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
以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为目标，以梯级水电开发为抓手，以深化区域综合配套改革为根本动力，给予地方
政府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中更大的自主权． 本文分析了设置试验区的战略意义和定位，提出了该试验区的
重点创新内容．
关键词： 长江上游经济带；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黄金水道；水电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ＨＵＡＮＧ Ｚｈｅｎｌｉ １ ， ＷＡＮＧ Ｙｉ ２ ， ＺＨＡＮＧ Ｃｏｎｇｌｉｎ ２ ，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 １ ＆ ＬＩ Ｈａｉｙｉｎｇ １

（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８， Ｐ．Ｒ．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９０， Ｐ．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Ｈｏｗ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 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ｂｉ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ｓ ａ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ｏｐ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ｆｉｖｅ ｐｉｌｌ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ｄ，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ｅｎｅｒｇｉｅｓ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ｅ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ｐｐ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ｇｏｌｄ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ｙ；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大河流域不仅孕育了人类社会的古代文明，而且促进了近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流域经济尤其是大河

流域经济往往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如：密西西比河 ［１］ 、莱茵河 ［２］ 、墨累－达令河 ［３］ 等． 美国于 １９３０ｓ 建立了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１５０３２４５，５１３７９２１８）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ＳＤ０１３６Ａ０２２０１５）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公司科研项 目 （ ＳＤ０２０３Ａ０３２０１５， ＳＤ０２０３Ａ０１２０１５ ） 和 中 国 水 利 水 电 科 学 研 究 院 科 研 专 项 （ ＳＤ０１４５Ｂ３０２０１６，
ＳＤ０１４５Ｂ１６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０） 联合资助．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１ 收稿；２０１６ １２ １９ 收修改稿． 黄真理（１９６６ ～ ） ，男，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研究员） ；Ｅ⁃ｍａｉｌ：ｚｈｌｈｕａｎｇ＠ ２６３．ｎｅｔ．

２５８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２９（２）

世界上第一个流域管理机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成功制定和实施了该流域发展计划，流域发展问题
的研究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４］ ． 当前，强调流域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国内
的新趋势 ［４⁃５］ ．

我国流域发展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虽然已有诸多大河流域提出经济带建设的构想，但是在理论与实践

上仍处于探索阶段 ［６⁃７］ ． 早在 ２００１ 年，《 国家“ 十五” 计划纲要》 便提出“ 促进长江上游经济带的形成” ，但区
域范围还比较模糊． 新常态下，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长江经济带的保护和发展工作，“ 打通长江黄金水道，建
设长江经济带，走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之 路， 实 现 上 中 下 游 协 同 发 展、 东 中 西 部 互 动 合 作” 已 成 为 国 家
战略 ［８⁃９］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国务院《 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指出：“ 依托黄金水道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谋划中国经济新棋局作出的既利当
前又惠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 ，重点建设内容在长江中下游，同时，要求研究论证金沙江攀枝花至水富段航
运资源开发．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 习近平总书记在
会上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要先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摆上优先地位，涉
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２０１４ 年 ５

７ 月，民进中央组织开展了长江上游地区实地调研，国家水电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科院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作为技术支撑单位提出了“ 长江上游经济带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综合改革
试验区（ 以下简称长江上游综改试验区） 总体方案” 和有关建议，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高度
重视．
围绕长江上游经济带建设，前人已开展了若干研究． 从研究区域范围来看，主要集中于成渝经济区、三

峡库区、长江上游江南地区 ［１０⁃１１］ ；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集中于发展战略 ［１２⁃１４］ 、生态环境 ［１５⁃１６］ 、区域联系与合
作 ［１７⁃１８］ 、产业研究 ［１９］ 、区域空间结构 ［２０］ 等方面． 长江上游国土面积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目前，长

江流域生态问题表现为上游地区生态屏障要求高，中游地区生态与发展矛盾突出，下游河口地区生态敏感；
经济发展表现为下游繁荣发达，中游次之，上游相对贫穷． 因此，长江经济带的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重点在
中下游，难点在上游． “ 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的宏伟蓝图提出后，长江上游的保护和发展是一
个尚需进一步破解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对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１ 长江上游保护与发展的现状
１．１ 研究区域现状

