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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于国家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清洁能源
———“水电妖魔化”严重阻碍着我国水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

王 亦 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１０)

摘　要:水是事关发展全局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水电开发和水资源调控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水资源调控能力差距巨大,保障我国水安全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提升水资源的蓄存和调控能力.然而,当

前对水电开发于保障国家安全、建设生态文明的不可替代的重大战略意义还普遍认识不足.“水电妖魔化”“愚昧生态观”严

重阻碍着我国水安全问题的解决.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现代化强国,亟需在水安全问题上形成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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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于水电开发不可替代的重大战略意义当前

普遍存在以下三个认识不足

(１)没有认识到:我国水资源短缺形势异常严

峻,已经危及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
水是无法替代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

经济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是人类和

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作为世界

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用仅占世界

６％的水资源养活世界２０％的人口,人均水资源

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除了水资源总量

严重不足外,中国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与土地、人
口和生产力布局严重错位,而且水资源量年际

差别大,年内分配则相差更为悬殊,致使洪旱灾

害的威胁特别严重.
近３０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水资

源短缺对国计民生各个领域的制约越来越大.在

目前的正常需要且不超采地下水的情况下,正常

年份全国缺水量达５００亿 m３/a,全国６００多座城

市中２/３供水不足,严重缺水城市达１１０座.京

津冀地区水资源仅占全国的１％,却承载着全国

２％的耕地、８％的人口和１１％的经济总量,人均

水资源量大大低于国际“严重缺水”的警戒线,

７０％的用水依靠地下水超采.我国５０％的耕地

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保障对粮食安全举

足轻重,而目前农业抵御洪旱灾害的能力远远不

够,黄河流域的粮食减产尤为突出.因此,生产着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２０

全国总量５６％的小麦、２５％的玉米的冀鲁豫三省

必须靠超采地下水才能维持粮食生产.
英国«金融时报»早在２０１４年就指出“唯一能

阻止中国奇迹的就是水”.２０１８年３月该报则进

一步指出:“中国缺水危机迫在眉睫,可能产生比

人口结构变化、债务问题和“去杠杆”严重得多的

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可以印钞票,但印不出

水”.同时提出很大的困惑:“为什么缺水在中国

不是经济前景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 不被认为是

对经济增长,进而对中国实力的一个制约因素?”
目前,我国实行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已将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用水总量控制目标”控制在人

均约５００m３/a,按照国际标准属于“严重缺水”状
态.如此严苛的水资源约束,如何保障粮食安全,
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对中国乃至

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２)没有认识到:没有水资源保障,生态文明

建设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与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高度.２０１８年５
月１８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又将生态

文明建设提到“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

大计”“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关系

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的高度.建设生态文明已

成为高度社会共识.但是,在水安全这一重大问

题上,到底什么是有利于生态文明的? 什么是有

悖于生态文明的? 目前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和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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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比如目前关注的重点只是“水质的安全”,即
“基本消灭城市黑臭水体、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
鱼翔浅底的景象”.而没有注意到,如果没有“水
量的安全”,即水资源的充分保障,不仅“水质安

全”的成效难于稳固,整个生态文明建设也将“皮
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为,作为生态环境最重要

的控制要素,水资源的短缺所造成的严重地下水

超采会导致更严重的生态灾难.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利用重力

卫星的最新观测发现: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已高

达６０~８０亿t/a,且８０％以上是难以恢复的深层

地下水,超采面积高达７万多km２,全国地下水超

采已扩大到３０多万km２.地下水超采不像黑臭

水体、空气污染能马上感觉到,但其后果却非常严

重:河道断流、湖泊干涸、湿地萎缩、地面沉降、海
水倒灌,进而导致地下水水质持续恶化.目前全

国已有５０多个城市发生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灾害,
沉降面积高达９．４万km２;沿海地区频频发生海

水倒灌,造成人民生活饮水困难、土地盐渍化、农
田减产或绝收,其中环渤海地区发展最为迅速,海
水倒灌面积高达２４５７km２,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

增加了６２％.
(３)没有认识到: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最根本途

径是尽快提高我国水资源的蓄存和调控能力.
纵观国际实践,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若没有

特殊的气候地理环境形成天然水资源的充足保

证,几乎无一例外都必须依靠水库大坝蓄水、跨
流域调水来解决水资源的供应问题(即把丰水

年/丰水期造成灾害的洪水蓄存起来,变成枯水

期/枯水年宝贵的水资源).目前除了修建水库

大坝外,人类还没有其他手段解决天然水资源

时空分布不均的矛盾.
大型水库在蓄积水资源的同时也积蓄了大量

的势能,在放水过程中,若不把这些能量用来发

电,就会对水库设施和下游边坡造成巨大伤害.
因此,大型水库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

