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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保护与科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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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一种新兴和特殊的战略资源，岸线资源处于大河流域经济带的水陆交互带，承载临岸港口、工

业、城镇和湿地等人类活动和自然生境，发挥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功能。岸线资源是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长江经济带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岸线资源的系

统研究和高效管理，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岸线的生物屏障和保育功能遭到破坏，影响到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

及沿岸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文章阐述了岸线资源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回顾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长江经济

带岸线资源的跟踪研究工作；基于 2017—2019 年开展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重点项目“长

江经济带岸线资源调查与评估”成果，解析了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保护与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

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科学保护与利用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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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资源是分布在江河两侧及湖泊、海洋沿岸一

定范围的陆域和水域空间。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岸线资源成为国内外经济布局、港航发展、城市规

划、生态保护、气候变化领域研究和关注的热点[1-4]。

近 100 年来，全球水域岸线遭受人类活动剧烈干扰，

自然岸线不断缩减，尤其以海岸线和大江、大河岸线

最为突出[5-8]。长江在我国水利、航运、生态环境领域

中的作用与地位是有目共睹的；其中，长江岸线资源

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但将

其视为一项重要的自然资源加以研究还是近年来才开

展的[9-13]。对岸线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会影响滨岸水质和

生态系统，加剧滨岸带灾害，制约沿岸经济发展，以

及影响滨岸景观风貌等[2,7,13]。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

岸线的系统研究，对岸线开发与管理无序，出现了一

系列突出的问题[13-15]。如何既能最大限度地保护长江

岸线资源的自然和生态不受破坏，又能科学合理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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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岸线资源生产、生活服务功能，已经成为推动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

1 岸线资源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1）岸线资源是大河流域经济带发展的核心要

素。传统观点认为，岸线是一定水位水域与陆域的交

线。随着滨岸带开发活动的增多，尤其是港口航运对

岸线开发需求的增大，人们逐渐认识到岸线的资源属

性，即：其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且具有重要的开发价

值[15]。岸线资源是大河流域经济带发展的核心要素，

是一种独特的国土资源；在沿岸城镇、港口、工业、

基础设施、过江通道、旅游等开发建设中，都涉及到

岸线的利用和分配问题。长江沿岸地区以其优越的区

位条件，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同时在

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中具有突出的地位。

（2）岸线空间是大河流域经济带工业布局的重要

载体。大河流域经济带的岸线空间以其航运和水资源

的优势，吸引大量基础工业集聚，是发展工业的物质

技术基础[13,16]。长江沿岸已发展为我国机械装备、化

工、冶金、材料等产业的集聚地，已形成较强的产业

供应链，为区域乃至全国提供各类配套产品，发挥了

重要战略资源的作用[17]。长江沿岸建设的港口通江达

海，在沿江地区经济和配置资源中发挥了支撑作用，

促进了沿岸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支撑了“长

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

（3）岸线资源的科学利用是长江大保护战略有

效落实的关键。基于岸线资源在大河流域水陆协调、

生境保护、绿色生态廊道构建上的重要意义，岸线资

源被列入重要的资源管控要素和生态空间，成为“三

线一单”①划定的重要内容。岸线资源保护有利于保

护长江水生动物、鱼类栖息地与繁育场。最新公布的

江豚调查结果显示，长江干流中江豚更倾向于有自然

岸线的区域，而这样的栖息地正不断被压缩、质量下

降、生态退化。岸线资源保护与修复是“给长江治

病”主要的“良方”。

（4）岸线资源是大河流域国土空间管控和整治

的重点。从莱茵河等国际大河流域的发展和保护经验

来看，岸线资源的开发可以带动流域经济带的快速发

展，形成城市和产业带，但同时也会导致生态环境问

题。在流域经济带的国土空间规划中，通过岸线资源

的空间管控和整治，可以促进沿岸港口、产业、城市

布局与岸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在国土空间规

划中根据岸线的生态和经济属性，结合生态保护要求

和经济发展需求，科学谋划岸线资源空间开发保护格

局，建立健全岸线空间管控机制，统筹涉水涉岸方面

空间规划目标。

2 长江岸线资源利用现状与问题

20 世纪 90 年，随着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和三峡工程

的开工建设，长江岸线开发的旺盛需求和管理规划落

后的矛盾也更加突出。在国家重点项目的支持下，早

期研究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各类岸线对长江产业带建设

的影响与作用，重点调查了中深水岸线资源对港口与

重化工业的支撑作用[18]。2017 年，在中国科学院科技

服务网络计划（STS）重点项目“长江经济带岸线资

源调查与评估”的支持下，科研人员开展了长江全流

域岸线资源综合调查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

勘查和取样工作（图 1）。采用全指标，首次系统调

查评估了长江岸线关键生态空间的水环境、水生态状

况；揭示了长江滨岸带水环境、水生态空间格局，及

其与岸线开发利用的关系；研究了长江干流上、中、

下游和主要支流的岸线开发利用主要类型区岸线利用

① 2017年 12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印发《“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
行）》（环办环评〔2017〕99 号）。其中指出，“三线一单”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是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精细化管理、强化国土空间环境管控、推进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一项
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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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提出了治理对策建议[13-15]。