长江干流 自江 源至 宜昌 为上游， 占长 江全 长的 ７１． ４％ ， 流 域 面 积 约 １００ × １０ ４ ｋｍ２ ， 占 全 流 域 面 积 的

５５．２％ ［２１］ ． 三峡工程蓄水后，长江上游宜昌－重庆段的“ 黄金水道” 已经形成，极大带动了库区及邻近地区经
济发展． 长江上游攀枝花以上，人口稀少，经济总量低，水运需求小． 四川泸州至攀枝花市是未来依托黄金水
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难点区域，该区域也是规划建设梯级水电站的重点区域． 长江一级支流赤水河是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的重要区域，因此，本文将研究范围界定在长江干流泸州－攀枝花区域和赤水河
流域，地处川滇黔三省沿江交界处的长江经济带末端．

具体范围（ 图 １） 包括：①长江上游干流泸州至攀枝花段：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 ４ 个梯级电站

以地（ 市） 为单位的影响区域，包括：四川省攀枝花市、凉山彝族自治州、宜宾市，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昆
明市、曲靖市、昭通市． ②长江一级支流赤水河：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赤水河流域涉
及的以地（ 市） 为单位的影响区域，包括：云南省昭通市，四川省泸州市和贵州省毕节市、遵义市（ 图 １） ．

（１） 地理区位重要．从宏观区位来看，该区域向东，通过“ 三峡黄金水道” 与中游地区相连，与长江三角洲

遥相呼应；向南，经云南、广西与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接；向西，经滇西、西藏与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相
通；向北，连接陇海兰新经济带，并承接丝绸之路经济带． 从微观区位来看，区域内各市、州均远离川滇黔三
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位于成渝经济圈、“ 攀西－六盘水经济区” 、贵安新区等重点发展区域边缘的
位置，发展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２） 地形地貌复杂．该区域地处中国地势一级阶梯向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是中国西部内陆的腹心区域．

黄真理等：长江上游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综合改革方略研究

２５９

图 １ 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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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山岭河谷相间，地貌复杂多样，高山峡谷、喀斯特、红色丘陵等广泛分布，山原、平坝、河谷穿插其间，自
然地带和生物群落交错性明显．

（３） 资源相对丰富．光热、水能资源丰富． 区域内干热河谷分布面积较广，光热资源丰富． 水能资源总量

居全国之冠，平均每 ｋｍ２ 的水能发电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８．７ 倍 ［２１］ ．

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矿种齐全． 钒钛磁铁矿储量超 ２００×１０ ８ ｔ，钒、钛储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三和第一位． 硫

铁矿储量全国最大，品位较高． 煤炭储量高，种类齐全，是川滇黔煤炭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物资源种类繁多． 区域内汇聚了不同区系来源的生物类群，而且不少物种起源古老、特有性高，拥有

包括珍稀特有鱼类、攀枝花苏铁等在内的上万种动植物． 如：该区域分布鱼类 ２８６ 种，其中长江上游特有鱼
类约占 ４３％ ．

旅游资源丰富多彩． 区域内有着诗画般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迤逦多姿的民风民情． 主要包括：水陆

结合的江岛风光、著名的民族走廊、以水电开发形成的高峡平湖风景，还有以美酒河、美景河、生态河和英雄
河著称的赤水河 ［２２］ ．

（４） 经济发展滞后．该区域属于长江经济带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 ２０１５ 年，区

域内 １０ 市（ 州）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１５８２１．３４ 亿元，仅占整个长江经济带 １１ 省（ 市） 地区生产总值的 ５．１８％ ；
实现人均 ＧＤＰ ３４３９３．１０ 元，比整个长江经济带人 均值 低 １７５６４． ９８ 元； 城镇 和农 村居民 人均 收入 分别 为