设施.水力发电只是水库建设的副产品,既使不

利用水库进行发电,也必须建设足够的蓄水水库,
单从发展清洁能源的角度来认识水电并不全面.
正因为水电开发和水资源调控是密不可分的整

体,所以,以人均库容和水电开发程度为标志的水

资源调控能力在国际上不仅不存在什么“警戒

线”,反而是越高越好! 发达国家水电的平均开发

程度高达８０％以上,部分国家,如瑞士、挪威等国

甚至接近１００％.发达国家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是

得益于水资源的优先开发、充分开发.
尽管我国目前拥有的水库数量位居世界第

一,但９９％是水资源调控能力不高的中小型水

库,人均库容和水电开发程度分别仅为发达国家

平均水平的２２％和５０％左右.尤其值得关注的

是国土面积、地表径流总量相差不多的中美两国

在水资源调控能力上的巨大差距:中国９．８万座

水库的总蓄水量仅为９０００亿 m３,而美国８．３万

座水库的总蓄水量高达１４０００亿 m３;中国大型

水库只有７５６座(数量仅占１％),而美国的大型

水库则高达８７２４座(数量占１０．５％),是我们的

１２倍;中国人均库容仅为６９２m３,而美国则高达

４２４５m３.美国先天的人均水资源量是中国的５
倍,但后天建设的人均库容水平则是中国的７倍!

我国水资源调控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
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水资源短缺危机,当务之

急不仅仅是“节流”———大力建设节水型社会、提
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更重要、更根本的举措则是

“开源”,即尽快建设一批具有蓄存和调控功能的

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既利用于水力发电,又能提升

我国水资源的调控能力,从而大大增加我国可利

用的水资源总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

的人均用水量已低到国际标准“极度缺水”警戒

线,节水潜力非常有限.如果认为“节水是解决我

国水资源短缺问题的重要举措和根本之策”,则是

严重脱离国情水情的战略误判.

２　“水电妖魔化”“愚昧生态观”严重阻碍着我国

水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

(１)“水电妖魔化”的本质是背离“以人民为中

心”的中央方针、将生态文明建设导入“生态愚昧”
的歧途.

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多层次、多物

种的复杂系统,且不同层次之间、不同种群之间的

需求往往存在矛盾和冲突.比如,让人无法忍受

的恶臭垃圾场,却是老鼠苍蝇之类种群的理想生

存环境.那么“保护生态”到底是该“以人为本”?
还是“以老鼠苍蝇为本”呢? 其答案是肯定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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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关键在于“以谁为本”,就决定了恶臭垃圾场

该不该处理.人类的一切活动(拦河筑坝、修路盖

楼、挖地种粮、采煤采油等等)都必然会改变自然

界的原貌,而通过创新、协调使生态和人类生存环

境变为更佳,就是以人为本.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

会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确定的生态文明建设五大原则也明确回答: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

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２０１８年４月,习总

书记再次考察长江时特别强调:不搞大开发不

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

护中发展,不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割

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等.
尽管中央方针很明确地表示“建设生态文明、

保护生态环境”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然
而,兴利除害、保护人民群众免受洪旱灾害威胁,
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水资源保障的水利水

电工程,近年来却一直背负着“破坏生态”“为金山

银山不惜牺牲绿水青山”的骂名.若按照那些“拆
掉所有堤坝、释放自然的大脚”“保护江河原貌,人
类最好啥也不要做,让河流自由奔涌”等貌似尊重

热爱自然的“伪环保”理念和主张,生态文明建设

必将走入“生态愚昧”的歧途———让人类回归到

“靠天吃饭,听天由命”,只能被动依附自然的“原
始和谐”阶段.

(２)“水电妖魔化”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干扰

了政府决策,严重制约着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的

解决.
近十多年来,“水电妖魔化”“愚昧生态观”

在社会上甚嚣尘上,导致一些事关国家长治久

安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水利水电工程搁浅至

今.比如:

★ 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

义、２００３年就被列为优先开发的龙头水库———金

沙江龙盘水电站.金沙江是长江上游河段,多年

平均径流量高达１５６５亿 m３,是我国最大的战略

水源地.其中虎跳峡河段是整个长江干流上唯一

具备“修建多年调节水库”条件的河段.调节库容

２１５亿 m３、可控制４４５亿 m３ 年径流量(相当于金

沙江年径流量的３０％)的龙盘水库,相当于在长

江上游安了一个蓄丰补枯的“总开关”,对长江水

资源合理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减少

长江中下游的成灾洪水１３０亿 m３,能够极大地减

轻在人口耕地密集区启用蓄滞洪区的压力,使
长江干流川江－荆江河段在枯水期的航道宽度

增加４０~８０ m,能够大大缓解我国两大淡水

湖———鄱阳湖和洞庭湖湿地不断萎缩、功能退化

的状况,同时为滇中引水工程提供可靠、稳定、
经济的水源.