据调查，长江干流岸线总长  7 897.7 km，开发

利用岸线长 2 901.8 km，开发利用率 36.7%；7 条主

要支流（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乌江、汉江、

湘江、赣江）岸线总长 11 491.2 km，开发利用岸线

长 2 191.5 km，开发利用率 19.1%[19,20]。岸线资源保护

和利用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2.1 自然岸线保有受到威胁
近年来，自然岸线保有率逐步成为国家和地方政

府管控和考核岸线保护的重要指标。调查结果表明，

长江干流自然岸线长度 4 995.9 km，占干流岸线总长

的 63.3%[19]。重庆市、湖北省和安徽省自然岸线较为

丰富，均超过 800 km（图 2）。湖南省、安徽省自然

岸线保有率较高，达 70% 以上。整体而言，从长江上

游到下游，各省（直辖市）的长江自然岸线保有率逐

步下降。

自然交互岸线主要为洲滩湿地和自然山体，其水

陆交互作用保留自然状态，是重要的生物栖息地、

繁育场和污染消减带，因而成为自然岸线保护的关

键。长江干流自然交互岸线总长  3 471.1 km，保有

率 44.0%。自然交互岸线保有率较高的岸段主要分布

在四川省和重庆市，而江西省、上海市和江苏省自然

交互岸线保有率则低于 30%，其中江苏省仅 10.7%。

2017 年 7 月，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水利部共同发布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提出 2020 年长江经济带干支流自然岸线大

于 64.6% 的目标。目前来看，整体保有率与规划目标

相差不大；但是，其与生态学意义上的自然岸线（自

然交互岸线）保有率存在 20% 的差距，特别是下游部

分地区自然交互岸线保有率极不乐观，给长江岸线资

源的保护和长江生态修复带来极大挑战。

2.2 生态敏感岸段遭受占用和干扰
长江水生动物、水产种质资源、重要湿地、蓄滞

洪区等保护地涉及的岸线，正遭受不同程度的占用和

干扰。长江干流生态敏感岸段长度达 3 943.2 km，占

长江干流岸线总长的 49.9%，这反映出长江干流岸线

生态整体较为敏感。生态敏感岸段中，涉及人工岸

线 1625 km，占生态敏感岸线总长度的 41.2%，高于长

江干流岸线整体开发利用率（36.7%）。这反映出以生

态敏感目标设置的各类保护区发挥的限制开发作用极

其有限；同时，一定程度上说明长江现有保护地体系

和制度在岸线资源保护方面是失控的。

图 1  “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调查与评估”工作（2017—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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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工岸线