２７３４３．７４ 元和 ９０８３． ５９ 元， 较 长江 经济 带平 均水 平分 别低 ４８２９． ５４ 元 和 ２６６０． １４ 元； 区 域 城 镇 化 率 仅 为
４３．９３％ ，远低于长江经济带 ５５．５６％ 的平均水平 ［２３］ ．

１．２ 存在的问题

（１） 资源富集和经济落后并存，呈现“ 富饶的贫困” 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开发并未很好地带动本区域

的经济社会发展，在“ 财富拿走，贫困留下；资源拿走，风险留下” 的“ 资源诅咒怪圈” 笼罩之下，使区域内日
益积累了经济结构失衡、产业萎缩、贫困人口增加、社会不稳定、生态环境恶化等深层次矛盾． 据统计，２０１５
年区域内涉及国家重点贫困县 １５ 个，占所有区（ 县） 的 ３４％ ． 本区域还涉及《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 年） 》 划分的 １１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中的乌蒙山片区、滇黔桂石漠化片区、四川藏区和滇西边境山
区等 ４ 个连片特困片区，是我国中西部“ 富饶的贫困” 区域中的一个典型．

（２） 对黄金水道建设重视不足，交通瓶颈效应凸显． 该区域以往对内河水运投入不足，梯级水电开发未

能兼顾航运，长江上游攀枝花至宜宾段的航道、港口、通航保障等基础设施比较落后，通航设施规模小、标准
低，不能充分发挥内河航运运能大、成本低的竞争优势． ２００８ 年以后，宜宾至泸州航道等级达到Ⅲ级航道标
准，通航条件仍受自然条件制约；川江上段水富至宜宾航道全程 ３０ ｋｍ，航道等级标准为Ⅳ级；正在建设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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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坝枢纽通航建筑物按Ⅳ级航道标准设计，单向年过坝货运量为 ２５４×１０ ４ ｔ；根据四川省内河规划，攀枝花至
宜宾为Ⅲ级航道，目前仅新市镇至水富 ７８ ｋｍ 通航，航道等级标准为Ⅴ级． 区域内铁路、高速公路等对外通
道不足，部分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差、车况差，运力渐趋饱和，陆路与水路、航空交通没有形成有效衔接等仍
是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

（３） 水电开发、黄金水道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突出． 长江上游水电开发不可避免地对珍稀特有鱼类

的保护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２４］ ．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国务院批准建立“ 长江合江－雷波段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为配合金沙江水电开发，国家批准了《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
划报告》 ，将保护区缩小、 下移． ２０１１ 年， 根 据重 庆市 小南 海水 电站 建设 的需要， 再次缩 减了 保护 区面 积

１４６０．４ ｈｍ２ ． 此外，与黄金水道建设配套的航道建设、港口码头作业等项目都将可能影响鱼类产卵场、索饵和
越冬场．

（４） 地方体制机制障碍与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并存，制约区域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 长久以

来，囿于行政分割，地方行政壁垒阻碍了区域的发展，川滇黔三省之间在发展定位、战略规划、产业分工、城
市集镇体系建设等诸多方面都未能达成共识，开发利益内耗严重． 现行资源开发补偿机制落后． 以水能资源
开发为例，当地并没有享受到合理的资源受益权，地方政府呼吁的“ 增加地方留存电量和税收分成” 的补偿
方案始终未得到落实． 移民政策缺乏统一性、长远性和稳定性．移民城镇化安置后，除住房外，所获补偿为每
月 １６０ 元的生活补助和 ５０ 元的后期扶持资金，尚不及 ２０１２ 年全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补助 ２３９．１ 元
的平均水平，“ 同库不同策” 、“ 同流域不同策” 的情况更增加了移民搬迁的难度． 区域内自我创新发展机制
缺失． 国家长期以来对此区域采取了“ 输血” 式和救济式的扶贫政策，地方自我积累、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
“ 造血” 功能严重弱化，形成了“ 等靠要” 型的地方发展机制．

（５） 生态环境保护亟需加强． 该区域生态环境现状总体脆弱，是整个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的关键区域，自