尽管金沙江治理开发规划从上世纪５０年代

就已开始,加快建设龙盘水库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国务院批准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

告»«长江流域综合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３０)»及相关国

家能源规划中早已明确,但至今其仍未启动.

★对精准脱贫、生态保护、边疆稳定和区域跨

越式发展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重大工程———怒江

水电开发.怒江是我国十三个大型水电基地中唯

一尚未开发的基地.十几年前,极端环保组织将

上游早已建设水电站、国家也在下游开发水电的

怒江宣传成“世界上唯一没有建水坝的河流、最后

一条生态江”,将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截然对

立起来,导致怒江水电开发搁浅.如今十几年过

去,事实证明:水电“零开发”换来的并不是怒江两

岸的“绿水青山”和百姓安居的“世外桃源”,反而

却使整个怒江州陷入了“生态不断恶化和贫困日

益深重”的恶性循环之中.
今日怒江两岸海拔２０００m 以下８０％的森

林植被已被砍光,全州１/５的土地已失去基本生

存条件,水土流失面积高达３０％,山洪、滑坡、泥
石流随处可见;当地群众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

式只能依靠森林砍伐解决燃料来源和在峡谷中掠

夺性开发土地;全州贫困人口达２２万人,６．３万户

农户还生活在人畜混居状态,贫困发生率高达

５２％,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３０个民族自治州中倒

数第二.与美国田纳西流域在水电大开发前极度

贫穷落后,却富有水能矿产资源的境况非常相似.
本可以创造中国版“田纳西奇迹”的怒江流域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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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前脱贫攻坚异常艰巨、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

地区.

３　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现代化强国亟需在水安全

问题上形成社会共识

(１)将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迫切性提高到

国家安全高度.
水电于国家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清洁能源,

而是直接关系着水安全、粮食安全、国家安全,关
系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于我国这

样一个人多地少水少,又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关键期,还要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中国家来

说,解决好“人水矛盾”,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彻

底摆脱水资源严重短缺、洪旱灾害频发的制约,比
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与世界上所有已完成工业

化的国家相比,其任务都要格外艰巨.
国内外的实践充分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不是等出来的,而是要依靠科学技术和艰苦

奋斗建设出来的.从根本上尽快解决水资源短缺

的严重制约已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维护国家安

全的当务之急.当前亟需纠正“愚昧生态观”“伪
环保理念”继续干扰、误导国家决策;不能以“生
态”名义在关注“鱼、树、草”的时候忘记了“以人为

本”.比如,“生态保护控制红线”“水资源开发利

用红线”的划定绝不能以牺牲“国家安全底线”和
“人民的生存发展底线”为代价,不能把“水资源开

发”与“水资源使用或消耗”混为一谈,把“水库大

坝的存在”与“保持河道生态流量”截然对立起来.
(２)尽早启动、部署事关国家安全的大型水

利水电工程.
“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太平”“善治国者必治

水”.无论古今中外,兴水利、除水害历来都是治

国安邦的大事.能否解决好水的问题,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融合、疆
土开拓.

我国的四川、云南、青海、西藏等省(区)均为

集中连片贫困区、深度贫困区最多的省(区),但其

恰恰是水能资源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富矿”
所在.以水电开发为龙头,带动当地交通、航运、
农业、旅游产业同步发展,是“发展生产和异地搬

迁”,实现精准扶贫最有力的工程抓手,同时也是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支撑.党的十九大报

告已确立“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２０５０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鉴于大型水电站工程建设需１０a左右甚至更长

的时间,笔者建议党中央应及早谋划布局,选择一

批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

大工程加快前期工作、尽快开工建设.
(３)尽快完善有利于我国水资源开发的管理

体制和机制.
国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特约科学家

伍德罗克拉克在总结欧美国家能源转型经验时

特别强调:“无形之手”托不起绿色经济,能源产业

的真正成本(如化石燃料的外部性成本)并不能在

市场上得到体现,“对国家整体最优的能源方案”
不会依靠市场自然而然的发生.正因为水电开发

和水资源调控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水电开发具有

防洪、供水、灌溉、航运等的巨大功效,和任何其他

能源都无法替代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所以,在高

度推崇市场化、民主化的美国、法国,大型水电开

发全部由国家主导,不允许私人资本进入,以避免

市场化下的恶性竞争、利益博弈阻碍水电开发,影
响国家的水资源调控.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同生产力发展格

局严重不相匹配”的国情,尤需在国家层面上实现

水资源优化配置.水电开发的体制机制改革必须

要考虑到防洪、供水、灌溉、航运等任何其他能源

都无法替代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发挥.“简政

放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必须以维护国家安全和

根本利益为核心,“九龙治水”解决不了水资源短

缺问题对国家安全维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制约.
习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关系全

局、关系长远的攻坚战”,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处理

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水的

问题上尤为迫切.水利水电建设降速最终受损的

不是水电行业本身,而是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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