港口码头岸线
城镇生活岸线

工业岸线

敏感岸段开发利用比例较高的省份为江苏

省、重庆市、湖北省（图 3）。特别是江苏省，其

生态敏感岸段中港口工业开发岸线占比达 61.7%，

显示出长江下游岸段开发与保护的矛盾突出。受

到占用和干扰的岸段主要涉及长江上游珍稀特有

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等；极具生态价值的洲滩湿地岸线

开发主要在江苏省、湖北省和安徽省，占用长江

岸线达 160 km。这些占用和干扰岸线的开发活动

对长江水生动物和种质资源保护、防洪蓄洪、饮

用水安全等造成重大威胁。

2.3 岸线利用结构和布局欠合理
研究发现，在长江岸线资源利用中城镇

生活、港口码头和工业，分别占到  3 5 . 9 %、

33.3% 和 21.2%；下游港口码头和工业岸线比例更

高，上游则以城镇生活岸线为主（图 4）。重庆

市和四川省城镇生活岸线均达到各省域开发利用

岸线长度的 50% 以上；而湖南省、江西省、安徽

省和江苏省港口码头及工业岸线占各省域开发利

用岸线的比例均超过 70%（图 4a）。这说明下游

部分岸段结构失调、自然生态和城镇生活岸线缺

乏，从而造成“临江不见江”的困局，影响到城

市景观和居民生活环境。

长江优良岸线长度为 1 792.7 km，整体开发

利用比例为 61.1%，其中优良岸线丰富的江苏省

开发利用岸线的比例为 76.0%。可用优良岸线越

紧缺，岸线利用越倾向于以存量调整、提升利用

效率为主。优良岸线开发结构中，重庆市、江西

省和安徽省的工业岸线占比较高（达 30% 以上）

（图  4b）。特别是安徽省和江西省，大量工业

园沿江铺开布局，部分工业园和企业无需码头，

造成宝贵的优良岸线资源浪费。同时，长江岸线

功能协调考虑不足，空间布局造成相互影响。例

如，化工企业、水源地、排污口之间缺乏顶层设

图 2   长江在各省份的自然岸线长度及自然岸线保有率、自然交互
岸线保有率情况

图 4    长江在各省份的岸线资源开发利用状况（a）及优良岸线利
用状况（b）

图 3    长江在各省份的生态敏感岸线利用及港口工业岸线占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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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协调，加剧生态环境风险。

3 长江岸线资源保护与科学利用对策

（1）加强岸线规划研究。早期的长江岸线资源

规划主要针对深水岸线加以分析研究，逐段指出其开

发利用方向和开发秩序。2016 年长江大保护战略提

出后，岸线的生态服务功能、滨岸带的水环境与水生

态、自然岸线保护等方面的规划内容逐步得到强化。

“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发展”，要避免“大保护”

走向“一刀切”的极端，重点开展岸线资源保护和科

学合理开发的规划研究工作。建议：① 针对利用与保

护冲突严重、生态问题突出的重点岸段，开展岸线利

用的生态影响跟踪评估研究，为长江岸线保护与科学

利用规划奠定基础；② 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负责

长江岸线资源的空间管控与保护，并以正在开展的沿

江省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为契机，落实长江岸线的管

控要求，以实现长江大保护的目标和长江经济带的可

持续发展。③ 把岸线资源纳入资源学学科体系，以更

好地促进岸线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的理论研究与教育

推广。

（2）优化岸线空间格局。长江岸线资源的开发利

用从最初的港口建设为主，已经发展到港口、仓储、

工业、城镇生活、过江通道的多功能开发模式。建

议：① 基于长江岸线资源自然基础、开发利用现状、

环境生态问题和岸线保护需要，研发集成模型，以对

岸线开发与保护进行综合评价与分级分区，划分岸线

管控类型；② 国家层面管控宏观指标，各省市依据岸

线功能分类，制定自然岸线保有率中远期目标，科学

优化岸线空间格局。

（3）实施分类精准管控。①  生态型岸线管控

中，对河流生境和洲滩湿地提出保护要求，提出清理

或搬迁项目的计划表。② 生产型岸线管控中，严格执

行产业准入标准，提高环境风险行业准入门槛，整合

规划现有港口群和工业园。③ 生活型岸线管控中，根

据实际需要合理规划布局城镇功能组团，严格控制长

江两侧一定范围内的新增建设用地。

（4）加快受损岸线修复。针对洲滩湿地生态环

境严重退化区域，开展湿地生态修复。① 加强长江岸

线、河道的生态化设计，制定自然岸线修复保护总体

方案，加强长江生态护岸工程设计。② 充分论证水生

动物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保护地保护范围

向陆域延伸的可行性，完善长江保护地制度与体系。

③ 在推进岸线保护修复的过程中，要树立自然为主、

人工为辅的理念，避免种草植树、建广场公园等面子

工程。

（5）建立长期监测机制。建立和完善“监测-反

馈”机制，对岸线利用及其生态环境影响开展长期监

测和研究。① 定期对岸线利用、滨岸水域和陆域环境

质量、生态功能变化进行阶段性评估，并反馈至管理

决策系统。② 综合集成各项监测和统计数据，建设长

江岸线资源管理大数据平台，开展智慧化、精准化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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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and Scientific Utilization of Waterfront Resour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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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merging and special strategic resource, waterfront resources play an important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unction, which is the key to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Due to the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waterfront resources, unreasonable development has l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waterfront ecological functions. We firstly elaborate the strategic position and role of waterfront resources, and secondly review 

the tracking research work of the Yangtze River waterfront resources since the 1990s. The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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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waterfront resourc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arried out from 2017 to 2019,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shoreli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are analyzed,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use of the waterfront are proposed.

Keywords     waterfront resources, waterfront utilizati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 Yangtze River waterfront,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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