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保护和恢复能力相对较弱，形成了“ 生态环境恶劣－人口贫困、人口增加、水库移民－陡坡
开荒－植被减少、土地退化－水土流失加重－耕地质量下降或山地石漠化－贫困加剧” 的恶性循环．

２ 长江上游综改试验区———保护和发展的战略举措
２．１ 战略意义

（１） 符合国家清洁能源发展战略． 《 水电发展“ 十三五” 规划（ 征求意见稿） 》 指出：在“ 十三五” 期间，我

国将坚持积极发展水电的方针，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置工作，积极有序推进金沙江等大型水电基地
建设 ［８］ ． 加快长江上游综改试验区水电资源开发，符合国家清洁能源发展战略．

（２） 符合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向纵深推进西部大开发的目标要求． 通过水电开发带动区域经济发

展和移民安稳致富，符合《 贫困地区水电矿产资源开发资产收益扶贫改革试点方案》 的相关要求，助力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发展以黄金水道为主线，以沿江公路网为重点的立体交通网络，构建国家西部综合交通枢纽
省际大通道，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保障．

（３） 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状况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稳定河川径流

量、减少洪涝灾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能够为西部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并借此获得长江中下游的资金、技术及人才支持，使长江上游综改试验区的生态环境
建设尽快取得成效．

（４） 有助于依托黄金水道促进区域合作发展． 进一步依托黄金水道挖掘上游地区广阔腹地蕴含的巨大

内需潜力，加强长江上游综改试验区与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交流与协调，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
格局，缩小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发展差距，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全流域经济的跨区域发展价值，还有利于
与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经济示范区．

２．２ 总体思路

长江上游如何解决好保护和发展的矛盾，如何体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新要求，如何落实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一个尚待破解的难题． 因此，本文提出建
立国家层面长江上游综改试验区的战略设想，着眼于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以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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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建设为目标，以梯级水电开发等优势资源开发为抓手，以深化区域综合配套改革为根本动力，制定保护和
发展规划，建设以黄金水道为主线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建立水电等资源开发的负面清单和生态补偿新机
制，从资源开发收入中提取区域保护和发展基金，赋予区域发展的“ 先行先试权” ，探索保护与发展的协调机
制，打造特色产业经济带，真正落实好“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新要求，实现区域
可持续发展．

２．３ 战略定位

（１） 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 以国家出台的《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和《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 为要求，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对资源开发实施“ 负面清单制度” 和“ 生态
补偿制度” ，探索区域转型发展、绿色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促进区域内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相统一，把赤
水河流域建设成为国际河流保护的典范．

（２） 国家新型扶贫开发示范区． 紧紧围绕新阶段扶贫开发总体目标，探索水电清洁能源开发、特色产业

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在全面脱贫攻坚战中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３） 西部地区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依托宜宾、水富、攀枝花航运港口的建设、航道的疏浚、整治和升级，

将长江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成为集水路、公路、铁路、航空于一体的西部地区重要综合交通枢纽． 将重庆－攀
枝花航道建设成为我国西南地区与长江经济带的直接联系通道，有助于各种运输方式优势互补，形成综合
运输大通道和较为完善的集疏运系统．

（４） 世界级的特色产业发展基地． 依托长江上游地区 ４ 个梯级电站，有序开发水电，将综合改革试验区

建设成为国家西电东送的重要能源基地、移民安稳致富区和水电开发生态保护示范区． 仁怀－泸州－宜宾一
带是中国著名优质白酒“ 金三角” ，进一步将该区域打造为世界级的名优白酒生产基地． 金沙江干热河谷地
区可立足于独特的光热条件、钒钛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依托黄金水道和人才技术优势，利用区域内水电资
源，采取“ 资源深加工模式” ，完善产业结构，建设特色农业产业基地、世界级的钒钛产业和制造基地．

３ 长江上游综改试验区的重点创新内容
３．１ 制定《 长江上游综改试验区保护和发展规划》
长江上游已有的行业保护和发展规划，既缺乏流域层面的顶层设计，也缺乏保护和发展的基本共识，既
不利于保护，也不利于开发． 建议在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基础上，制定《 长江上游综改试验区保护和
发展规划》 ，探索流域综合管理下部门行业协调管理的新模式，统筹解决好长江上游水电开发、黄金水道建
设、生态保护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３．２ 建设以黄金水道为主线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提升沿江城镇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水平

（１） 建设长江上游重庆－攀枝花黄金水道．金沙江宜宾至攀枝花河段大型水电站的建设可使下游枯水期

最小流量由 １０６０ ｍ３ ／ ｓ 提高到 ２０００ ｍ３ ／ ｓ，大型水库建设使攀枝花至宜宾段通航变为可能．

当前，攀枝花至宜宾的通航问题，水电企业、航运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歧较大，主要矛盾是金沙

江下游四个梯级水电站是否需要建设通航建筑物（ 包括升船机和船闸） 的问题，核心是技术条件和建设运营
成本分摊问题． 本文提出，解决长江上游重庆 －攀枝花河段黄金水道建设，应该确立“ 统筹规划” 、“ 先通后
畅” 、“ 适度发展” 、“ 合理分担” 的指导思想，综合考虑需要与可能、保护与发展、近期和远期的需求，分步实
施． 近期可以考虑：①重庆－泸州：通过上游梯级水库调度和航道疏浚，将重庆－泸州段的航道标准由Ⅲ级提
高到Ⅰ级或Ⅱ级；②泸州－宜宾：通过航道疏浚，配套建设通航建筑物，将泸州－宜宾段的航道标准由Ⅲ级提
高到Ⅰ级或Ⅱ级；③宜宾－攀枝花：依托航道整治和翻坝公路、港口码头建设，以滚装翻坝运输的方式，“ 水－
陆－水” 结合，将长江上游的黄金水道向上延伸至攀枝花；④重庆－攀枝花黄金水道的货运年通过能力达到

１０００×１０ ４ ｔ 以上．

（２） 建设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利用长江上游水电开发对沿江公路和内河通航条件的改善，依托攀枝花、

宜宾、昭通、泸州等区域性次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统筹水运、公路、铁路、航空、管道运输、城市轨道交通之
间的衔接和转换，着力推进客货站场、港口码头、机场等重要枢纽集疏运网络建设，在区域内构建贯通东西
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通畅区域对外交通联络，实现无缝化衔接，建设网络化、标准化、智能化的综合立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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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体系．

（３） 提升沿江城镇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水平． 依托长江两岸打造宜居城市，提升城镇基础设施水平，建设

海绵城市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将长江上游综改试验区打造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舒适宜居、生态
空间山清水秀的示范区，完善水利、能源、节水、洁水基础设施．
３．３ 设立区域保护和发展基金，创新基金管理模式

（１） 设立区域保护和发展基金．设立“ 长江上游综改试验区保护和发展基金” ，用于扶持基础设施建设、

特色产业发展、脱贫致富和生态补偿． 充分利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是区域保护和发展基金的重要资金来
源． 一是从受益的资源开发项目中提取，实现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如以三峡集团为代表的水电企业和以茅台
集团为代表的白酒企业． 二是政府财税资源收益投入，根据国务院《 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指出责
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 ，对受益范围较广、信息相对复杂的跨省（ 区、市） 环境保护与治理，根据财政事权外
溢程度，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或中央给予适当补助方式承担支出责任．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从资源收益和
环境保护相关的财政收入中切出一块，投入区域保护和发展基金． 三是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２） 创新区域保护和发展基金管理机制．借鉴国际扶贫和发展项目基金的管理模式，针对不同类型的项

目，研究基础设施扶持、特色产业发展、移民安稳致富、水电开发生态补偿等基金专业化管理模式，规范操作
流程，强化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安全，提高资金效益；探索水电开发区域保护和发展基金与金融服务的互动
机制；探索服务于水电、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开发的绿色信贷和扶持移民及贫困群体创业、发展特色产
业的小额信贷服务模式；建立鼓励性的政策，在区域保护和发展基金的分配上使地方投入和获取相一致．
３．４ 推进流域综合管理，探索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机制

（１） 推进流域综合管理，创新跨行政区域合作的新模式． 一是加强监督管理措施，促进长江梯级水电站

联合调度． 针对长江上游水库群调度和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统筹协调长江上游水电站规划、设计、建设、运
行，逐步建立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的控制性水利水电工程联合调度协商机制和管理制度，发挥水电站综合
效益，保护珍稀特有鱼类，保障航道水深，完善应急调度预案．
二是推进一体化市场体系建设，创新跨行政区域合作的新模式． 在长江上游综改试验区内实施统一的
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强市场监管合作，建立区域
间市场准入和质量、资质互认制度，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模式建设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项
目． 通过打破行政分割，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机制． 创新、实现公共服务的有偿转让、税收分成、按要素分配
的利益分配机制创新和以非政府机构如企业合作为纽带，建立政府推动下的区域多元治理机制创新．
推进流域综合管理，创新赤水河流域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 在赤水河流域探索川滇黔三省地方党政

领导负责的新型“ 河长制” ，开展赤水河流域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试点． 完善赤水河流域环境污染联防
联控机制和预警应急体系，推行环境信息共享，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跨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机
制，建立环评会商、联合执法、信息共享、预警应急的区域联动机制，研究建立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
的指标体系．
三是巩固与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的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的对接． 长江上游综改试验区要立足当地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地制宜承接相关产业，促进产业价值链的整体提升，严格禁止污染型产业、企业向该
地区转移；积极利用扶贫帮扶和对口支援等区域合作机制，建立产业转移合作平台；创新产业转移方式；鼓
励与中下游地区共建产业园区，共同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实现利益共享．

（２） 从流域层面协调好水电开发、黄金水道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一是从流域层面设定禁止开发

的河段，建立水电等资源开发项目的 “ 负面清单” ．

当前，重庆－宜宾河段的水电开发，正处于规划调整和论证阶段，由于规划调整后移民和淹没实物数量

减少，生态保护是该河段水电开发面临的难点． 金沙江全流域共计划开发 ２７ 级水电站，包括上游 １３ 级、中
游 １０ 级，以及下游 ４ 级，总装机量超过 ８０００×１０ ４ ｋＷ． 金沙江下游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已投产运行发电． 乌
东德、白鹤滩水电站进入前期工作阶段，水库移民和生态保护是两座电站面临的难点． 金沙江中游的水电站
陆续投产． 位于虎跳峡的龙头水库龙盘电站是否建设，各方争议较大，生态和移民是制约因素． 随着 ２０１６ 年
苏洼龙水电站开工，金沙江上游水电站正式进入开发建设阶段． 金沙江是水电“ 富矿” ，是世界最大的水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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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发水电面临着水库移民和生态保护的难题，也承担着区域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的重任．

解决好水电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矛盾，真正落实好“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

理念，需要确立水电开发和珍稀特有鱼类保护“ 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原则，统筹整合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
划、长江上游水电开发规划和长江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规划，对重要生态敏感区（ 如赤水河流域和长江干流
部分江段） 的生态破坏或影响较大的项目列入负面清单，严控新增开发利用项目，优化整合已有岸线利用设
施，严格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方案审查． 从严控制金沙江流域水电集中开发区、长江上游滑坡泥石流易
发区和重要水源保护区等开发建设活动，从源头上防止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 加快金沙江下游石漠化地区
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水土流失治理步伐，积极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 建议以赤水河流域为重点保护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进一步论证赤水河河口到三峡水库库尾之间江湖连通关系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
类保护的重要性，以明确合江－重庆之间规划的水电项目是否需要列入负面清单，保障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
类保护区的完整性和鱼类洄游通道． 制定和完善通航河流中珍稀特有鱼类的管理办法．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
鱼类保护区适用的法律是《 国家自然保护区条例》 ，该条例针对条带形的通航河流适用性较差，管理矛盾突
出，导致管理工作不到位，不适宜解决好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二是创新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按照“ 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 的原则，完善对长江
上游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开发与保护地区之间、上下游地区之间、生态受益与生态保护地
区之间实行横向生态补偿． 研究以三峡集团公司为代表的水电开发企业和以茅台集团为代表的酒类企业对
赤水河流域的生态补偿，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生态补偿项目运作，建立稳定投入机制． 结合生态补偿推进
精准脱贫，创新补偿资金使用方式，探索产业扶持、就业培训、异地安置、飞地经济等脱贫模式． 创新政策协
同机制，研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与生态保护补偿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机制．

（３） 协调水电开发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一是创新水库移民和贫困群体发展致富机制． 鼓励水电企业参与

当地扶贫开发和库区资源综合开发；建立向移民及相关贫困群体倾斜的就业制度、自主创业激励机制，完善
移民及相关贫困群体就业培训长效机制；建立水库移民和贫困群体社会保障体系；对在贫困地区开发水电
占用集体土地的，试行给原住居民集体股权方式进行补偿，探索建立集体股权参与项目分红的资产收益扶
贫长效机制．
二是探索“ 先移民，后建设” 的新模式． 研究、调整、完善现行的有关水电开发的法律、法规，设计程序和
规程规范，积极实践国家提出的“ 先移民，后建设” 的水电开发方针．
３．５ 打造长江上游特色产业经济带

（１） 世界最大水电基地． 金沙江下游四座梯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４４８０ × １０ ４ ｋＷ， 加上 三峡 水电 站

２２５０×１０ ４ ｋＷ，５ 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 ６７３０×１０ ４ ｋＷ，长江上游宜昌－攀枝花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基
地． 在试验区内以区域水电开发为“ 极核” ，带动水电相关的建筑业、装备制造、冶金、化工等产业发展，促进
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提高长江上游库区发电税收留存比例，为库区工矿企业和产业园区提供直
供电，提高库区留存电量比例．

（２） 世界最大优质白酒基地． 将白酒“ 金三角” 打造为世界最大的优质白酒生产基地． 支持地方名酒及

原酒生产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延伸酒类设计、包装、物流、服务等关联产业链，形成以白酒为主，配套产业协
调发展的产业集群．

（３） 世界著名钒钛资源产业和制造基地． 以建设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为契机，依托资源

优势和产业基础，加强自主创新和重大科技攻关，依托黄金水道和长江中下游的人才技术优势，着力提高钒
钛磁铁矿综合利用规模水平，开发一批高技术含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品，建成世界级的钒钛产业
和制造基地．

（４） 中国著名干热河谷特色农业产业基地． 应充分利用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特殊的光热资源，制定干热

河谷地区特色农林产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芒果、石榴、蚕桑、块菌、咖啡、麻风树、早春蔬菜等特色农林产
业，进一步从政策上支持、资金上支持和倾斜，形成沿江地区特色农产品产业带．

（５） 中国特色突出的旅游基地． 整合长江金沙江峡谷、赤水河旅游资源，协调区域旅游资源的战略规划、

市场拓展，制定区域性的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重点建设旅游区路网和精品线路，建立并共享旅游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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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充分发挥江、岛风光兼备，民俗风情浓郁，地形地貌类型丰富的优势，促进水上旅游和陆上旅游、观光旅
游和休闲旅游有机结合，发展集观光、休闲、娱乐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业，建成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历史遗
迹与现代城市特色有机融合的沿江风光旅游带．

４ 结语
新常态下，长江经济带的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 “ 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的宏伟蓝图提出后，长江上游地区如何改变“ 富饶的贫困” 面貌，如何打破交通瓶颈制约，如何化解水电开
发、黄金水道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如何破除区域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体制机制障碍，如何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是一个尚待破解的难题． 本文提出设立的国家层面长江上游综改试验区，是探索解决好保护和
发展这对矛盾的有益尝试和设想，也是对当前制定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拓展和扩充，有利于体现
“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新要求，有助于落实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对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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